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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周琳、龚雯)
单日销售额破亿元，全球 2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商品参与其中……随着物流体
系的不断升级，“海淘”已成为双十一的
必备项目之一。但海淘并不意味着十全
十美，有时消费者不得不面对不能享受
常规售后服务，无法判定产品真假等问
题。

洋货定比国货强？

在大多数海淘平台上，母婴商品一
般都是热销产品。尤其是奶粉、纸尿裤、
婴幼儿辅食、药品等产品，常常成为“爆
款”。但海淘奶粉真的是最佳选择吗？

此前就有媒体海淘了 19 款热销奶
粉，有 8 个样品的铁、锰、碘、硒实测值不
符合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乳业高级分
析师宋亮说，中国婴幼儿奶粉的国家标
准除了参考国际标准之外，还需要和中
国母乳的特点相结合，补充母乳中可能
缺失的营养成分。而不同国家的婴幼儿
奶粉配方标准是不一样的，这和当地的
母乳分析研究结果有关。

“以日本为例，日本饮食中海产品比
例较高，反映到母乳中碘含量就不会缺，
因此日本的奶粉没有对碘含量作出规
定。而中国人饮食中海产品比较低，如果
奶粉中不增加碘，婴儿就有可能缺碘。”
宋亮建议，即使要吃进口的产品，也不建
议走个人代购的渠道，而应选择正规渠
道进口、符合中国国标的奶粉。

国外“网红”产品莫轻信

随着健康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各种
国外的所谓养生用品也逐渐成了“网
红”，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就是动辄几百上
千元、火遍日本的水素水杯。

记者在淘宝上搜索“水素水”，找到
了 100 页以上的结果，一家售价 2300 余
元的“高浓度水素水生成器”卖家就宣
称，70% 的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而富
氢水“水素水”可以有效清除人体自由
基，预防多种疾病，延缓衰老。

这些广告宣称，饮用水素水没有任
何副作用，非常适合亚健康、慢性疾病患
者和孕产妇、新生儿，特别是压力大的白
领、运动员、爱美人士、老人以及免疫力差的儿童。在去日本旅
游时，不少导游都会向游客推荐这一产品。

然而，水素水，又名“富氢水”，真的这么神奇吗？其实即使
是在原产地日本，水素水也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2016 年，日
本国立健康营养研究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表示：“并没
有得出水素水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数据。”

而经常被引用的富氢水“科学证据”，是曾经发表过的一
篇论文。论文中介绍，科研人员在体外培养细胞，发现氢能够
减少细胞里的自由基，又发现氢能够减轻大鼠脑部的氧化损
伤。但是有专家认为，这些研究大多是让动物和人吸入氢气，
或者是注射含氢的生理盐水，而不是喝富氢水。即使氢真的对
人体具有保健作用，富氢水里的氢是不是能被人体有效吸收
利用，也值得怀疑。

“爆款”真身难判别

随着双十一临近，打开手机应用，越来越多的“爆款”跃入
眼帘，让不少消费者忍不住想“剁手”。

“因为评论很高，而且很详实，就想买来试试看，但结果让
人很尴尬。”花 700 元买了一款爆款手表的“90 后”上海白领
叶康说，收到货后发现做工很粗糙，尤其是表盘的颜色看着很
劣质，但是由于该手表是小众品牌，连线下能验货的实体店都
找不到，最后只能把这个“鸡肋”退了。

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表示，海
淘的陷阱不少。一是假货，有的是商家进货渠道出了问题，进
了假货自己也不知道，有的是商家自己造假，伪造报关凭证欺
骗消费者；二是虚假宣传，有些产品是“假洋鬼子”，拉到国外
走一圈，回国就成了海外产品；三是产品质量问题，以次充好；
四是售后服务在国内难以保证。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分析师姚建芳提醒消
费者，面对商家的轮番促销广告，消费者需保持清醒，货比三
家，对于心仪商品，应关注平时销售价格，与双十一价格进行
对比，看是否真正存在实惠；对于商家先涨后降等行为，则应
积极向平台和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新华社武汉 11 月 6 日电(记者廖君、赵婉微、潘旭、吴振东)
近日，为了能竞选进入家委会，上海浦东某外国语小学一年级某
班的几位家长，纷纷晒出“神履历”“神学历”的微信截图在朋友
圈霸屏。有网友称看后被吓到，这样的竞选堪比竞选 CEO，甚至
称还是先不当家长了。竞选家委会缘何变成一场“名利秀”？变味
的家委会，到底为谁代言？

家委会竞选堪比选“CEO”

“我是 XX 小朋友的妈妈，目前在知名外企作 HRD”“我和
孩子妈妈都是硕士，我博士期间曾担任学生会主席”“我工作于
全球某投行，研究股市大数据，如果谁欺负我家孩子，孩子他爸
会把你的股票砸到跌停，包括茅台”……

翻看这些简历，家长们都在使尽浑身解数秀着自己的职业、
学历、教育经验等，意在进入家委会的家长们，大都表示自己平
时时间弹性，甚至可以随叫随到，乐意为班级做事。

连日来，记者一直尝试各种方式联系涉事学校负责人均无
回应。5 日，记者从学校所在区的教育主管部门拿到一份学校的
书面回应。

校方称，事件起因是一年级班级选举家委会，学校坚持民主
集中制的原则，通过家长自荐和他荐，集体酝酿表决选举的方式
产生。校方表示采用选举的方式，是充分尊重家长意见，让家长
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校方在书面回应中写道，由于家长对孩子教育十分重视，对
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了解和参与积极性比较高，所以在自荐时
努力展示自己，公布了个人信息，该班级其他家长看到信息进行
截屏，发在了自己和朋友组建的群里进行讨论，经过散播产生现
在这个状况。

有教育界人士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样的竞选很民主，大家
亮资历亮简历，拼热情表决心，由家长报名选举。但家委会不一
定要高学历、社会精英，更多需要的是一份责任心和热情。如此

竞选或多或少沦为“拼爹拼妈”的秀场，是家长之间资源、关
系、实力的比拼。

“进家委会就是为了让孩子得到关照”

事实上，家委会竞选成为“名利秀”并非个案。记者了解
到，有些学校的家委会甚至存在一些“潜规则”。比如说，老师
遇到一些学生选拔活动时，一般由家委会先“瓜分”一遍，剩下
的才到班级里。有的甚至名额都在家委会里“消化”了。

此外，有些学校的家委会成了学校本职工作在家长群里
的延伸，家委会成员成了“第二任课老师”“助教”或“实习老
师”，甚至是义工。此前某地一学校的家委会成员就被爆出在
教室里看护晚自习。

教育专家熊丙奇分析，当前学校的家委会大致可分为四类：

“摆设家委会”“工具家委会”“变相联谊会”，以及真正由民主选举
产生的家委会，“但目前中小学家委会，前三者占了大多数。”

武汉一所高中家委会成员刘女士坦言，自己是积极争取
进入家委会的，班级 QQ 群、微信群都是自己组建的，后来也
就顺理成章成为家委会会长。“如果不是为了让孩子能有更多
关照，我何苦加入家委会。”刘女士说，进入家委会不难，但要
想把工作做好也不容易，为了孩子，很多家长比工作还卖命。

崔先生是北京一所小学家委会会长。在他看来，现在家委
会不少都成了为学校、为老师服务的组织，根本起不到监督学
校、老师的作用，最多是对食堂提提意见，学校也不欢迎家长
对课程、教材方面提意见。

异化的家委会该如何回归本位

2012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
会的指导意见》指出，有条件的公办和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都
应建立家长委员会。学校组织家长，按照一定的民主程序，本
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在自愿的基础上，选举出能代表全
体家长意愿的在校学生家长组成家长委员会。

教育界人士认为，家委会的异化，是不正常家校关系的体
现。而这类不正常源于两个极端，一个是家校之间缺乏互动，
家长对孩子在学校生活漠不关心，另一个则是家长过度关心。

“异化的背后是家长对孩子升学的焦虑。”华中师范大学教
授范先佐认为，家长们拼命挤进家委会就是为了让老师能够对
自己的孩子高看一眼，多些关照，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现在
孩子的竞争，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家长层次和家庭条件的比拼。

北京史家小学德育主任李娟说，家委会应该是家长教师
协会，家委会的组织要注意规范性，学校也要引导其发挥作
用，而不应该成为帮老师做事、打扫卫生、收班费的“打杂会”。

他们建议，家委会的组成比较适合代表制度，切忌成为学
校的附庸和畸形延伸。

几张家长竞选学校家委会的截图连
日来刷爆朋友圈。常青藤名校、知名企业
“白骨精”、过亿资金的雄厚财力……一
个个笼罩在“竞选者”头上的光环让旁观
者自叹弗如。现象背后是部分学校家委
会功能出现异化，变了味儿，走了样。

建立学校家委会的初衷是发挥家长
作用，促进家校合作，优化育人环境。《教
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
的指导意见》明确：家委会的基本职责是
参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工作，沟通学校
与家庭。其第二条指出，发挥家长的资源
优势，为学生开展校外活动提供教育资
源和志愿服务。

然而，现实中，部分学校在设立家委
会时，过分强调发挥家长资源优势，希望
加以利用为学校谋实惠，而忽略了家委
会的全面功能；同时，家长们也希望借家
委会为自家孩子挣“印象分”，把家委会
片面地当成学校和老师的“传声筒”“钻
石临时工”，最终让家委会功能走了样。

家长委员会竞选出现的“名利秀”

一幕表明，“发挥家长的资源优势”往
往公私难分，经常会牵扯公职和公权
力，这就很可能导致家委会以公谋私的
风险。有些学校对此没有警醒，反而沉
默鼓励。

要还变味儿的学校家委会本来面
目，就要保证家委会成员由全体家长民
主选举产生，具有较广泛代表性，热心学
校公益事业，有强烈的责任心。

家庭教育为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
一个台阶，而学校教育系统传播知识，塑造其人格。只有学校
和家长都少一些功利心，多一份利“公”心，在教育互动中各自
扮演好角色，学校家委会才能发挥好应有的作用，才能让孩子
们的笑容更灿烂，让校园风气更纯净。

(记者杨柳) 新华社北京 11 月 6 日电

上海一小学家委会竞选堪比选 CEO
“变味”的家委会能发挥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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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6 日电受到污染团传输影响，加上北方
大部分地区进入供暖季，全国多地大力强化清洁供暖、绿色应
急减排，应对重污染天气。

针对这次污染过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采取了
区域应急联动，强制性应急减排措施。“今年各地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大幅增加了管控企业数量，压实减排措施，基本做到涉
气企业全覆盖。区域整体管控企业数量从去年的近 1 万家增加
到今年的 5 万家左右。”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柴发合 6
日说。

目前北京全市优质能源占比提升到 84% 以上。北京市年用
煤总量已由 2300 万吨，压减到 1000 万吨以内；建成四大燃气
热电中心，实现电厂生产燃气化；核心区、城六区和通州区基本
“无燃煤锅炉”。北京已连续两年总投入 100 亿元以上，对农村地
区 800 多个村(镇)实施煤改气(电)，预计到 2018 年，全市农村
地区煤改气(电)将全部完成。

按照宜气则气、宜电则电的原则，天津市清洁供暖的比重
持续提高。天津市建委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天津集中供热面
积已经突破 4 亿平方米，其中供热能源结构中热电联产、燃气
和清洁能源供热比重达到 74%，逐步形成了以节能清洁能源为
主的集中供热体系。

为减少散煤燃烧对空气造成的污染，天津对全市的散煤用
户进行全面排查，共排查出 121 万户散煤用户，并计划在 2 年
内对这些散煤用户进行清洁能源替代，实现城乡散煤全部“清
零”。

西安市 5 日召开了“2017 年铁腕治霾冬防攻坚行动誓师大
会”，西安市治霾办在会上发布了《西安市 2017 年冬防攻坚行
动誓师动员令》，要求从 11 月 15 日至次年 3 月 15 日，全市严
格落实冬防期“禁土令”，除地铁项目(含轻轨)、市政抢修抢险工
程之外的建筑工地禁止出土、拆迁、倒土等土石方作业。西安市
还将建立全市铁腕治霾领导责任清单，由责任领导带头破解治
霾难题，带队开展督导检查。每半月由区县、开发区召开一次专
题会议，确保冬防措施——— 兑现落实。

宁夏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新能源发电发展迅
猛，清洁供暖“宜电则电”优势明显。作为推进主体，宁夏一些企
业在部分学校、工厂探索实施清洁供暖项目。

吉林省白城市青山镇，崭新的中学挺拔矗立，学校教学
楼、宿舍楼，共 4300 平方米，都是采用清洁能源--地源热泵
供热。

白城市如今采用地源热泵供热的学校、医院以及企业每年
正以 10% 的速度增长。截至目前，地源热泵的供热面积达到
234 万平方米，占全市的近两成。据白城市环保局数据，2014 年
至今，全市共取缔 204 个小锅炉，每年少排放二氧化硫 1434 . 81
吨，氮氧化物 585 . 35 吨，白城市全年空气优良天数达到 307
天。

宿迁对在燃气(热力)管网覆盖范围以外有采暖需求的学
校、医院、商场、办公楼等公共建筑，加快推广蓄热式电锅炉、热
泵和电蓄冷等技术应用。

安徽省在本月启动了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督导的工作，分三
轮，在空气质量改善情况较差的城市，针对各类扬尘烟尘污染
整治、黄标车和老旧车淘汰、高污染车辆限行、燃煤小锅炉专项
整治等实施督导。“量化问责，传导责任压力，确保今年大气十
条第一阶段收官之年确定的目标能够完成。”安徽省环保厅副
厅长贺泽群说。

(记者倪元锦、张华迎、张骏贺、于瑶、李双溪、赵久龙)

多地强化清洁供暖应对重污染天气

先前说好的重霾怎么“爽约”了？
新华社北京 11 月 6 日电(记者高敬)说好的重霾“爽约”

了！环保部 6 日已发文指导各地分批错时解除橙色预警。河北
中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城市可于 6 日 15时解除预警，其他
城市可于 6 日 24时解除。各地可根据实际空气质量状况和当
地预测预报结果，自行决定解除时间。

环保部此前发布的预测信息提示，11 月 4 日至 7 日，京
津冀中南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北部将出现重度污
染，其中 6 日前后京津冀中南部和山东西部部分城市可能出
现严重污染。

北京、天津和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部分城市 3 日陆续
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从 4 日零时开始启动 II级应急响
应。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自发告诉记者，多
家科研机构的研究都表明，提前 1 至 2 天采取应急减排措施，
能够更有效降低 PM2 . 5 峰值浓度。

他表示，针对这次污染过程，各地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及
时准备和启动应急减排措施，就是为了及早防控，保护广大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实际上，11 月 4 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总体

为良至轻度污染，只有太原和保定等城市小时浓度达到中
度污染级别。公众不禁疑惑，说好的重霾怎么“爽约”了？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大气环境首席科学家柴
发合介绍，针对这次污染过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
城市采取了区域应急联动，强制性应急减排措施包括钢铁、
水泥、铸造、家具、矿山开采等行业停限产，国Ⅲ及以下机动
车限行，重点企业错峰运输，施工和交通扬尘管控等。同时，
今年各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大幅增加了管控企业数量，
基本做到涉气企业全覆盖。区域整体管控企业数量从去年
的近 1 万家增加到今年的 5 万家左右。

他说，初步分析“2+26”城市在采取橙色预警期间，主
要污染物减排比例在 20% 左右，有效抑制了京津冀区域
PM2 . 5 浓度的快速上升。实际空气质量比预测的好，或者
重污染发生时间比预测的晚，正说明已经采取的减排措施
起到了一定效果。

▲ 11 月 6 日，工作人员在衡水高新区操作投入运行的北区输汽管道阀门。今
年以来，为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区实施燃煤锅炉淘汰和提升改造
工程，积极推进“电厂集中供汽”项目建设。项目全部建成运行后，预计每年可供
应蒸汽 400 万吨，年节约标煤燃烧 22 万吨。 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摄

■新华时评

据新华社福州 11 月 6 日电(记者林超、闫珺岩)“5000 多
年前的古人就很可能在黄海及东南沿海海域，沿着‘史前海上
之路’进行较频繁的海上活动。”在 2 日至 6 日于福建省三明
市将乐县召开的中国东南及环太平洋地区史前考古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说。

关于“史前海上之路”的推断源自于福建南山遗址最新发
现的大量炭化稻谷和小米。赵志军说，在新石器时期，既种植
水稻也种植旱地作物小米是公认的山东半岛地区特有的农业
生产模式。“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上看，没有发现自山东半岛
地区向福建沿海地区陆地传播的证据，剩下的可能性只有通
过海路。”

赵志军说，南山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近期其他东南沿海

遗址的考古成果，使得曾经只是假说的“史前海上之路”成为
了可能：约四五千年前，我国就有先民沿着东南海路进行交
流，并将北方文化传入海峡两岸地区，这比此前学术界认为的
古人海上交流时间提早了近千年。

“史前海上之路”学说也能够解答困扰学术界多年的“台
湾史前小米来源之谜”。作为台湾新石器时期的代表遗址，台
湾大坌坑遗址曾出土大量小米，但这些小米是从哪里来的一
直缺少合理解释。

台湾考古学家臧振华说：“若说大坌坑的小米也来自于山
东半岛，但同时期台湾和山东的陶器特征相差较大；若说来自
福建，但此前福建地区一直没有发现同时期的小米遗存。而南
山遗址考古发现说明，大坌坑的小米很可能源自于海峡对岸

的福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洪晓纯说，南山遗址的新发现为

我们还原了这样一幅历史景象：约 5000 年前，南山文化的农
业发达到一定程度后向沿海扩张，进而通过海路把同时种植
水稻和小米的生产模式带到台湾，影响了台湾的新石器时代
文化。

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海上活动的范围和时间可能都超过了
学术界此前的认识。臧振华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台湾和海
南同时期史前遗址也高度相似，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从台
湾海峡到南中国海一带的海上活动频繁。“这表明了台湾新
石器中期文化和东南沿海同时期文化应来自同一文化传
统。”

两岸考古学家：“史前海上之路”可能存在

“蒸 汽 供 热 ”

为 蓝 天 减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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