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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纽约时报》发文称，“当爱国
主义成为‘卖点’，西方品牌被置于竞争
劣势，中国本土品牌看到了机会。”忽如
一夜春风来，正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恶意抵制新疆棉花，“炒鞋”热点
再度回归。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被
炒的是以李宁、安踏等为代表的国产
鞋，在某网购平台上，李宁一款限量篮
球鞋，最高售价达到 29999 元，相比发
售价涨了近17倍，最近购买记录近300
条。更夸张的是，另一款鞋的售价高达
48889元，比发售价翻了31倍。

毫无疑问，“国货热”折射出了当前
中国年轻人的爱国情怀。尤其是对于
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之间的中国Z
世代而言，外国品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香饽饽”。相反，根据 2019 年人民

网研究院参与发布的《国潮骄傲大数
据》显示，中国品牌十年间关注度占比
由38%增长到了70%。而此次的“国货
热”，固然也离不开Z世代群体的积极
贡献。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清醒地
看到，不少炒鞋客打着“爱国”的名义，
却以此视为“商机”，试图通过囤货哄抬
价格等方式大赚一笔。当有人恶意从
中操纵，导致正常的市场行为失控，就
有可能造成多方面的伤害。

经济学中有一经典现象名曰“郁金
香效应”，17 世纪，郁金香由于稀缺而
受人追捧，有人趁机大肆囤积导致售价
一路飙升，就在人们以为价格还会上涨
时，突然的抛售让市场崩溃，许多此前
高价购入的人因此倾家荡产。进入21
世纪以来，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的限

量鞋都曾引发过疯狂的炒鞋潮，此外，
诸如茅台、比特币等也都被“炒”得热火
朝天，但这些不过是一朵又一朵的“郁
金香”罢了。

商品价格越来越离谱，实际价值却
始终在原地踏步，被炒的日常用品摇身
一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期货”，分期付
款、到款发货、集资团购等金融手段纷
纷加入，但由于没有正规的市场监管，
炒客们背负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有人甚
至因此而倾家荡产。

其实，“郁金香”的美丽并不在于其
价格，而在于其自身。近年来，不少国
货通过技术转型、设计创新实现弯道超
车，逐渐超越外国品牌跻身“国潮”。这
本是好事，但如果有不法分子以此为商
机，肆意把持货源，胡乱哄抬售价，不仅

会破坏市场的公平，也会打击到消费者
的积极性，最终将威胁到行业的良性发
展。此番“国货热”，表面上是爱国主义
的表现，背后实则是有人试图推波助澜
以中饱私囊。如果“国货热”发烫过热，
难以刹车，伤害的将是国人们的爱国情
怀。

我们支持国产是为了振兴中华，而
不是为了将国货炒成普通人买不起的
奢侈品。爱国应当是具体行动，而不
是一边打着爱国的旗号一边精心算计
同胞，这与爱国主义的本质是背道而
驰的。今后无论是何种“国货热”，全
民都需要潜心思考，有关监管部门更
应该及时出手，泼水降温，共同守护来
之不易的国货品牌，让更多的国产之
光出圈！

“郁金香”的美丽在于其自身
□戚高晟

国人热衷于“炒”，炒股票、炒期货、
炒黄金、炒比特币、炒房子，不一而足。
恕我孤陋，后来竟看到还有炒鞋的。说
一双名牌球鞋，可以炒到原价的几倍甚
至几十倍，靠炒鞋可月入百万元，令人
咂舌。果然，又一波炒鞋潮前些天卷土
重来。这次是利用“新疆棉”事件发酵，
乘国人抵制部分国际品牌鞋，很多炒鞋
客便将手伸向了国产品牌，有的国货品
牌瞬间“身价倍增”。市场乱了，人心也
乱了。

依笔者老土的观念，鞋就一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的日用品，就是用来穿的。
自己对鞋向来不看牌子，以脚感舒适为
标准，所购鞋价最多千余元。难道这种
日用品也值得炒？鞋能炒，那衣服、裤
子、手套呢？简直匪夷所思。以愚之
见，凡“炒性”都是相似的，都带有赌徒

般的狂热和偏执，反映了当下年轻人渴
望“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最终接盘的
成为替罪羊，成为韭菜被割者。

民众意识到自己朴素的爱国情怀
被别有用心的鞋商阉割、利用，不知是
什么心理。他们本来想以这种方式表
达对不怀好意的洋货的唾弃，转而对国
货的支持和鼓励，来体现作为中国人的
自尊和情怀。然而这种支持变得加重
了自己的经济负担，徒增了生活开支，
这显然伤了他们的心，或许会怀疑自己
的初心，动摇原本并不自主坚定的行
为。炒鞋商的行为，轻而言之，是扰乱
市场、侵害消费者的行为；重而言之，是
不利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行径，是
发国难财的险恶勾当。

在全国民众抵制因借“新疆棉”事
件大肆歪曲、污蔑的某些国外品牌之

际，国产鞋理应当仁不让地站在前列，
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不但质量要可
靠，品质要保证，而且价格要公道，让国
人都穿得起，穿得舒服。这样，民族品
牌才会顺应民心，不断发展壮大，抵制

“吃中国人的饭、砸中国人的锅”的洋货
才会理直气壮，没有后顾之忧。应该
说，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国货的产
品质量有了长足的发展。据2019年人
民网研究院参与发布的《国潮骄傲大数
据》显示，中国人搜索品牌时，超过三分
之二搜索的是国产品牌，这在十年前只
有大约三分之一。这是好事，表明国产
品牌正赢得国人的信任和青睐。事实
也确是如此，如今购置电器，包括手机
等数码产品，国产货应占绝对的优势。
这是中国产品的骄傲。倘若没有炒鞋
涨价事件，并让价格更加亲民，则更是

民族力量的象征，民族精神的荣耀。
林则徐在查禁鸦片时说过一句有

名的话：“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在大是
大非面前，国人理应万众一心，一致对
外，展示行动的有理有节，显示民众力
量的众志成城和坚不可摧，显现令人惊
骇的服从力和威慑力，让人感觉自己的
民族是不可侮辱的。比如近日，日本发
布把核废水排入海洋的消息，韩国政府
第一时间明确宣布不再购买日本的海
产品，日本将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让辱
人者自取其辱，是最有力、最精准的反
击，也是显现民族力量的作为。若不顾
大义，只计私利，国难当头，匹夫失责，
则是要亲者痛、仇者快的，是要被外人
取笑和嘲讽的。

国货当自强，不但是质量和价格，
更是精神和灵魂。

国货更是精神和灵魂
□在路上

近日，某外媒发文称，当爱国主义
成为“卖点”，西方品牌被置于竞争劣
势，中国本土品牌看到了机会。而在
2019年，人民网研究院参与发布的《国
潮骄傲大数据》显示，中国人搜索品牌
时，超过三分之二搜索的是国产品牌，
这在十年前大约只有三分之一。

国货兴起，不是意外。而之所以是
兴起，不是突起，那是因为国货在多年
前早已是我们父母辈、老一辈的骄傲。
在那个物资需要凭票购买的时代，不管
是衣服鞋子，还是电视冰箱，大部分生
活物品都是以国货为主，一些国货产品
因质量好，一直“服役”十几年，甚至几
十年，其优秀的品控，良好的口碑，深受
国人信赖和喜爱。

反观近几年，一些国货品牌却逐渐
式微。在市场的大浪淘沙中，有的迷失

了方向，丢失了引以为豪的老本行；有
的缺乏创新，让新一代消费者提不起兴
趣；有的甚至失去了初心，被利益所“俘
获”，在偷工减料、缺斤短两上做文章，
成为了人人唾弃的“杂牌”。而此次国
货品牌的再次崛起，既有外因也有内
因，起决定因素的还是内因。一方面，
某些外国名牌戴着“有色眼镜”的论调，
让国人认清了“贸易无国界、品牌有国
界”的真理。另一方面，近年来，国货一
直在暗中发力，从被遗忘到被嫌弃再到
被重拾喜爱，这期间国货品牌也在不断
学习借鉴，在市场的大海中奋楫搏击，才
迎来了国人的回头。

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试想，如
果一些国货依然不能满足于人们需求，怎
么会有人愿意买单？因此，放弃对国货的
偏见，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角度

来看国货崛起，恰如其分，也理所应当。
但国货品牌不能恃“热”而骄，更不

能无视消费者权益。利用消费者热情，
推出各种限量版产品，将这些名不副实
的产品炒作成“天价”，并利用各种“不
买就不爱国”“国人必用”等伪爱国口
号，激发消费者非理性消费。从短期
看，这样能给企业带来不少“流量”，吸
引不少“眼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
利润。但从长远来看，炒作终归是少数
人的狂欢，流量会成为客源“流失”，眼
球也会成为消费者的“不屑”。

其实，大部分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认
识都是理性的。什么是好产品，什么是
值得信赖的品牌，这些答案多年来一直
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些深刻洞悉消费
者心理，全面对标消费者需求的国货，
即使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华丽讨巧的

包装，也依然能够保持销量领先。一些
国货企业一心一意研究产品，真心实意
提供服务，甚至几代人以“工匠精神”来
经营一件事，不仅赢得了市场的金杯银
杯，还收获了消费者的口碑。对于国货
企业而言，坚守爱国忠心、产品初心、服
务真心，才是赢得消费者的不二法门。
西方品牌“眼红”于国货的爆红，不妨回
头想想自己有没有哪里做得不够到位，
哪里还有欠缺，再“刮目”看看中国产品
的优秀之处，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像怨妇
一样不断抱怨，甚至污蔑国产品牌。

“国货热”背后的冷思考，也少不了
国人的冷静。有的人在网上爱国，现实
中又疯狂追逐着国际潮牌；有的人不管
青红皂白，一味抵制他国品牌，结果最
后连何为国货何为外国货也没分清楚
……因此，爱国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

“国货热”的背后需要冷思考
□吴昊

党史学习教育不是一时的，而是要
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要
求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不仅要
从学思践悟中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更要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
处。因此，下功夫做好“有效衔接”大文
章，有序推进党史宣传教育尤为重要。

在调查研究上下真功夫，把“问题
清单”变成“履职清单”。调查研究是谋
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防止为调研而调研，防止搞“出发
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的
调研。这就要求我们搞调查研究，要下
真功夫，不能搞花架子。

对富阳广大干部来说，可以通过近
期深入基层的“昼访夜谈”活动，找准和
解决影响制约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引导广大干部在解决问题和推
进工作中提高政治能力、锤炼工作作
风、增强工作本领，确保决策更加科学、
作风更加严实、工作更有实效。只有把

“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才能使调
查研究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
论领悟的过程，在“重要窗口”建设中展
现富阳风采。

在阵地建设上下巧功夫，创新学习
形式突出实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依
托“工作阵地”打造“学习课堂”，推动学
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
走。依托固定阵地打造专题学习课堂，
把学习党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

“必须课”；依托红色阵地打造现场教学
课堂，组织党员干部参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接受红色洗礼；依托网络阵地打造
自主选学课堂，通过微信公众号开辟“党
史学习”专栏，持续推出丰富的党史学习
内容，同时利用“学习强国”“西湖先锋”
等网络学习平台，形成丰富的“云资
源”，引导广大党员通过手机端随时、随
地听党史读党史；依托基层阵地打造实
践践行课堂，让党课开进车间，基层党员
走进“凉亭讲堂”，“农家课堂”开到田间
地头，“红色书屋”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
氛围，积极践行“家门口的红色传承”。
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主线，
将党史学习教育同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
等工作相结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行
践诺，以实际行动献礼建党100周年。

在巩固学习成果上下实功夫，脚踏
实地、久久为功。要提高政治站位，研
究制定工作方案，做好“规定动作”保质
保量，“自选动作”亮点纷呈。坚持“学在
前”抓学习宣传，营造学习教育良好氛
围；坚持“谋在先”抓顶层设计，确保学
习教育开局良好。结合实际开展有特
色、有亮点、有实效的活动和服务项目，
切实形成党史学习教育常态长效机制。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
来。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助力
富阳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
力，才能让群众生活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党史学习要做好
“有效衔接”文章

□刘萍

■欢迎大家撰写评论。
■投稿邮箱：1206298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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