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件成本几十元的寿衣竟卖价
几千甚至几万！

北京市大部分医院附近都有寿
衣店，一套寿衣从两千余元至两万
余元不等。寿衣款式、布料各不同，
但大部分寿衣既没有商标，也不挂
吊牌，更没有生产厂家。记者在两家
不同医院附近的寿衣店看到一套同
样质地、款式的寿衣，店主报价从
4800元到7800元，相差3000元。

寿衣成本到底多高？在有四十
余年制作、批发寿衣历史的天津市
武清区六道口村，记者调查发现，三
件套寿衣的批发价格最低35元，真
正蚕丝的三件套寿衣成本约1000元
左右。中国孝之道现代寿衣制衣厂
负责人任艳萍给记者算了质量中等
的三件套寿衣成本价：印金布料３元
每米，８米合计24元；填充喷胶棉每
斤１元，２斤合计２元；化纤里料每
米２元，合计16元；人工100元，总计
142元。

经北京一位寿衣经销商鉴定，

上述寿衣的市场价约2000余元，翻
了十多倍。“这是保守估计。因为寿
衣没有质量标准，也不统一标价，销
售‘看人要价’，一套寿衣卖几万元
都有可能。”这位经销商说。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医院太平间、
殡仪馆、护工、急救车司机等与寿衣店
铺勾结，形成天价寿衣“利益链”。

老刘在北京一所三甲医院门口开
了一个殡葬用品商店，多次受到护工
“骚扰”。“我们店开业以来，不时有
自称医院护工的人到店里
‘联系业务’。”老刘说，
“这些 人 态度傲慢，开
口就要30％至50％的‘提
成’。一般来说，他们会
同时跟几家店谈，谁的提
成高就和谁合作。”

在 另 一 家 医 院 附
近，刚入行的寿衣店老
板小刚（化名）的亲身经
历让他对这个行业充满
担忧：“一次，一个护工

带着消费者花6800元购买了一套寿
衣，消费者离开后店主当场给护工
支付了340 0元。还有一次，我亲眼
看见两名护工因为抢尸源‘板砖相
向’。”小刚说。

业内人士认为，寿衣属于特殊
殡葬用品，消费者消费时一般都正
在遭遇亲人逝世的悲痛，被护工等
引导快速作出非理性决策。此后，寿
衣很快随逝者被火化，消费者也无
从维权。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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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即刻见证蜂初乳王浆
的神奇”活动将采用现场食用蜂初
乳王浆，现场测血糖的方式，用
糖友亲身体验，证明蜂初乳王浆
确实有调节血糖的功效。对于举办
这次活动的初衷，第六届中国蜂产
品协会副会长、第 13 届长沙市人
大代表、蜂舞人间创始人刘家银说，
自己正是因为通过食用蜂王浆治愈
了将近 10 年的糖尿病。

刘家银介绍，2009 年发现自
己患有糖尿病后，一直接受西医的
治疗，因为使用了太多的药物，导
致他的肠胃系统彻底崩溃了，身体
也迅速被拖垮，直至卧床不起。

相信很多糖尿病病友和家属
都深有体会，一旦患上糖尿病就意
味着终生用药、打针，严重影响了
人的正常生活。不仅如此，长期用
药、打针还会严重损害人体内脏器
官，身体还会逐渐产生抗药性，随
着药量不停加重，身体也就随之一
天天垮掉……

刘家银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时
期，一直在寻找驯服糖尿病魔的方
法。得益于他多年的蜂产品专业素
养及不懈的探索，他终于找到了蜂
产品控制血糖最好的物质——蜂
王浆。据他介绍，早有科学实验
证明，蜂王浆含有纯天然类胰岛素
肽类，其分子量与牛胰岛相同，能
有效调节血糖。此外，蜂王浆还具
有修复受损细胞、促使受损组织再
生的功能，能使胰腺细胞代谢恢
复正常，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从而
发挥正常的糖代谢作用。

对于食用蜂王浆治愈了自身糖
尿病一事，刘家银说“其实我只是
找到了蜂王浆适应于糖尿病人食用
的正确方法，再配合一系列的自然
疗法”。现在，他已经完全控制了
血糖，身体也已经康复。他还给近
十个糖尿病病友做过现场吃蜂王
浆控制血糖检测验证。

不过，刘家银强调“只有高品
质的蜂王浆才能保障治疗糖尿病的

效果”。蜂王浆中含有的纯天然类胰
岛素肽类等活性物质皆为热敏物质，
对温度要求极其苛刻，实验证明，
只有在 -18℃下才能完整保留其活
性。而类胰岛素肽类的含量也与蜂
王浆品质息息相关。他还说，最好
的蜂王浆是蜂初乳王浆，犹如人初
乳和牛初乳一样，产量少，有效成
分含量高，效果好。蜂初乳王浆必
备四个条件：一、必须是冬眠越冬
后的蜂群在早春分泌的头三次王浆；
二、必须是长江流域的油菜蜂王浆；
三、必须是全程冷链保鲜的活性蜂
王浆；四、蜂王浆质量的关键性指
标王浆酸含量在 2.0 或以上。

“我希望能让所有糖尿病人都
能像我一样摆脱病痛的折磨，过正
常人的生活。”所以，在淡出蜂产
品行业 2 年多后，刘家银选择再度
出山，创立了一个新的蜂业升级品
牌——蜂舞人间，为消费者提供“高
端品质，合理价格”的蜂产品，为
人们带来健康。

全城征集糖尿病友免费吃蜂初乳王浆
 “即刻见证蜂初乳王浆的神奇”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海帆

即日起，蜂舞人间发起“即刻见证蜂初乳王浆的神奇”的活动，征集糖尿病

朋友现场体验蜂初乳王浆调节血糖的功效，并为体验者免费提供一个月的蜂初

乳王浆，名额仅15名，报名热线：4006731866 ，按1转客户体验中心。 

蜂舞人间蜂初乳。

消费者现场感受蜂王浆的治疗效果。

成本几十元的寿衣怎么卖到上万元

在近日的清明节期间，各类
奇葩祭品可谓抢尽了风头，也难
怪网友们称这是让祖先们与高科
技来个亲密约会的节奏。

苹果5S无线路由器都有卖
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

随 着清明节临近，这句商场流
行语在清明祭品上体现得淋漓
尽致。记者于4月6日在淘宝等网
站上发现，沙发茶几、无线路由
器、苹果5S手机等新奇祭品也冒
了出来。

在淘宝上搜索清明祭品，相
关店铺达128家。高级纸扎苹果
数码套装祭祀品销量较高，一家
店铺30天内成功交易量高达212
件，商品包括颜色款式各样的纸
扎手机、冥版WiFi路由器、iPad
等，价位随仿真度不同在2元～30
元不等。

一家祭品销售店铺的主打商
品为新潮流男士四季衣套装，卖
价4元，30天内已售出106件。还
有卖家具的，沙发茶几一整套只
卖12元，30天内已售出9件。

别墅豪车升级了
4月6日，记者在一家网店里

看到，卖得最好的是一款清明三
层纸别墅，售价68元。别墅做工
精细，设计巧妙。屋内配有漂亮
女佣、保安、院子、阳台和汽车。
店家为了招揽生意，还用红字特
别打出了“买就送地契或房产证
一份”的优惠措施。此别墅近期
已经售出几百“栋”。不少买家
纷纷在下面留言：“房子高大上，
虽然贵点，但是为了爷爷值了”、
“奶奶一定会喜欢”、“东西很满

意，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的”。
记者看了看商品列表，发现

还有比这个更大气的别墅洋房，
带花园游泳池，售价159元，女
佣，保安人数更多，连汽车也升
级到了兰博基尼。

专家：清明节祭扫不仅仅
是“私事”

北京大学教授、知名文化学
者张颐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这实际是种不良风俗，是以
现代生活的元素为参照把传统文
化中并不优秀的部分放大了，“它
们作为工艺品来说尚具有一定趣
味性，但作为祭祀文化的一部分
则不宜提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祭祀
过程中呈现这些“奇葩”祭品，
很可能会把原本庄重的仪式滑
稽化。张颐武称，社会既要传承
传统民俗、文化优良部分，也要
对其中存在的不积极的部分及时
“移风易俗”。

在部分人看来，清明节祭扫
实属“私事”。但在张颐武眼中，
这细究起来却是社风民风的具
体体现，“追思古人说到底是为
了今人的发展，同时为社会树立
正面的道德示范标杆，否则社会
很难进步。”

张 颐 武 还 强 调 了 此 类 庄
重仪式感的价值所在。在他看
来，这不仅表达了对祖先的尊
重，仪式过程中庄严肃穆气氛
的熏染能够提升个人人格乃至
精神境界，久而久之，可以在
全民逐渐树立恰当的道德观与
良好的社会风气。

（据《重庆晚报》、新华社稿）

该让“天价寿衣”寿终正寝

■相关新闻

奇葩祭品抢风头，祖先们何时这么潮?

文/郭元鹏
每一个人都终将老去，每一个人

都要穿上那件“三无产品”的寿衣躺在
“小匣子”里。尽管，我们不愿触碰这
样的话题，但我们谁也躲不开这样的
自然规律。

关于寿衣这事，又是一个监管的
空白点。寿衣生产的源头没人愿意去
管，寿衣销售的终端依然没人愿意去
管理。正是因为种种“不愿意”，才使
得这个行业游走于监管之外。

对于大型企业来说，自然不愿生
产这种产品，于是寿衣基本上成了小作
坊的专利。寿衣按照其属性，属服装
类商品。在我看来，该如何监管普通服
装，就应如何监管寿衣。同样，对服装

公司进行了怎样的监管，也理应对寿衣
生产厂家进行同样的监管。遗憾的是，
目前，寿衣的生产并无监管部门，致使
它理所当然地沦为了“三无产品”。

在我看来，我们更应从国家的高
度对寿衣这样的产品实行标准化管
理——用料、做工需要有一个最起码
的标准，不能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在寿
衣上同样需要标注品牌、产地等信息。
当然，当务之急我们需要对全国范围内
的生产寿衣的商家进行统计和规范。

我觉得不能让寿衣再次伤害原本
就哀伤的逝者家人们，所以，相关部门
应该对寿衣价格进行审批，比如什么
样的寿衣是什么样的价格，绝不能让
销售者说了算。

当然，由于寿衣的特殊性，我们不
妨在价格上让其区别于普通的服装。即
便是同样的质量、相近的款式，价格也
不妨高于普通服装。毕竟，对于生产者
和销售商而言，他们需要克服传统的心
理障碍，这种经营原本就含有服务在其
中。当然，对它有柔情的出口，不代表
就要放纵这个行业。当一个出厂价才数
十元的寿衣，竟被卖到了几千元甚至上
万元时，这伤害的依然是公平的社会秩
序，更是新版的“挟尸要价”。

寿衣是一种特殊商品，我们的物
价部门、质监部门、工商部门更应该多
留些心思，携起手来给那些价格、质
量乱象之下的“天价寿衣”快快寿终
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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