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等大事”里有多少商机？
近年来，“颜值经济”不断细分，

与人的头部相关的消费项目越来越
多。 行业服务质量的提升以及商家
对营销投入的增加， 推高了一些产
品或服务的价格。 然而，一些商家的
盲目入场难以满足消费者对服务体
验的高期待。

不断细分的“头部市场”

《中国生活美容行业发展报告
（2020）》指出，为了满足客户多元化
需求， 生活美容服务业市场进一步
细分。 从头发到牙齿，各个部位都成
为新的资本赛道。

据卫健委 2019 年发布的脱发
人群调查，中国已约有 2.5 亿脱发人
群，值得注意的是，脱发呈现年轻化
趋势，35 岁以下占比 63.1%。 植发、
养发、假发制品、头皮护理等脱发经
济快速成长，市场规模超千亿元。

《2018 年中国正畸消费蓝皮书》
则显示， 国内理想正常型口腔仅有
9%， 个别正常和畸形比例分别达到
19%和 72%。 在此基础上，牙齿正畸
市场的消费潜力可见一斑， 与牙齿
相关的隐形牙套、 牙健康护理等衍
生产品迎来热卖。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所
执行所长崔丽丽认为， 我国多数城
市区域， 特别是一二线城市已经超
越了基本生活温饱阶段。 “从需求层

次来说， 更多的消费将出现偏向于
自我实现的诉求， 例如提升自己的
外在形象。 ”

很多项目的价格都不便宜

记者调查发现， 涉及头部的消
费领域，很多项目的价格都不便宜。

“现在大多数理发店都是装修
精致、冷气充足、服务员形象好，有
的美发项目时间长， 店里工作人员
还能帮你买吃的喝的， 价目表上的
总监、艺术总监、资深设计师、首席
设计师职位让人眼花缭乱。 ”北京的
彭女士说。 这些精致周到的服务背
后是高昂的开店成本。 “进店美发，
花个三五百元是常事。 ”

《中国生活美容行业发展报告
（2020）》显示，经营成本高 、客流量
低和人才不足仍是生活美容服务业
商户面临的主要困难。 与此同时，与
2018 年相比，2020 年养发客单价提
升了 26.4%，美甲、美发客单价分别
提升了 4.4%、2.9%。

记者查询多家医疗机构发现 ，
隐形矫正套餐售价在 2 万元左右，
某进口品牌矫正套餐高达 5 万元。
一些商家热衷于向消费者兜售高价
的服务项目。

消费者对服务效果有较高期待

较高的售价对应的是消费者对

服务效果的高期待， 涉及头部的消
费产品却成为纠纷频发的焦点。 中
国消费者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 年
到 2020 年，全国消协组织收到的医
美行业投诉从 483 件增长到 7233
件，5 年间投诉量增长近 14 倍。 其
中，虚假宣传、非法行医是涉诉医美
机构的两大突出问题。

《中国生活美容行业发展报告
（2020）》指出，当前我国生活美容服
务业人才结构性短缺的现象较为严
重， 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基础岗位工
作人员不足， 高级技术人员与管理
人员缺失。 同时，美发美容行业标准
体系尚不完善， 多个领域的标准存
在缺失， 同时现行标准也存在与新
技术、新业态脱节的问题，企业标准
更是存在巨大空白。

崔丽丽告诉记者， 涉及头部的
消费领域纠纷频发， 一方面是由于
市场需求的增加和消费量的扩大，
另一方面也与商家盲目入场有关。
“一些没有资质的商家匆忙入场。 同
时，在许多消费场景下，一些商家也
没有对消费者进行相应的充分告知
和确认。 ”

崔丽丽表示， 这类产品或服务
的价格通常较高，专业性又比较强，
消费者往往在信息知晓和维权方面
处于弱势。

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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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率领

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开始工农
武装割据斗争。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
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
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中国革命道路，孕育了“坚定信念、艰
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
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

2016 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
和驻赣部队，首站就是井冈山。 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
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
井冈山精神。 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
时代条件， 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
事求是闯新路、 艰苦奋斗攻难关、依
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
新的时代光芒。 ”

百年征程，初心不改。 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重温井冈山
精神，信仰的光辉、奋斗的史诗、人民
的伟力，历久弥坚、震撼人心。

信念之火永不灭

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的瞻仰
大厅， 有一处纪念墙让人难以忘怀。
黑底金字的纪念墙庄严肃穆，上面镌
刻着 15744 位烈士的名字： 张子清、
王尔琢、陈毅安……

当时实际牺牲的人数， 数倍于
此。 据统计，从 1927 年 10 月至 1930
年 2 月，在两年零 4 个月的井冈山斗
争中，近 4.8 万人牺牲，平均每天近
60 人献出生命。 明明知道这是一条
充满危险的道路， 他们却毅然决然，
义无反顾。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在黑暗中
苦苦求索。有人迷茫，有人动摇，有人
逃离，有人甚至选择了背叛。 但坚定
的共产党人依然高擎火炬前行，坚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不移团结
战斗在党的革命旗帜下。

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因为有着信
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才无惧“敌
军围困万千重”， 以 “革命理想高于
天”的坚定信念，用抛头颅洒热血的
英雄壮举， 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
柱和政治灵魂。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
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
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容。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
不会熄灭。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
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
根到底是因为有坚韧不拔的理想信
念。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馆长林道
喜说，“新时代，共产党员更应自觉把
理想信念作为照亮前路的灯、把准航
向的舵，不断补足精神之‘钙’，筑牢
信仰之基。 ”

实事求是闯新路

茅坪八角楼，一栋土砖结构的两
层楼房， 因装饰着八角天窗而得名。
阁楼书桌上，一灯如豆。当年，借着一
根灯芯的微弱光芒，毛泽东同志思索
着中国革命的道路。

1928 年 5 月， 在八角楼旁的谢
公祠，大家坐在从老乡家借来的门板
上，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
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分
析形势，回答疑问。 同年 10 月，在茅
坪步云山召开的湘赣边界第二次代
表大会，通过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决议
案，从理论上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
的思想。 11 月，毛泽东同志写了《井
冈山的斗争》。

井冈山党史研究专家陈钢说，井
冈山道路的开创，既充满了对敌斗争
的考验，也有革命队伍内部思想路线

的纷争。 没有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
没有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和勇
气，是无法冲破障碍的。

今天重读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
期的著作， 仍可以感受真理的光辉穿
越时空。 “以农村为中心”“思想建党”
“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毛泽
东同志立足于中国革命现实， 把马克
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
紧密结合，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
据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成功探
索，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
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共产
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一
个重要法宝。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实
事求是、敢闯新路，我们的事业发展
才会有活力、有动力，才能在危机中
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艰苦奋斗攻难关

井冈山上故事多。 在井冈山，走
进每一个山村， 问起每一位老人，都
能讲上几段红军故事。其中，“朱德的
扁担”的故事，家喻户晓。

那时的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
产谷不到万担”。战士们守着天险，却
没有口粮。怎么办？挑！军民齐上阵，
每天往返 100 多里地， 肩挑背驮把
30 万斤粮食运上山。

战士们考虑到朱德同志已经 42
岁，白天挑粮，夜里还要处理公务，便
偷偷将他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同志
找不到扁担，着急地见人就问。 后来
身边人员从老乡那里买了一根毛竹，
削了两根扁担，特意在朱德同志用的
扁担上面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
8 个大字，接着下山挑粮。

当年，井冈山条件十分艰苦，面对
国民党反动派反复进攻和严密封锁，
军民处境极为困难。连下饭的盐，都是

从老墙土上刮下来熬成的硝盐。 但是
战士们很乐观， 还编了顺口溜：“红米
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
精打光！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党领
导人民不畏强敌、不畏艰难，取得了多
次反“进剿”、反“会剿”的胜利。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本色和优良传统，也是井冈山精神的
基石。如今，重走黄洋界的挑粮小道，
仍能看到这种精神的传承。在黄洋界
脚下的神山村，靠着艰苦奋斗，党员
干部带领贫困户走上致富路。

“咱们要靠自己的双手，继续艰
苦奋斗，把日子越过越好，以告慰抛
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神山村的
红军后代、全国人大代表左香云说。

依靠群众得胜利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展台上展
示的当时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引人注目：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
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上门板、
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
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何为“上门板”？ 当时开会，经常
要去老乡家借门板，为了防止归还时
还错，于是规定归还时必须帮老乡把
门板安装好———如果还错了，门板是
安装不上去的。

“为什么井冈山的老百姓那么支
持红军、拥护红军？ 因为党和红军一
开始就把‘做群众工作’作为红军的
三大任务之一。老百姓们真真切切晓
得，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井冈
山党史办副主任陈学林说。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再三强
调要发动工农群众，“在农村要找那
些满脚泥巴、满脚都是牛屎的人交朋
友”。 朱德同志在井冈山也曾说，“我
们要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这
些质朴而又深情的话语，不仅镌刻进

光荣历史，更镌刻进人民心中。
正是紧紧团结群众、 依靠群众，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和发展，
形成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
系、军民关系。正是有了群众这“真正
的铜墙铁壁”， 党领导红军才多次创
造了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的奇迹，井
冈山的星星之火才得以燎原。

千里寻故地，旧貌换新颜。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

《十送红军》里唱的拿山镇，距井冈山
新城区 1 公里。 如今，在拿山镇 356
国道旁，昔日的庄稼地已变成一座座
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带， 农业博览园、
黄桃合作社、猕猴桃基地等在这里依
次铺开。

拿山镇村民兰冬妹从父辈那里
听说了太多老一辈共产党人亲民爱
民的故事。 如今，在当地党员干部带
动下，兰冬妹实现脱贫，每年有两三
万元收入。 “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农民
翻身做主人，靠的是共产党；现在我
们脱贫致富过上小康生活，靠的还是
共产党！ ”望着远处连成片的农业大
棚，兰冬妹笑得很开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
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
是风华正茂！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之际，回望井冈山精神，汲取前行
的力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始终
承载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始终
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我们党必将永立时代
潮头、永葆生机活力，不断引领民族
复兴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据《人民日报》

商家成为“颜值控”
过度包装“盒”去何从？
近年来， 虽然简约风尚受到越

来越多消费者青睐， 但随着电商物
流迅猛发展， 过度包装在一些领域
有所反弹。 记者采访发现， 在电商
平台， 不少商家抓住消费者追求新
奇的心理， 通过复杂的包装打造产
品的 “颜值文化”， 以此招揽顾客。
但有消费者反映， 华而不实的产品
包装有舍本逐末之嫌。

南昌王女士在网上买了一支口
红， 到货后发现产品体积不到包装
容积的五分之一， 包装盒大到能装
下一双鞋。 网友“大熊的哆啦 AM”
表示，过度包装在外卖行业很常见，
点了一份捞面外卖， 送到手时发现
竟有四个包装盒。

让消费者烦恼的包装问题，恰
恰是一些商家招揽顾客的招牌之
一。 由于电商企业的产品、 渠道趋
向同质化， 各大品牌为了提高竞争
力，除了研发新产品外，还要在包装
设计上费尽苦心。 据天眼查显示，
在某零食企业申请的 33 项专利中，
有 24 项属于外观设计专利，占比超
过总数的 72%。

近年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 国家邮政局等多部门出台措施
治理产品和物流快递的过度包装，
但仍有商家在包装上面 “下功夫”，
造成垃圾增多和资源浪费， 消费价
格上涨，还会带来环境污染，有悖绿
色发展理念。

———过度包装造成原材料浪费
和环境污染。 我国城市中快递包装
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占比出现较快
增长， 造成原材料的浪费和环境污
染，例如包装塑料袋含有塑化剂、阻
燃剂等有害物质， 焚烧时产生的有
毒气体会造成大气污染， 影响人体

健康。
———增加的各项成本抬高产品

价格。 一家电商运营企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以茶叶为例，200 元一斤
的散装茶叶，经过包装营销，售价可
达上千元每斤，价格翻了 5 倍。 ”

———舍本逐末重“颜值”轻“品
质”。 南昌一家零食店负责人透露，
以干果零食为例，在货源、加工方式
差不多的情况下， 谁的包装更好看
更有特色， 是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因
素， 如今一些商家将经营的重心由
商品本身转向了外包装， 既不利于
产品质量的提升， 又不利于培养绿
色发展的社会风气。

受访专家认为， 随着消费者的
环保意识不断增强， 过度包装的虚
火终将退去， 商家应倡导绿色消费
理念， 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尽
量减少包装浪费， 让轻包装、 简包
装、 包装材料循环利用成为社会新
风尚。

江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辜志明认为，近年来，国家标
准委陆续制定出台了 《限制商品过
度包装通则》《绿色包装评价方法与
准则》等十余项国家标准，但由于没
有明确罚则， 相关标准并未真正落
到实处， 期待有关部门加快完善立
法，建立处罚机制，加强监管力度，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此外，有专家认为，亟待建立包
装循环机制， 有效回收利用包装废
弃物， 改善过度包装现象。 与此同
时，专家建议，政府部门可以从税收
政策和产业准入政策入手， 鼓励一
般商品的“无包装”和高档消费品的
“简单包装”。

据《经济参考报》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上半年民政部已关停 43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
记者从 28 日召开的民政部第

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
至 6 月底， 民政部已排查 68 批共
384 个非法社会组织线索，关停 4 批

43 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 曝光 5 批
51 个涉嫌非法社会组织， 公布 5 批
374 个地方民政部门近年来依法取
缔的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据了解，截

至目前，全国共登记社会组织 90 多
万家。 其中社会团体近 38 万家，民
办非企业单位约 52 万家 ， 基金会
8600 多家。 （高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