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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波

进入 5月，2021宁波“消费促
进月”活动如火如荼。为了给消费
者带来更多新鲜有趣的体验，宁波
各大商圈花了不少心思。一些品牌
宁波首店赶在“五一”期间试营
业，据市商务局对我市主要商圈首
店引进情况排摸，截至目前，今年
我市共引进品牌首店超 200家。在

“首店经济”的带动下，甬城消费
市场十分火爆。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特
别是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下，释放消费潜力，提升
消费质量，促进消费市场复苏，是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发挥其“压舱
石”作用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市
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结构持续
升级、新业态快速发展。今年一季
度，我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50.6 亿元，同比增长 30.3％，消
费市场持续回暖。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市商
业消费氛围与先进城市相比，还是
有一定差距，优质消费供给相对旺

盛的消费需求仍然不足，进而抑制
居民消费意愿、制约消费升级。在
此背景下，加大优质消费供给，进
一步激发消费潜能，提升区域消费
能力，充分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
生活的需求，既是当下亟待解决的
问题，又是一项长期任务。

加大优质消费供给，不仅能满
足需求的升级，还能创造需求，以
新消费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
新需求，推动消费和供给形成良性
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
地注入活力。同时，可以从需求方
面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促进技术
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而提高经济发
展质量，创造出更大的需求。

宁波人“有钱花”，2020 年，
宁波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99 万元，
列全国城市第 8 名。今年一季度，
扣除价格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同
比实际增长 14.7%。但宁波人消费
偏于保守和理性，线下消费欲望不
强，喜欢存钱——民间有句玩笑话
是生动写照，“宁波人存钱的快乐
大于花钱的快乐”。因此，促进消
费，我市还是要在“有地花”“开
心花”“放心花”上下功夫，提升
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

生活中，许多消费者不是不愿

意消费，而是让人心甘情愿掏腰包
的优质产品和服务还不够多。扩大
消费，不光要有钱有收入，不能仅
着眼需求侧，还要坚持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进一步提升供给质量，创
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从经济
学来看，荷包里有钱，持币待购，
不构成现实需求，只是潜在需求。
所以，培育内需，扩大消费，仅仅
让人们的腰包鼓起来是远远不够
的。让潜在需求释放出来，变为现
实的内需，供给至关重要。只有生
产出合意的东西来，消费意愿变成
了行为，内需才算是真正形成。从
这个意义上讲，新的需求是供给创
造的。因此，做大做强内需，供给
的灵活响应是关键。最近，在宁波
走红的“首店经济”就是例证，首
店意味着稀缺，打破了“千店一
面”的传统商业格局，容易激发消
费欲望。它在宁波受到追捧，反映
了消费者愿意为有新意、有内容的
消费场景掏腰包。

中国经济发展正从以往过于依
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更多依靠国
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转变。
对外贸大市宁波来说，顺应消费升
级趋势和群众消费需求，增强消费
引领、优化消费供给、扩大消费规

模，不断拓展内需和消费市场，注
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
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当前，通过加
大优质消费供给，挖掘消费潜力、
扩容消费空间，是立竿见影的路
径。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甬
城消费市场如同初夏的天气般迎来
一股热浪。据监测数据，5 月 1 日
至5日监测的32家样本企业合计实
现销售 （营业） 额4.48亿元，同比
增长 22.7%。亮眼的数据背后是不
断丰富的消费供给：华侨城欢乐海
岸在朋友圈刷屏；东部商圈成为新
的商品集聚点；“首店出新+老店
促销”供给模式吸引大量人气……

以优质供给激活消费市场，关
键是加快补齐供给短板，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提升有效供
给的能力和水平，丰富优质消费供
给，打造多层次特色化区域商圈和
商业街区，培育发展新零售业态，
引导消费新模式加快孕育成长，进
一步优化消费环境。

促消费须加大优质供给

郑建钢

5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2021 年一季度拒收人民币现金处
罚情况，并依法对 8 家拒收现金
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作出经济处
罚，处罚金额从 500 元至 5 万元人
民币不等。其中，华车科技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因拒绝公众使用
人民币现金缴纳停车费被中国人
民银行慈溪市支行给予警告，并
处 1500 元罚款 （5 月 13 日 《宁波
晚报》）。

随着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
付方式的普及，非现金支付方式
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由于支
付方式的安全、高效和便捷，大
多数消费者也已经习惯于使用非

现金支付方式进行消费。直接使
用人民币现金购物的，确实是越
来越少见了。

不 过 ， 移 动 支 付 方 式 的 普
及 ， 人 民 币 现 金 使 用 频 率 的 降
低，决不能作为拒收人民币现金
的借口，一味排斥人民币现金。但
事实上，在消费领域，还是经常能
够发现不少商家不愿意收取人民币
现金，甚至有商家公然在店堂张贴
告示表示拒收现金。从中国人民银
行处罚情况来看，被处罚单位包括
公共服务机构、停车场、游乐场、
保险公司及房地产公司等，如此多
的消费领域明目张胆拒收人民币现
金，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拒收人民币现金，剥夺了消费
者尤其是不熟悉移动支付消费者对

支付方式的选择权，侵犯了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另外，当出现意外情
况，例如区域网络突然遇到故障、
手机流量或者电量不足时，如果商
家还是坚持非移动支付不可的话，
就更是强人所难了。

更重要的是，拒收人民币现金
涉嫌违法。《中国人民银行法》 明
文规定：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
币。在中国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拒收人民币。可见，拒收人民
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之所以屡
屡发生，一方面源于违法成本太
低，不愿意收取人民币的商家并不
少，要是没有人举报，受到处罚并
被张榜公布的商家少之又少。另一
方面，许多商家和消费者对人民币

法定地位的认识不到位，消费者自
我保护意识也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如果商家坚持拒收人民币现金，有
些消费者要么不消费，要么改用其
他方式完成支付，妥协之下，客观
上助长了一些商家拒收人民币现金
的风气。

支持多种支付方式，但不拒收
人民币现金，不但是尊重消费者对
支付方式的选择权，更是在捍卫人
民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
维护人民币合法地位，任何商家对
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人民银行和公安机关应加强监
管，及时依法查处任何商家拒收现
金或者排斥现金支付等违法行为，
优化人民币现金流通环境，更好地
维护人民币流通秩序。

拒收人民币现金就该被处罚

王学进

进入夏令时，不少学校开启
“午睡时光”。自5月10日开始，镇
海区实验小学改革午睡方式，让孩
子们从此前的趴着午睡改为躺着午
睡，大大提高了午睡质量，学生和
家长纷纷叫好 （5 月 11 日 《现代金
报》）。

我也要叫一声“好”！看到这
则新闻，我想起了自己读中小学时
的午睡情景。彼时还没有推行应试
教育，学习比较宽松，因此学校会安
排午休，时间一小时左右，但无一例
外都是趴在书桌上睡。尽管有老师
在巡视，确保教室安静，但说起睡眠
质量，只能呵呵了。问问大家，有几
个人趴着睡着了？反正，我是从未睡
熟过。一觉“醒”来，口角流着哈喇子
不说，还落个腰酸背疼、手臂发麻。
这样的午睡宁愿不要。

长大后才知道，趴着午睡对身
体不好，不仅极易脚麻、手麻，还会
产生脊柱侧弯等问题，弊大于利，故
此很多学校取消了午睡。在非应试
教育时代，学生负担不重，精神放
松，不午睡关系不大。今非昔比，现
今的学生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精
神高度紧张，家庭作业层层加码，正
常睡眠时间都难以保证，如果中午
不让他们休息一下，下午哪有精力
对付高强度的学习？这才有“中午
不睡，下午崩溃”“午睡半小时，
精神一下午”的说法。

改革学生的午睡方式，让他们
从趴着午睡变为躺着午睡，不仅需
要，而且至关重要。4月初，教育
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
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要
求对中小学生的睡眠“强重视、保
时间、防干扰、提质量”。怎么

“提质量”？让学生午休躺下来睡，
就是最好的“提质量”办法。

躺着睡比趴着睡睡眠质量更
高，更有利于学生身体健康，这点
浅显的道理，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
知道。问题在于，此事说说容易做
起来有点麻烦。首先，需要腾出空
间，每次午休前要将书桌椅重新调
整一下，结束后要复位；其次，垫子、
枕头、被子的采购事宜，为了避嫌，
要联系家委会采购；第三，就是加大
了班主任的管理难度。有鉴于此，很
多学校即使想让学生躺下来睡，但
考虑到实施的难度，宁愿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结果还是按老规矩来吧。

确实，改革学生午睡方式，会
增加学校和老师的管理难度，加大
工作量，但从关心爱护学生的角度
着想，此事非做不可。从镇海区实
验小学的改革试点看，改革午睡方
式是可以做到的。

无独有偶，近期鄞州区下发通
知要求区内各中小学开设“午休
课”，每天给学生安排 30分钟左右
的午间睡眠时间，以更好地保证下
午的课堂学习效率。通知要求，各
中小学校根据本校实际，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合理安排午休时间及午
休方式。鼓励教室配备使用隔凉的
午睡垫，鼓励学校图书馆、阅览
室、多功能室、体育馆等场所在午
休时间向学生开放。

正如镇海区实验小学校长韩亚
斌所说：“充足的睡眠对孩子的生
长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让孩子中午
休息好，这样既有利于他们的身体
成 长 ， 也 能 提 高 下 午 上 课 的 质
量。”希望更多学校把改革午睡方
式看作关爱学生的具体体现，不怕
麻烦，不怕事多，一切以学生的身
心健康为重。

从趴着睡到躺着睡
提高孩子们的午睡质量

胡海军

2019 年 11 月 3 日 17 时许，大
学生张军在某大学篮球场组织篮球
比赛时，68 岁的李婆婆横穿篮球
场。张军在接球跑动过程中不慎将
李婆婆撞倒在地。李婆婆将张军及
学校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张军赔偿各类费用 5 万余元。一
审法院认为，张军、李婆婆、学校三
方都有责任，张军存在疏忽大意的
过失，应承担40%的责任。张军不服
一审判决，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
法院。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张军的行
为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并不存
在主观过错。李婆婆横穿球场，应视
为“自甘冒险”行为，所产生的损害
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遂判令撤销
一审民事判决，驳回李婆婆的诉讼
请求 （5 月 12 日 《潇湘晨报》）。

在很多人眼里，一审判决似乎
“完美”。抛开责任不谈，一个毕竟
撞了人，一个毕竟受了伤，从“同
情弱者”“同情受害方”的角度，

这样的判决，似乎理所当然。同
时，这样的判决，各打五十大板，
双方容易接受，社会也容易接受。

但是，抛开了法律，抛开了责
任，这样的判决让人迷惑。可能导
致的结果是，让人不知道自己对在
哪里、错在哪里，赢在哪里、败在
哪里。法院判决必须是“以事实为
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出的结
论必须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该担
多少责任就担多少责任、无责就是
无 责 ， 而 不 能 含 含 糊 糊 “ 和 稀
泥”。现在一些所谓的“温情判
决”，可能导致人们责任不明，是
非不分，误导社会价值观。

虽说不能绝对地讲“法不容
情”，但讲情讲理若有悖于法律精
神，就会妨害司法公正。二审法院
承办法官提出，“对于因行为越界
而致自损的行为，必须是非分明，
坚 持 不 牵 涉 无 辜 ， 坚 决 不 和 稀
泥”，值得称道。这样的裁判理
念，回归了法律本源，能真正体现
司法公平和正义。

法院判决
确实不能“和稀泥”

王恩奎

据南昌广电消息，5 月 11 日，
江西九江，一名游客在庐山拍照时
手机掉落悬崖，消防出动2车14人
寻找。悬崖陡峭下雨湿滑，消防员
用绳子固定在树上，下到约 13 米
的位置，50分钟后找到手机 （5 月
13 日澎湃新闻）。

乍一看这条消息让人感动，细
一想，未免小题大做，有点过了。
如此不计成本，帮游客寻找手机，
是对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更有可
能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确实，“群众利益无小事”，帮
助游客寻找掉落悬崖的手机，符合
这名游客的利益诉求。但即便“为
了群众的利益”，也不能不计成
本，而应该从多方面考虑问题。如
今一部手机多少钱，也算不上什么
贵重物品。

消防车，是专门用作救火或其
他紧急抢救用途的车辆。《消防
法》规定：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
防器材、装备和设施，不得用于与
消防和应急救援工作无关的事项。
用消防车寻找游客掉落悬崖的手
机，违反了消防法规。如果有限的

消防资源被随便挪用，一旦发生火
灾就会耽误救火大事，后果不堪设
想。究竟是手机重要，还是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重要，不言自明。

退一步讲，动用消防力量去
“大海捞针”实在划不来。如果为
了游客利益不受损，即使花钱给游
客买部新手机，也大可不必如此兴
师动众。因为“大海捞针”找到手
机的概率很小，而且即使找到了，
手机可能也摔坏了。不仅如此，到
悬崖下寻找手机的安全隐患很大，
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说句不好听的话，消防部门花

费这么大力气帮游客寻找掉落悬崖
的手机，有点“用力过猛”乃至任
性。要知道，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
益与安全面前，个人的权利必须让
渡与公共利益和安全需求。消防车
作为有限的公共资源，必须格外珍
惜，任何人不得滥用，因为公共资
源不是唐僧肉。浪费公共服务资
源，是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伤害，
也是对更多人生命财产的严重不负
责任。也就是说，公共服务资源在

“义务帮忙”的时候，也应该算算
成本账，不能不计成本、任性而
为。

不计成本帮游客寻找掉落悬崖的手机不值得

王明玉

教育部日前发布的全国儿童青
少年近视情况调查结果显示，2020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较前
一年的 50.2%有小幅上升。超过一
半的孩子是“小眼镜”，这一情况
需要引起各方警惕和关注。

“小眼镜”越来越多的原因多
样，有专家指出最主要原因是缺乏
必要的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而这
也会导致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目
前，孩子们在户外跑跳的身影越来
越少，“Z 世代”悄然变成“宅世
代”。

现在，不少孩子的户外活动时
间不足。在学校，他们体育锻炼的
时间，被考不完的试、写不完的作
业一再挤压。放学后，孩子们又要

上各种培训班、辅导班。而且在教
学和布置的作业中，部分学校过多
依赖电子产品。

同时，有些孩子户外活动的意
愿也不强烈。拼乐高、打手游、刷
视频……在很多孩子眼中，这比户
外活动有意思得多。其实，户外活
动不仅能强健体魄，还能使大脑得
到休息，从而提升学习效率。

此外，可供孩子玩耍的户外场
地也有限，很多地方仅限于学校操
场、社区公园、游乐场。除了场地
不足，安全问题也困扰着家长。例
如，户外游玩设施的维修能不能跟
上？周边环境是否车来车往潜藏交
通隐患？

大量孩子受到近视困扰，表现
为戴上小眼镜，但更大的问题是可
能出现的身体素质下降。野蛮其体
魄，可从降低近视率入手，家庭、
学校、社会共同为青少年强健体魄
创造条件，让他们野起来、疯起
来。

预防近视
要让孩子们野起来、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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