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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以“共享”之名破坏控烟大局 非遗传承应多些
“
驴敢当”

近日，不少路过王府井步行街的市民都见到了一个
类似露天咖啡座的开放吸烟区， 面积足有70余平方米。
北京市控烟协会组织专家对此进行实地调查，于日前回
应称，该吸烟区明显违背《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并涉嫌
误导青少年，应该取缔。 同时，北京市控烟协会还致函北
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等部
门，建议取缔该吸烟区。 据悉，此吸烟区是一公司为宣传
“
共享吸烟室”理念而设立。
占地超过70平方米的固定式吸烟区，集中建有数十
yanker”字
根不锈钢柱式烟灰缸，咖啡色的围挡，写有
“
样，里边有十几把木面椅凳，还有绿植装饰，远看上去像
一个露天咖啡厅。如果不是控烟志愿者反映，恐怕普通人
看到这个场景，很难将其与吸烟联系在一起，应该会误以
为是咖啡厅、休闲区之类的公共场所。可见，该
“
共享吸烟
室”的设计非常巧妙，将开放吸烟区融入日常场景，很容
易迷惑大众，从而遮掩吸烟区的真实目的。
按照《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规定，第十条规定以外
的其他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外区域，可以划定吸烟
“
吸烟区的划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设置明显的
区，但
指示标志和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标识；二、远离人员密集
区域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三、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而
王府井步行街的开放吸烟区，违反了室外吸烟区的划定

标准，设立在人口密集区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处，还潜
藏消防安全隐患，属于违规设置，应依法予以取缔。
该开放吸烟区还设立了
“
烟头不落地，文明又美丽”
的广告牌，有意将吸烟和文明联系起来，以遮蔽吸烟危害
健康的负面性，令大众对吸烟产生好感，客观上涉嫌诱导
青少年吸烟。而且，该公司计划在国内大型城市的重点交
通枢纽建设2000个
“
共享吸烟室”，对吸烟区项目的宣传
文章中涉及
“
烟民坐进
‘
吧台’”
“
吸烟体验上了一个档次”
等字眼，还提到了
“
对吸烟者尊严与正当权利的尊重”。
可见，该公司打着给烟民提供吸烟场所的旗号，实际
上是在利用
“
共享吸烟室”的高大上形象，改变大众对吸
“
共享吸烟室”，替烟草公
烟不好的认知，鼓励更多人进入
司做软性推广， 以促进烟草消费。 这种宣传手段相对隐
秘，不容易被大众识别出来。如果任由
“
共享吸烟室”大范
围铺开的话，明显会刺激吸烟行为，削弱各地在公共场所
禁烟的努力，令
“
中国式控烟”再次蒙羞。
目前公共场所、 工作场所禁烟已得到社会公众认
可，好不容易树立起的禁烟观念不能被
“
共享吸烟室”毁
“
共享吸烟室”亦与共享经济毫无关系，打着
掉。 何况，
“
共享”旗号破坏控烟大局，必须警惕。 监管部门应依法
对其严查，对违法行为严肃处理，以免造成更大范围的
江德斌
社会危害。

权健18人被拘体现民意的胜利
据媒体报道， 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束某某等1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凭借伪科学鞋垫、负离子卫生巾起家，在全国七千余
家加盟火疗店的掩护下，权健打造出一个年销售额近200
亿的保健品帝国。 一篇《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
的中国家庭》，将权健集团有限公司带入了舆论漩涡。 除
了涉嫌虚假宣传外，文章还指出，权健集团推广产品的模
式涉嫌传销。 面对汹涌的舆论，权健声明，文章
“
不实”，但
是没有指出哪些细节失实， 反而大而化之地谈起这几年
为公益事业捐了多少钱，如何响应国家号召推广中医药。
至于涉嫌传销的指控，更是用权健是
“
国家政府机构颁发
直销牌照的合法企业”一笔带过。 字里行间，避重就轻的
姿态昭然若揭。

事实上，售价动辄上千的所谓骨正基鞋垫、负离子
磁卫生巾，并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可言，能够卖得出去，靠
的就是虚假宣传。 保健品不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夸大
产品功能和疗效，可以说是行业存在的普遍乱象。 这一
点，很多因老人滥购保健品无法自拔而感到困扰的家庭
都深有体会。 至于权健是不是传销，在权健拿到直销牌
照的2013年前后，网上就有很多媒体报道，权健下属的
地方分支机构涉嫌传销。 比如，束昱辉下属发展五千人
下线，升级可全球分红，七层会员体系和销售利润分红
制度基本与传销无异，这当然还有待有关部门定性。
此次权健公司实际控制人束某某等18人被依法刑事拘
留，可谓民意的胜利，正是在民意加持下，权健的伪装被一层
丁慎毅
层剥开，这也是一堂很好的科普课和法治课。

旅游绿色联盟扬帆起航
2019新年之际，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200家旅游供应商和经销商联盟会员相聚
在无锡白金汉爵酒店， 隆重召开上海旅游
绿色联盟第二届会员合作大会。
旅游绿色联盟自2018年1月成立以来，
在市旅游局和市旅游协会的领导下， 始终
坚持
“
质量第一、诚信为本”的宗旨，首先建
立了绿色网络平台， 上线了国内外近千个
旅游产品， 为供销双方带来便捷的交流或
交易平台，真正服务于旅游企业；此外，建
立了绿色联盟微信业务沟通群和产品推荐

“武”福临门

广告群，搭建桥梁，致力于打造大众精品旅
游，通过联盟资源，有效使用互联网优势，
让会员们共同受益、共同发展。
本次合作大会旨在联合联盟里的200
余家中小旅游企业，抱团取暖，相互帮助，
相互尊重，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服务质量，
为供应商和经销商积极营造良好的合作平
台，促进企业互动，牢牢把握
“
产品”和
“
服
务”两大基石，用心服务，开创一个更为美
好的联盟会员的合作环境， 在新的一年再
展鸿图。

“义”气昂扬

武义旅游邀请上海市民“
过大年”

近日，
“
武”福临门过大年——
—武义旅游
上海推介会隆重举行。 带着浓浓的
“
年味”来
到上海，武义向市民展示了冬日的精彩。
本次推介会以
“
过大年”为主题，武义
的冬天，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那一池池莹润
的温泉了，传统民俗活动也是武义冬日里
最热闹的一抹颜色。 春节期间，“迎大蜡

烛”
“
正月十五舞龙灯”等传统年俗将在武
义各个乡村火热上演；俞源乡俞源村的传
统民俗活动擎台阁更是武义的一大特色
活动。 随着
“
全域旅游”建设的不断铺开，
武义这座有着近1800年历史的小城变得
越来越多元，热情的武义一定会为你重新
定义
“
年味”。

长立——
—承载着满满的孝与爱

林美蓉，一个闽南姑娘，为了让母亲穿
上一双舒适、健康的好鞋，以减轻身为教师
的母亲严重的脚部疾病，创立了长立养生鞋
企业。 近日，
“
长立2018-2019英雄招募&文
化雅集秉鉴会”在沪举行，向世人展示其文
化内涵和养生功效。
长立养生鞋，按照疏通经络、平衡阴阳
气血等太极养生理念，以养生为本，根据国
人脚型特点，精心比对，博采众长，融入到鞋
子设计中。 历经6年艰苦努力，经过设计师团
队的千锤百炼，最终形成了20多项设计专利
及130个国家的专利及商标注册， 致力于传

播健康的穿鞋与步行理念，走向全国市场。
长立养生鞋品牌创始人林美蓉女士在
当天的秉鉴会上宣布，将为6家寺院提供长
立养生鞋，为中华孝善文化添上一笔，把长
立自身具备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用一双好
鞋表现出来，同时宣告成立长立文化书院，
结合儒家的孝善、 佛家的智慧、 道家的养
生，通过学堂授课、公益活动，搭建中华传
统文化共享大平台。
一双鞋子，以文化为舟、以孝善为桨，
徜徉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蔚蓝大海上， 让爱
走得更远。

刚开年， 在甘肃省庆阳市肖金镇肖金村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里，妇女们将花布、内衬和画纸平铺好，
开始赶制
“
驴敢当”。 如今，这款以小毛驴为原型的香包已经远销国
内外，供不应求。
据了解，庆阳是中国传统香包刺绣发源地之一，这里曾出土过
距今800多年的香包，被称为
“
中国香包刺绣之乡”。 庆阳香包已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是，在传承过程中，古
老的香包遇到了发展瓶颈，因为造型呆板等原因，尽管当地人都是
把香包当作小礼物来送，但年轻人喜欢的不多，而原始的小毛驴香
包连小孩子都不喜欢。
“
驴敢当”的出现就是非遗传承创新的结果。 据悉，被评为
“
非
遗” 传承人的刘兰芳，2013年带领团队对小毛驴香包进行二次设
计，先后改版五六次，并为新款
“
小毛驴”香包取名
“
驴敢当”，其造
型夸张，灵动可爱，还尝试将香包古艺和时尚新需求进行对接，从
而赢得了市场。 而且相关产品已走出国门，常年销往美国、德国、意
大利、白俄罗斯等国家。
“
驴敢当”值得学习借鉴的成功之路，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
点。 一是当地政府的支持。 一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在当地政府的
支持下，目前当地挖掘、保护、复制了500多种庆阳香包，辐射带动
周边村落4000多名妇女，年销售量30万余个，有超过5万名庆阳妇
女从事这种手工艺制作，由此可见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是坚持不懈的创新。 当
“
非遗”遇上
“
创新”，才能让老手艺不
失传，才能让非遗产品焕发新活力。 正如
“
非遗”传承人刘兰芳所
言：
“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香包要想在市场上
‘
吃得开’，必须要创新
求变，才能避免人走技失，让古艺新传。 ”的确如此，抱着老观念、吃
老本，再精湛的传统技艺，也有可能会式微，乃至于被时光湮灭。
三是离不开人才的不断注入。 实现古艺新传，人才是根本。 要
让更多的人关注与参与，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效益是核心。
而
“
驴敢当”也正是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比如，许多贫
困妇女从中受益，也促进了手工艺制作的传播与传承，就更能够吸
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这就是多赢之举。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稀缺的人类文化遗存资源， 蕴含着
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价值。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持续传承下去，不仅需
要手艺人的坚守，更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同样离不开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 期待非遗传承中能够出
杨玉龙
现更多的
“
驴敢当”。

化解“房租抵扣个税”矛盾须全盘筹划
1月1日起， 国家税务总局制订的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
正式施行。 其中，纳税人能否真正享受
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的福利引起热
议。 有房东直言，将其个人出租信息上
报给税务部门后， 可能面临额外税负，
租客则担心因此承担更高的租金。 北京
税务客服表示，是否让房东补税，目前
暂无明确口径。
新年伊始，新个税法实施，租客们
都想享受到
“
房租抵个税”的政策红利，
然而，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拿到手
里，却不是那么容易填报的，甚至遭遇
到房东、中介们的不配合和抵制。
站在房东的立场，现在执行的租房
合同是在新个税法实施之前签订的，中
国的个人房东没有纳税习惯，也不会进
行租赁合同的登记备案，“目前房租是
不含税的价格” 也是某种真实情况，因
为担心后续的税费问题，所以缺乏配合
租客去申请抵扣的积极性。
而站在租客的角度，在个税可能抵
扣几十元与房租可能上涨几百元的对
比下，租房本就不易，如若因此与房东
闹僵甚至被扫地出门，任是谁心里都难
免打鼓，无奈只得犹疑观望。 房东、租客
和中介之间的利益点不同，博弈一触即
发，也引发了推涨房租的担忧。
有专家建议租客们举报 不 配 合 的
房东， 却忽略了我国租赁市场的不平
等、不均衡状况。 众所周知，我国租赁市
场是供方市场，城市房屋租住是刚需且
租赁房源短缺， 买卖双方话语权不对
等。 在房东占有话语权的情况下，倘若
诸多房东因为担心税务局追缴税费而
通过涨房租的形式来弥补，势必会把税
费的损失转嫁到租金里面，这样租客不
仅享受不到福利，反而会承担更多的生

活与经济压力， 此与减轻民生负担、让
利于民的个税改革目标相背离。
而是否让房东补税，税务部门回复
目前暂无明确口径，这无疑更加剧了市
场的疑虑。 针对目前这种复杂情形，有
关部门要多方探讨，全盘筹划，循序渐
进，科学决策，逐步推进新个税抵扣办
法的完善落实。
首先要针对市场的担忧 拿 出 比 较
清晰的解决办法，比如个人出租住房真
的要缴高税吗？ 具体税率大概是多少？
有没有一目了然的简便操作步骤？ 房东
有没有相应的优惠措施以鼓励其配合
个税抵扣？
其次，要加强法制宣传，弥补监管
漏洞，要让每一个公民都知晓，税法对
任何纳税人都是公平的。 依法纳税是公
民的法律义务。 如果应该交税却没有
交， 会导致法律得不到有效的贯彻，也
会导致税收负担不公平。 房东、中介们
应该扭转房租不纳税的错误观念，而高
收入者租用市场上的其他房屋，可以通
过收税进行调节， 高收入群体税负上
升，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出个税调节的公
平性，有利于消弭贫富差距，维护税负
公平。
长远来看，政府部门要考虑将新个
税抵扣办法与正在推进的房地产税立
法进行衔接，找到有效、有力的破解点，
出台细化配套措施以鼓励各方参与新
个税抵扣法的积极性，并在规范租房市
场、打击哄抬租金的同时大力推进保障
性住房建设，通过公租房、廉租房、共有
产权房等多种方式加大房源供给，缓解
供需矛盾，调控租金标准，强化惩戒措
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租赁市场的不平
等、不均衡状况，类似矛盾便可逐步化
斯涵涵
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