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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地出台新规，维护住房
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贷款权益，公积
金贷款提速。针对开发商拒绝购房
者公积金贷款现象，去年底住建部、
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
指出开发商不得限制、阻挠、拒绝购
房人使用公积金贷款。目前，明目张
胆拒绝公积金贷款的现象已大幅减

少，但仍有开发商嫌资金回笼慢、怕
影响与银行合作，便采取种种方式变
相抵制。解决房企拒绝公积金贷款
问题，一方面要加大对开发商拒绝公
积金贷款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
进一步降低公积金贷款本身的操作
门槛，简化公积金贷款流程，缩短公
积金放款时间。 □时锋

今年 1 月 1 日起，《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施行，
标志着中国有了首个以环境保
护为目标的税种。依照规定，
环保税按季申报缴纳，2018 年
4 月1 日至15 日是环保税首个
征期。环保税的征税范围为直
接向环境排放的大气、水、固体
和噪声等污染物。

环保税开征，掀开环境保
护历史的一页，让排污企业多
了一道紧箍咒，能倒逼企业转
型升级，但是所有世界范围内
的环保税都有一个双重红利在

里面，第一个是用经济手段来遏制环境污
染排放，第二个是通过遏制污染物排放得
到的资金来保护环境。环保税开征，能否
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不仅需要大量配套
措施的跟进才能确定，而且要求政府在落
实这些措施的时候，既要有很高的政策理

论水平，又要有很高的实践技巧。政府在
经济社会生活中既要做到不缺位，又要做
到不越位，这无疑对政府自身的执政能力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应该看到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大
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是人类生存的必
需条件，它们具有净化污染物的功能。长
期以来人们一直把环境当作污染物的净
化场所，任意排放污染物，而不支付任何
费用，于是我们曾经出台了《排污费征收
使用管理条例》，即排放收费，“收费治污”
符合责权利对等原则，这是贯彻“污染者
负担”原则的一种形式，体现了谁污染谁
治理的原则。从实践来看，“收费治污”的
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出于地方保护主
义，地方政府能真正做到按条例办事的并
不多，一方面“排污费”往往成为污染企业

的挡箭牌和护身符，更多则是一些地方政
府把收取排污费当成一种“执罚经济”，很
多都是依赖征收排污费增收，增加地方政
府 GDP 的政绩的工具，一边在笑嘻嘻地
收取“排污费”，一边企业污染依旧，环境
保护并没有取得好效果，不过是多了一些
地方财政罚款收入而已。

如今《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升
格为《环境保护税法》，费改税，国家统一
税收，由于征税可做到一视同仁，这就避
免了排污费在操作上产生的一些地方政
府灵活性过大的问题。再说地方政府也
不能随便拍脑袋，想减免就减免，想增收
就增收，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的是，地方
政府没有收费的自主权，没有罚款的“自
主钱”，也没有了“收费治污”的积极性，环
境保护工作会变得更加严峻。何况“环保

税”只是对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是
一种正常性收取，并不能取代环境
保护的力度。

环境保护不能指望“环保税”的
“一税则灵”，尤其是要让“环保税”

不再只是“排污费”的另一个翻版，需要
“环保税”的具体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跟
进。在征收之外，应强化污染排放的附带
问责机制，进而用市场调节和监管的手段
敦促企业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承担社会责
任，提升自身的清洁生产能力。诸如污染
企业不能仅仅是交了“环保税”就可以免
责，而是应该依法追究。“环保税”征收
应该与有关管理部门配套，尤其是对污染
严重企业，“环保税”应该征收得其倾家
荡产。征税能促使更多企业提高自身的清
洁生产能力，提升环境保护能力，并将其
视为产业升级的动力，督促企业更好地承
担起社会责任，有效遏制污染物的排放，环
境保护更上一层楼，才是“绿色税制”的真
正意义所在。 □王恩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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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茶、一对烛、一盘果、一封
信，收费 100 元，这样的代客祭祀
方式你接受吗？有媒体报道，日
前，重庆有陵园推出代客祭祀服
务。重庆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主
任彭友谊就此认为，代客祭祀值得
提倡，其跨时空的特点，弥补了清
明节短时间、高密度祭扫集中带来
的不便性，既满足了群众缅怀先
人，追忆亲人，表达哀思的需求，又
体现生态文明环保的特点。

尽管报道并没有直接赞美“代
客祭祀”这种祭祖方式，却也表达
出明显的肯定倾向。也难怪，又能

缓解交通拥堵，又体现生态环保要求，确实
是一个不错的创意。何况，此举顺带还拓展
了社会服务业的边界，增加了陵园的收入。
那家陵园的工作人员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
吗：客人除了写一份信之外，还会买点“特
别”的祭品，“消费一般最多在200-300元”。

至此，大致可以明白，文明祭祀也好，环
保祭祀也罢，温情脉脉的背后，最终的指向
仍是客人的腰包。也即，“代客祭祀”创意再
好，也不过是一单生意。既然是生意，则不
妨只谈市场供需、服务质量、价格标准，至于
情怀、文化啥的，则可以少谈或不谈。

事实上，陵园开展类似服务，或许事先
做过市场调研，也会对消费者的心理有一个
分析。这也表明，社会上对于代客祭祀服
务，想必是确有需求的。然而，祭祀终究是
一种文化行为。慎终追远，子孙绵瓞，本来
就是传统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用遮掩，也
不必遮掩，那一代一代相继点燃的坟头香
火，一直就在那里，也一直是中国人永不熄
灭的生命希望。

在祭祀上，“代他人悲伤”的情形从来不
是一个问题。丧礼文化经由几千年发育，早
就出现所谓“代哭”者、“陪哭”者等。而无论如何

“代”，终究是客体，作为当事人，要旨还是在于是否能
做到“正心诚意”。只要心有所思、心有所属，则外在的
形式往往并不特别重要。很多人之所以在清明节不辞
辛劳地去祭扫亲人，本身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表达一种
怀念的情绪。如果只是“心为行役”，勉强为之，或者只
是做给别人看，那还不如不做这些表面文章。

如果你相信，你的亲人能够在天国里听到你的声
音，则这封信无论是不是你在读，关系并不大。如果
你愿意，在一个特定的日子里表达某种心情，也完全
可以采取各种你认为方便的方式。心，不应该被外力
裹挟；爱，也不应该附着太多尘埃。文化在其中，文明
也在其中。 □ 胡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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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凌晨，西安市公安局组
织1710名警力展开统一行动，对全
市 11 个区县的传销窝点进行合
围。经过 5 个小时的奋战，共捣毁
传销窝点110个，查获涉传人员550
名，目前已刑拘9人。据警方调查，
这些人的微信都选择了妙龄女郎
照片作为头像，聊天记录中也时常
有男性向其汇款。公安浐灞分局
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岳波介绍，这个
团伙至上而下分别设有“总经理”

“经理”“大主任”“中主任”“小主
任”等职务，以“累计投资每套2900
元的‘化妆品’达一定数额后可以
逐级升职，最终拿高工资发财”为
诱饵，拉人入伙成为“公司业务
员”，之后逐级提升。

传销组织往往以亲友或朋友
作为网状连接，发展下线聚集成
帮，其中不乏老年人和未成年
人。而传销的东西，多为来路不
明的奇葩之物，要么打着保健的幌子忽

悠人，要么就以包治百病为承
诺，引诱老年人连环上当，大
肆欺骗他人，而且价格奇高无
比。很多人为此倾家荡产，亲朋
失和，并引发一系列非法人身拘
禁事件，其中还有涉嫌对未成年
人的绑架案。

但在现实中，一些人似乎并
未认识到传销给自己及家人带
来的危害，总认为传销是发财
致富的捷径，甚至在这个群体
中流传着一句话：想发财者不
走寻常路，走寻常路就不要想
发财。对于这些人来说，从心
里个个都认为自己不是平凡

人，只是没有得到出人头地的机
会。自从知道了传销这个行当之
后，就认为是老天青睐了他们，
这样的机会送他们，也是常年修
来的福分，而对其家人来说，也犹
如是沾了他们的光，在一些家庭，
只要有一个尝到了一点甜头，就
会成为整个家族效仿的对像，也
像大家都将掌握着开启阿里巴巴
宝藏库门的钥匙。

对于非法传销组织，国家相关
部门已给予过多次严厉打击，这使
得非法传销在一些大城市中心地
带渐渐走向边缘。但这样的组织
并没有偃旗息鼓，更没有销声匿
迹，而是将战场转向了市郊区县或
偏远地区。其中的原因究竟何
在？主要是因为打击非法传销还
没有形成全社会无所不在的高压
态势。在一些地方，传销组织根本
就是以半公开的状态存在，之所以

他们敢于这样妄为，是因为当地相关部
门对传销的社会危害并没有到位的认
识，还处于民不举官不究的被动状态。

因而，打击传销任重道远，要铲除传
销这个社会毒瘤，就要标本兼治。一方
面，是要形成全社会无所不在的高压态
势，不管在什么地方，相关部门都应当主
动作为，主动出击，并依法给予严惩，重
典去疴，使传销组织没有落脚生根之
地。另一方面，各地基层政府部门和社
区组织，还应加大对非法传销危害的宣
传，提高人们的防范意识，使人们真正意
识到传销的害人本质，从思想上让他们
切实认识到传销害人害己的本质，并应
当努力给他们创造机会，尽可能使他们
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 □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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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三年以前的某一天，在前往
北京的火车上，张国安博士对我说：“如
果有人说胡适的史学还没有入门，你会
怎么看？”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会认为这
个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狂徒。”“如果写
成书会怎么样？”我说：“没有人看。”于
是，他沉默了，话便到此为止。或者是因
为话不投机的缘故吧。其实，我以为胡
适是难得的几位华人学术圈认可的德艺
双馨的学问家，而且他还培养了诸如顾
颉刚、傅斯年等一大批一流的学术大师，
其人品才学自然是不可诋毁的。

可是，时隔三年之后，2018年元月，
我在北京偶遇了张国安博士，此时的他
却带了刚刚由人民出版社新出的《终结

“疑古”》一书，厚厚的两大册，精装，百万
言的皇皇巨著，其腰封上赫然写着“这是
一部拷问学者良知的书，一部批判历史
虚无主义的巅峰之作。戳破了民国学术
的美丽幻影，揭露了顾颉刚、胡适严重的
学术不端。还是一部向世界学术界展示

如何研究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书。”当时
在场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也是张国安
博士从事学术研究的启蒙老师祝总斌先
生，不无担心地说：“你的这些有根据
吗？”张国安坚定地说：“完全有根据，我
通读了顾先生和胡适的所有文集资料不
下三遍。”

张国安博士上世纪 80年代出身北
大历史系本科，后又受业于北师大的著
名史学教授何兹全先生，其学术的门第
是很高的，算起来也是与胡适、顾颉刚二
先生有师门之谊。所以，在张国安的言
语中，向来是称呼顾颉刚为“顾先生”的，
而对胡适却直呼其名。我未敢问过何以
如此，但其对顾先生作为前辈的尊敬是
不言而喻的。至于坚守自己的学术分
歧，那便是一个纯正的学者的良知体现
了。于是，我一改曾经的拒绝与抵制，
认真地研读他的这本书。当我看到他在
《后记》里写了这样的语言：“人的天性
是热爱自己的民族、国家，甚至无理也
要谬赞三分，但近代以来中国人却形成
了根深蒂固的凡西即是、唯新就好的‘自
虐式’的逆向种族主义思维。可怕的是，
他们陷入这种思维很深却不自知。他们
不知道当时的中西结合是不中不西、‘非
驴非马’的产物。”我便知道张国安是钻
进中国近代的学术史圈子里去了，如同
孙猴子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搅扰一
通是免不了的。

本书从理论和史实等方面阐发了关
于中国古史传说时代这一绝大难题的个
性化解读。一是回顾历史，将中国的传
说时代置于人类历史的整体进程中，将
中国的“疑古思潮”置于世界学术史的背
景中进行对比研究，从全球视野系统梳
理、比较中西学术，得出中西学术碰撞导
致了“疑古思潮”这一结论，指出它的“实

质是今文经学而非史学”。该书全面分
析了导致这种“荒谬”的根源，并考察了
相关的学术、思想、政治、社会心理间的
关系。二是作者抉隐发微，针对“疑古”
的谬误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批驳，抽丝
剥茧、辨析入微，揭秘了胡适、顾颉刚等
著名学术大师大规模“学术造假”的现
象，解析了他们以“史学家”和革命的名
义质疑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可怕真相
及其非常历程，深度剖析了胡适顾颉刚
们的多面性格。张国安认为，虽然近代
启蒙与新文化运动是要用西方新的价值
取代旧的传统价值以改良中国社会，但
中国历史的面貌则是一个学术问题。对
社会，他们代表学术界；对学术界，他们
代表社会的革新者，角色错位导致了他
们的双重失误。很多人说，民国的学术
是美丽的，但是在张国安看来，那是一部
美丽的幻影，该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本书还全面分析并批判了“疑古思
潮”的理论基础，缜密论证了现代的“疑
古”是“非中非西、非驴非马”之学，既没
有独特的办法，也没有精细的理论。张
国安在研究中发现极为重要的一点是：
现有的史学研究范式是建立在欧美中心
主义模式和伪科学目的论的基础上的。
从‘新文化运动’兴起到‘文革’，中国传
统文化一而再、再而三被‘自己的精英阶
层’所攻击、挞伐、否定乃至诋毁，在号称

‘普世’的科学价值洗礼中，胡适主导的
‘整理国故运动’成为学界主流，本土知
识人走上一条‘学术现代化’的不归路，
以智性殖民为核心的文化无意识和学术
无意识扼杀了中国学人的创造力，造成
中国学界把西方学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奉为‘普世真理’的偏颇倾向，它以一种
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涵盖了中西学术
研究中的各种问题。而“疑古”则是中西

学术碰撞所导
致思维混乱的
结果，又成为更
加混乱的根源。它隐含的前提是历史可
以随意编造，这实质上是今文经学而不
是史学。结果，‘历史学家’摧毁了自己
历史的源头。”张国安强调，他们的许多
学术错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胡适之所
以犯下如此多的错误，是因为没有把一
本西方史学的经典入门书《史学原论》读
好。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狂妄。他说，华
夏文明起源史之所以难解，是因为迄今
为止没有一个学者运用近代意义的史料
批判进行研究。本书还全面、深入解析
了“疑古思潮”屡遭批驳仍然屹立不倒的
深层原因，指出“疑古”有着极大的逻辑
缺陷，而整理国故运动的实质是削足适
履地给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穿上西式学术
的衣帽鞋。

我认为，本书最大的成果有两个，其
一是发现并整合了上古传说时代尤其是
黄帝以下直至尧舜禹时期的权力谱系，
提出在西华东夷政治共同体之下出现黄
帝族系和少昊族系轮流执政的历史现
象，而黄帝之所以被称为人文初祖，是因
为他完成了华夏的第一次大统一的学术
观点。二是发现并还原了千古被视为荒
诞无稽的《大荒经》的原貌。他经过抽丝
剥茧、层层进行全面深入的解析，发现了
一个惊人的秘密：发现传世本《山海经》
中的《大荒经》《山海经》本是两部书，其
中的《大荒经》本来是独立的，在两晋之
交由郭璞将其误合，从而将二者分离，并
确定《大荒经》源自商代大社壁画。如果
这两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无疑是对于

“终结疑古”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其实，
在洋洋洒洒的近百万言的论述中，这两
个部分占据了主要的篇幅。 □ 李郁

■新书推荐

最近一篇“最难读完的十
本书”在网友中引发了共鸣，
许多人一看连《红楼梦》等“四
大名著”都位列其中，不免心
中戚戚：“看来没读完四大名
著的不是我一个。”的确，这份
书单上有的书是举世公认的
难读，比如《尤利西斯》和《追
忆似水年华》，不但篇幅超长，
而且语言艰涩、情节平淡，即
便在欧美国家，绝大多数读者
也只是“听说过但没读过”。
但是，读书不是为了显摆，不
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开
阔眼界、增长才干、陶冶性
情。摆正了态度，才不
会因没读某本书而惭
愧，更不会因读过某本
书而自傲。

其实，世界上没有
难读的书，只有与你无
缘的书。读书就跟吃饭
穿衣一样，只有适合自
己的才是最好的。人的
口味和习惯千差万别，
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
你，“跟风阅读”并不可
取，但现在“跟风阅读”
似乎已经成了风气。拜
社交媒体所赐，许多读
者在买书之前常常会去
打分网站上看看评分如
何再做决定；不知看什
么，依靠排行榜、媒体和
朋友推荐也是许多读者
的常态。“跟风阅读”出
现的根本原因还是心无
定见，不知道自己真正
需要什么，因此很容易
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

“既然有人说好，那就去
读读看”。

这种被动的“跟风阅读”
常常令人失望。就拿畅销书
排行榜来说，用来指导阅读并
不靠谱。从 2000年起，原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年都
会公布年度新闻出版产业分
析报告，披露当年单品种累
计印数超过百万册的图书
（不含课本）。有研究者把历
年的数据与当当、京东等网
络书店的年度畅销书排行榜
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二者的
重复率低于 10%。也就是
说，有 90%当年发行量超百
万册的书没有进入网店的畅

销书排行榜之内。当然，这样
的比较不算科学，因为网络书
店面向个人读者，系零售渠
道；而发行量巨大的政治辅导
类读物通常走专门的发行渠
道。不过，即使剔除了政治辅
导类读物和工具书等，还是有
大量销量超百万的好书没能
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反映出
来。另外，如果仅仅根据排行
榜选书，很可能会陷入没有
新书可读的窘境。因为有不
少书是常销书，比如《平凡
的世界》《窗边的小豆豆》等
连年位居畅销书排行榜。而

新书能进入榜单的就很
少了。据开卷统计，在
2017年排名前 30的畅
销书中，有 19种出版时
间超过3年。

与其依靠榜单和别
人推荐，不如依自己的
兴趣爱好主动选书。当
然，在茫茫书海中遇到
一本自己喜爱的书、一
位自己可心的作者是很
不容易的，需要耐心和
坚持。日本作家山本文
绪年轻的时候也曾经靠
畅销书榜和杂志社推荐
来选书，但翻过以后总
觉得没意思。幸运的
是，她并未因此放弃，而
是坚持在书海中寻觅。

“老大不小才终于和自
己觉得有趣的书相遇。
找到了一本，后面就简
单了。找找同一作者
的，看看这位作者推荐
的，作者不同便看同一
类型的，一定还能找到
喜欢的其他作家。不限

于小说，纪实文学和学术书籍
也同样如此。”山本文绪的方
法就是许多名家推荐的“顺藤
摸瓜读书法”。

读书说到底是自己的事，
别人可以推荐，但主动权还是
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否则
跟在别人后面、追逐时尚潮
流，不过是读给别人看的，
而真正的阅读是读给自己
的。因此，建议那些渴望用
书籍丰富自己的读者一定要
坚持下去，坚持在书海中寻
寻觅觅，直到找到那本让你
心动的书。 □ 张贺

由省职工作家协会、长安作
家协会、陕西金融作家协会、长
安诗经研习会主办，西安格蓝文
化传媒公司承办的“七天网·美文
大赛”第三季颁奖典礼于 3月 31
日下午在西安陕北民歌大舞台隆
重举行。

本届美文大赛，除了《晨风》杂
志编辑部获得优秀组织奖外，共有
53人获奖，其中刘省平《马援与朱
勃》、郑继成《父爱如山》、张力《爱
的守望》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

据西安格蓝文化传媒公司总
经理马亚静女士介绍，作为“七天

网·美文大赛”承办人，从 2016年
开始，每年一届的“七天网·美文大
赛”越来越富有影响力，也使更多
的文学爱好者脱颖而出。颁奖结
束后，著名作家王渊平、高均善、赵
永武、田冲、崔彦等在现场进行签
名售书。 □ 郝振宇

——张国安博士何以“终结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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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网·美文大赛”花开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