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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是“苗医传承人”，一会儿是
“北大专家”，一会儿是“中华中医医学会
镇咳副会长”……几年时间里，一个名叫
刘洪滨 （有时写作“斌”） 的人游走于多
家省市级电视台，以不同身份在健康医药
类节目中切换自如。近日，这个所谓的

“老专家”在网上火了，经媒体报道、揭
底，引发广泛关注。

很多网友惊讶于刘洪滨的“演技”。
你看她，时而苗族服饰，时而蒙古长袍，
一副知性面相，几多菩萨心肠，有时若有
所思，总是侃侃而谈。没有她治不了的
病，更没有她入不了的戏，这样的老嬷嬷
堪称“老戏骨”，难怪有网友戏称她是

“虚假医药广告表演艺术家”。
据报道，刘洪滨参与推广的药品、保

健品、食品屡上黑榜，有的产品中甚至曾
抽 检 出 苏 丹
红，被所在省
食药监局专案
督 办 。 此 外 ，
这些节目还存
在药品食品混

淆宣传，保健食品宣传医疗效果等问题，
被多地食药监局多次查处，电视台也曾被
处罚。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冒牌专家
为什么在大江南北畅行无阻？

根据新《广告法》规定，电视台“以
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告，或者以介绍
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
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不仅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给予处罚，新闻出
版广电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也应当依法
对责任人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可以暂
停媒体的广告发布业务”。然而在现实
中，大多数情况下，相关监管部门“睁只
眼，闭只眼”。既然已经有节目被处罚
过，涉及的药品、保健品、食品也屡上黑
榜，为什么没有做到令行禁止，还出现了
刘洪滨转战各地的流动性、游击性？

据媒体报道，2015年 4月，国家工商
总局广告数据中心就实现了每 3天对全国
广告进行一次24小时的全面监测。根据监
测到的违法广告，国家工商总局再向地方
工商部门派发线索。此外，国家食药监总
局在线违法广告监测管理系统也已启用，

为何不少省级卫视的违法虚假广告还能大
行其道？

除了外部监管，电视台也有多级审核
的内设机制，遗憾的是，层层围栏几乎全
部失守，刘洪滨也就在全国各地盛装出镜
了。对此，显然有值得反思和检讨的地
方。

近年来，随着中国进入老龄社会，老
年人受到虚假广告诱惑而上当受骗的事情
并不鲜见。特别是像刘老太这样老年人忽
悠老年人，更容易让人上当。被骗点钱还
是小事，老人若是因此耽误了治疗或者误
食误服，问题就大了。

对刘洪滨这类手法拙劣却屡屡得手的
“表演剧”，不能听之任之。监管部门要切
实负起责任来，不仅要主动监测违法虚假
广告，更要拓宽接受举报的渠道，加大惩
罚力度，让虚假广告无处遁形。发布单位
也应多一些责任意识，不要在利益驱使
下，为虚假广告敞开门户。根据 《广告
法》，无论是广告主、广告经营者还是发
布者、代言人，只要和虚假广告沾上边，
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据《光明日报》）

“买童年玩具的天意要关门了。”近日，一则天
意市场要关门的消息在网上勾起了北京市民的童年
回忆。近年来，北京一批老牌批发市场的撤市动作
频繁。或搬迁完成，或进入倒计时时间，批发市场
的撤离正助力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未来这些地
区将呈现全新业态。

■撤市进入倒计时

这几日，位于阜成门外大街的天意市场生意异
常红火。诞生于1992年的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有着
北京“小义乌”的称号。听闻天意即将关闭的消
息，许多市民纷纷前来“扫货，而不少商户也已经
开始清仓甩卖。

据多位商家表示，天意市场向商户们发放了调
查表。该表显示，6 月 25 日起市场不再收取柜台
费，7月1日到9月15日为免费甩货期。今年天意市
场将彻底谢幕。

仅 6 月以来，就有不少老牌批发市场进入疏解
行列。

6 月 12 日，丰台区大红门地区最大的鞋业批发
市场——占地4.1万平方米的北方世贸国际鞋城彻底
关停，清退商户650家，疏解从业人员2000余人。

6 月 15 日，东城区永外城文化用品批发交易市
场闭市，共疏解商户1241户。这也意味着北京最大
的文化用品批发市场自此告别市民。

6 月 15 日，位于“动物园批发市场”的万容天
地服装市场张贴市场疏解预公告，拟定于 6月 24日
启动疏解工作。万容市场建筑面积 4 万余平方米，
现有摊位1886个。

来自北京市商务委的数据显示，2015 至 2016
年，北京市共疏解提升市场 302 个、物流中心 51
个。2017 年计划完成疏解提升市场 120 个、疏解物
流中心38个，目前已完成疏解提升市场53个、疏解
物流中心3个，累计涉及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

■离京上网有出路

在异常忙碌的天意市场，店铺商家还在进行着
另一项工作——与顾客添加微信，留下联系方式。
有的商家甚至将微信二维码印在名片上，只要有顾
客前来，就发放名片，并嘱咐客人可以“微信订
货”，还会在朋友圈及时更新商品信息。

据一位店家介绍，“很早前就听到搬迁的消息，
生意已经开始往网上转移。”因为天意市场的客户以
批发商为主，所以保留客源是未来商家延续生意的
重要内容。这样一来可以通过网店继续进行销售，
二来以后搬迁到新址之后可以及时告知。

伴随着一个个大型市场的疏解，大批商户也在
探索未来的出路。

除了电商的吸引，天津、河北多个区县也向搬
迁的商家抛出橄榄枝。据东城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东城区商务委专门编制了永外城文化用品市
场京津冀项目对接手册，为商家提供 15 个对接项
目，并到石家庄、张家口等项目所在地进行实地考
察和对接。

此前，河北省商务厅会同北京市商务委也研究
制定了《河北省承接地批发市场建设工作方案》，涉
及河北 8个市的 20多个批发市场项目。承德市双滦
国际物流园、保定市白沟新城、廊坊市永清临港经
济保税商贸园区、沧州市明珠商贸城等都有北京商
户入驻。位于天津的动批服装新城也于去年 4 月底
开业，其中60%以上商户来自北京。

■腾挪空间业态新

批发市场搬迁之后，腾退出来的地块如何利
用？目前来看，主要以金融、科技或生活服务类业
态为主。

“动批”中最先完成疏解改造的天皓成服装批发
市场，如今已成为宝蓝金融创新中心。曾经逼仄难
行的零散摊位，被崭新的开放式办公区取代。根据
此前规划，宝蓝创新中心首层为银行、证券公司网

点等，二至三层为金融类、高新技术、文化创意类企业办公场所，地下则是联合办
公、众创孵化空间、文体配套等业态。

对于大红门地区，和义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市场产权方正在研究制定后
续利用规划，将引入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倾向于生活性服务业，提升地区生
活品质。例如，市场周边的一个出租大院将建设成大型养老服务中心。

按照规划，改造后的永外城将变身国际化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和中国文化用品研
发展示中心，并引入文化设计创新、艺术及交流等业态，成为文化用品设计和艺术
创意聚集地。“永外城的提升大概会在3年内完成，也就是说，3年后永外城将以全
新的面貌亮相。”永外城总经理助理周文安说。

清水河瓷艺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2011年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近年来，清水河县全面推进“清水河瓷艺进校园”活动，在12所中小
学开设清水河瓷艺课程，让这一古老技艺在校园中得到广泛传承。

图为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城关镇第一小学，学生们正在学习清水河瓷艺。
王 正摄 （新华社发）

日前，以“亲历中国茶艺与花艺”为主
题的“北京沙龙·亲历北京”活动在京举办。
外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外国商会代表以及
企业家代表等百余名外国友人走进西城区马
连道，体验中国茶艺，感受中国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以茶会友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很多外国友人对中国茶文化很感兴
趣。本次活动正值马连道茶文化节期间，活
动现场茶文化氛围浓厚。

活动开场，伴随着悠扬的中国古典乐，
茶艺师摆开茶席，向外国友人展示中国茶艺
表演。取杯、投茶、入水，茶艺师的各个动
作如行云流水般连贯自然，在场的外国友人
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茶艺师们的表演，并不时
拿出手机拍照。随着活动进行，茶水从一个
个公道杯中缓缓流出，现场茶香四溢。

在古琴的伴奏中，国家高级评茶师、北
京二商京华茶业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楼
国柱为外国友人现场讲解了老北京人最爱喝
的茶叶——茉莉花茶。从花茶的分类到花茶
的制作过程、冲泡方法，楼国柱一边亲自演
示，一边娓娓道来。活动现场，每一处场地
都有一位茶艺师做示范，做到了台上、台下
沏茶同时进行。

动手体验是此次活动的最大特点。在老
北京花茶打包与冲泡环节，外国友人纷纷在
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动手体验茉莉花茶
打包与冲泡。体验环节结束后，许多外国友
人仍旧余兴未散，继续向茶艺师请教各种茶
叶知识。

此外，来自北京市花木公司的插花师还
带来了花艺表演。插花的过程颇为雅致，只
见创作者以花为主要素材，在花器内进行艺
术设计和加工。一件好的插花作品也往往具

有较高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让人赏心悦
目。随后，外国友人在花艺师的指导下，根
据自己喜欢的花艺风格体验了插花过程，纷
纷对花艺创作赞不绝口。

本次活动让外国友人体验了花茶冲泡与
插花的乐趣，受到了在场外国友人的喜爱和
称赞。不少外国友人表示，这样的体验活动
能够让参与者深入其中，亲身感受中国文化
魅力，让人获益匪浅。

亲历北京活动是北京对外文化交流中心

和北京月讯杂志社打造的大型系列文化活
动，以体验为精髓，以中国及北京文化为脉
络，邀请国际友人了解中国文化、感受北京
之美。活动自 2013 年始，每月 1 期，已举办

“体验中国结”“体验京剧文化”“体验中国武术
文化”等多场活动，受到外国驻华使馆官员、
外国商会工作人员和在京留学生的欢迎与肯
定。随着活动的不断开展，报名体验中国及
北京文化的外国友人更加积极踊跃，其中不
少人已经成为了这一系列活动的忠实粉丝。

强化监管，不让假专家演戏
黄羊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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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友人点赞中国茶
本报记者 赵鹏飞

山西临汾：最早宫城现身陶寺遗址

福建建瓯：“小雷竹”挑起“脱贫担”

据新华社太原6月25日电（记者王学
涛） 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获悉，2017
年陶寺遗址考古又有新发现，考古工作者
发现宫城的两处门址，确认了陶寺遗址宫
城的存在，这是迄今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
的宫城。

距今约 4300 年至 3900 年的陶寺遗址
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 7 公里
的陶寺镇。经过近40年的考古发掘，考古
工作者发现了巨型城址，内部有宫殿区、

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高等级贵族的墓
葬区和祭祀区等。其中宫殿区是最核心的
功能区。2013 年 3月，考古人员开始对陶
寺遗址疑似宫城城墙进行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
员、联合考古队领队高江涛说，此次发掘表
明，陶寺宫城基本完整，自成体系，规模宏
大，形制规整，结构严谨，并具有突出的防
御性质，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
城。陶寺很可能是作为中国古代重要都城
制度内涵的城郭之制的源头或最初形态。

图为外国友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动手体验花茶打包。 马 柯摄本报电（杨孜隽、徐俐敏）“1亩雷竹
10 亩粮，3 亩 4 亩娶新娘，5 亩 8 亩盖楼
房，10 亩确保奔小康。”这是福建省贫困
村——建瓯市川石乡慈口村流传的顺口
溜。作为“中国竹子之乡”，建瓯市在推
进脱贫攻坚工作中创新思路，立足雷竹生
产兼具生态、经济双重优势，大力推进雷
竹产业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雷竹出笋早、笋期长、产量高、营
养高、笋味美，新造林两三年就有收入，
第 5 年达到高产，平均亩产 2000 多公斤、
产值3万多元，科学管理后最高亩产值达6

万多元。”建瓯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林振
清说。

为做大雷竹产业，建瓯市对于“当年
种植面积达 5 亩以上、初植数量达 60 株、
成活率达 85%”的农户，给予每亩补贴
300 元；林业部门下派科技人员到雷竹主
产乡镇任科技特派员，经常组织专家下乡
进行技术指导。目前，建瓯市已有 500 多
户农户种植雷竹，面积达 1 万多亩，年产
值达 1 亿多元。小小雷竹成了当地保护生
态环境的“绿色长廊”和农民致富的“绿
色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