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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没有维修或未能维修好，却
仍然要交检测费和联系费用；同样一
家维修公司，不同维修人员的报价却
不一样。长期以来，家电维修行业套
路多、套路深的情况一直为人诟病。
家电维修专业性较强，普通消费者很
难看出其中端倪，这也给部分维修公
司和维修人员留下了“宰客”的空间。

□ 张苇柠

“宰 客”

一种特别的福利一种特别的福利
从小喜欢读书，慢慢变成了一种嗜

好，如今，读书已成了我一种奢侈的享受。
记忆中最早的一次读书是我上小学

一年级。那天下午放学刚进家门就听到
姐姐大声喊我，跑进灶房，正帮妈妈拉风
箱的姐姐一脸兴奋地告诉我她带回了一
本书，顺着姐姐手指的方向看去，风箱顶
上放着一本《智取华山》连环画——我们
平时所称的“娃娃书”。那时我连华山
脚下的玉泉院都没去过，对华山更是
一无所知，连环画上华山那直插霄汉、
云雾缭绕的景观和解放军战士智取华
山的惊险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爱去在县委工作的大舅那，那里
不光有香喷喷的蒜薹炒肉 ,还有一屋子
看不完的书。每次一到那，总是一边吃
饭一边看书，恨不得一口气把所有的书
都看完。有一次去外婆家，发现外婆的
上房屋里放了好多书，《吕梁英雄传》
《赵树理小说选》《三国演义》《西游记》
《水浒传》……全是好书，顾不得多想，我

马上挑了几本悄悄地藏起来，看着我像
个老鼠一样鬼鬼祟祟转移书的样子，外
婆抿着嘴偷偷地笑，母亲几次想上前阻
止都被外婆拦住了，“没事，外甥偷舅不
犯法。”后来才知道，那次是因为大舅修
缮自己住的厦房，把积攒了多年的“家
底”临时放在了外婆屋里，给我提供了一
个难得的机会。

大学毕业后，我到地质队工作，有一
次上山检查勘探工程进度，在工友住的
工棚里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小说，本来也
就是随便翻翻，没想到翻着翻着便撂不
下了，从下午四五点一口气看到第二天
早上六七点，扭头一看，天已经亮了，巡
视工棚内，一溜两排用椽和木棍搭成的
通铺上面，一个挨一个躺着二十几个工

友，个个鼾声如雷、睡得正香；通铺下，
两排半湿不干的黄色军用胶鞋散发着浓
烈的脚臭味，几乎让人窒息，我急忙跑出
了工棚。记得那本书分上下两册，我当
时只见了上册，看完上册便急不可待地
逐一询问工友下册在哪，当确信这里只
有上册时，失望得像是丢失了一件宝
贝。大概是三年后，有一次我到省城参
加业务培训，意外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借
阅书店里发现了这本书的下册，激动得
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朋友，又是一口气
读完……

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处理的事情越
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自己凡
事总想追求完美，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平 时 大 部 分 时 间 都 在 忙 写 材 料 这 些

“苦活”，读书这种轻松惬意的享受则
变成了一种奢侈的向往，只有在身体不
适或者累得实在没办法时，才把读书当
作特别的福利“犒赏”给自己，让自己过
一回“瘾”，就像小时候只有在生病时母
亲才会让我喝糖水、吃炒鸡蛋一样。舒
服地趴在床上，惬意地阅读着铁凝、陈忠
实等大家的作品，仿佛在美妙的地方旅
游，心中充满了快乐和喜悦。快乐的阅
读，就像是一副灵丹妙药，具有治愈的神
奇力量。 □ 秦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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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青
随着消费扶贫理念和实践的拓

展，对来自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如何
做到可追溯，对消费者群体而言如何
做到能识别，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话
题。在日前举办的“2018 温暖中国
社交电商消费扶贫活动”上，参会专
家表示，渠道可追溯、品质能保障，是
发展消费扶贫首要解决的问题。

消费扶贫，顾名思义，就是通过
线上和线下等多元渠道，购买贫困
地区的农特产品，从而帮助贫困地
区实现增收脱贫。不同于以政府
为主导的常规扶贫工作，消费扶贫

的最大特点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其人人
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运作方

式，既兼顾了市场化的特点和优势，也极大
地激发了公众的责任感。更重要的是，它
会形成一种产业化的内生动力。众所周
知，一些贫困地区也有优质特色农产品、民
族手工艺品、休闲绿色农业等，但受制于诸
多因素无法很好地传播出去，间接挫伤了农
民发展产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大力发展
消费扶贫，可以让农民看到自己产品的价
值，为他们带来劳动脱贫致富的动力和尊
严。因此，就长远来看，比起“直接给钱”式
的扶贫，消费扶贫更能有效提升扶贫的深

度和高度，促进扶贫的质量和效率。
当前，开展消费扶贫的一个极好切入点

是打通电商渠道，这主要是由目前的消费环
境决定的。在互联网电商出现以前，农产品
的上行渠道主要是下乡收购，也就是“生产者
→产地批发市场→销地批发商→农贸市场→
消费者”的模式，其得以运行的前提是，农产
品的生产相对集中，农产品的质量比较统
一。因为种种原因，我国目前只有20%的农
产品能走这种营销渠道，农民的集贸市场只
占1.5%。而在减少流通批发环节方面，电商

可以说有天然的优势，它直接让生产者和消
费者联通起来，以规避长渠道链条中的额外
成本，更好地为农民们创造价值。

随着网络技术驱动、购物方式转变、消费
转型升级，电商在消费扶贫领域正发挥着独
特作用。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产品参差不
齐，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精准识别”贫困地区
的营销需求，要鼓励贫困地区建立基于统一
编码标识体系的追溯体系，避免消费者被营
销手段“误伤”。

“互联网+消费扶贫”模式让贫困地区农产
品流通在线化、数据化，提高了流通和交易效
率。这对贫困地区来讲是一个重大机会，它很有
可能改变目前的农产品上行渠道，助力于扶贫工
作的精准识别，带动地方的产业发展。因此，要
从多方面下功夫，把消费扶贫做大做强。

让消费扶贫发挥更大作用焦
点
评
论

救人遭质疑凸显“好人法”意义
□ 欧阳晨雨
日前，辽宁锦州南火车站，一名 81 岁

的老人突然倒地不起。听到求助广播后，
正在等车的锦州医科大学 2016 级护理专
业学生丁慧立即冲到老人身边，跪在地上
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最终，老人恢复意
识并被送往医院。事后，丁慧婉拒了老人
家属的酬谢，称“这是学医的应该做的”。
但是随后，一些学医的专业人员发声，指出
丁慧急救行为不专业，至少是不规范，在网
上引发了争论。

其实，这种担忧大可不必。我国《民法
总则》第184条早已明确，“因自愿实施紧急
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
民事责任”。立法的亮点在于，这种“免责待

遇”是无条件的，即便是救助人有一定过错，
也不用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这一法律条款，
作为自愿对昏迷老人实施心肺复苏的救助
者，丁慧就算存有一定技术过错，也可以不
用对老人发生人身意外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丁慧因为救助他人而导致自身
受到损害，法律还规定了救济途径，“因保
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
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
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
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
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也就是说，在这种情
况下，被她救助的老人作为受益者，还有

“适当补偿”的法律义务，这就为见义勇为
者解除了后顾之忧。

环顾国际，在美国、意大利、
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都有所谓“好
撒玛利亚人法”，即在紧急状态下，
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
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除责
任。根据现实所需，借鉴先进经
验，我国《民法总则》设立“好人条
款”，《侵权责任法》还有司法解释
开通“绿色通道”，“两害相权取其
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让“丁慧们”
轻装上阵，更有利于鼓励见义勇
为，弘扬救助风气。

当然，从社会利益最大化来说，我们既
要鼓励主动救助，还应倡导科学救助，让救
助者、受益者、社会各得其所。

□ 戴先任
要让失信企业与守信

企业的差距拉得更大，让
守信企业赢得声誉又获得
实惠，让失信企业寸步难
行、违法成本变得更高，这
样才会倒逼更多企业不敢
失信，进而选择奉公守法、
诚信经营。

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是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的基本原则，也是海关加
强进出口领域诚信建设的
基本理念。据7月22日新
华社报道，当前，海关总署

正加速打造守信企业尽享红利、
失信企业处处受限的进出口良性
服务监管格局。

一边是对守信企业的奖励，
一边则是对失信企业的惩罚。对
于失信企业来说，一朝失信，步步
难行。如有企业原是海关高级认
证企业，但因案件违规罚款超过
100万元，于2017年6月16日被下
调为失信企业。在降级后，企业增
加的通关费用高达800万元，误工、
延迟交货的间接损失超过1000万
元，还因不能办理集中申报，每票进出口货物
均需要逐单申报，每月增加不少报关费用。
不仅如此，失信企业还要受到联合惩戒。

企业的逐利性动机决定了其失信行为多
是为了利益铤而走险。让守信者得到更多好
处，让失信者为此付出应有代价，是建设诚信
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相应地，要让失信企
业与守信企业的差距拉得更大，让守信企业
赢得声誉又获得实惠，让失信企业寸步难行、
违法成本变得更高，这样才会倒逼更多企业
不敢失信，进而选择奉公守法、诚信经营。

海关领域的信用建设，很好地体现了诚
信守法便利、失信违法惩戒的核心原则，值
得其他领域借鉴。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
守信者处处绿灯，如今这样的信用奖惩原
则已成为各行各业的共识，但要真正落实
并不容易。比如一些行业还存在监管不力
的情况，一些失信企业不仅未受惩戒，反而
如鱼得水，大肆开展不法行为；一些行业奖
惩机制还不够完善，对失信企业的惩罚不
足以遏制其违法冲动，对守信企业的奖励
也难以转变为企业不竭的向上向善的动
力。此番海关推出的联合奖惩机制，在对
失信企业惩治方面更有力，对守信企业的
奖励方面也更“慷慨”，拉大了两者间的差
距，也让诚信变得“更值钱”。

让诚信成为企业遵循的铁律，让诚信机
制发挥出最大效用，离不开对失信企业实施
尽可能及时的惩戒，令其没有丝毫侥幸得逞
的空间。未来，诚信建设的有力保障还要靠
强有力的监管与执法，只有奖惩之策真正得
到有力落实，诚信才有可能“更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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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接中国作协“中
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办公
室”通知，陕西作家杜文娟
的长篇纪实文学《阿里 阿
里》获“中国当代文学精品
译介工程翻译资助”，将被
翻译成阿尔巴尼亚文。

《阿里 阿里》以女性
特有的虔诚和坚韧，记录
了西藏阿里人的命运、爱
情、信仰、伤痛与灾难，再
现了阿里人跌宕起伏的生
命韵律和惊心动魄的历史
传说。曾获第六届《中国
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徐
迟报告文学提名奖，入围
鲁迅文学奖，入选多个年
度选本和排行榜。今年 4
月受哈萨克斯坦文化部邀
请，杜文娟出席了在首都
阿斯塔纳举办的欧亚国际
书展和中哈作家论坛，哈
方引进并翻译《阿里 阿
里》哈萨克文。

杜文娟是陕西中青年
作家中，作品被翻译推介到
国外较多的作家之一，除英
文、藏文、哈萨克文、阿尔巴
尼亚文以外，还会翻译其他
语种，38 万字的长篇小说
《红雪莲》藏文翻译已接近
尾声，这是陕西作家走出
去，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
收获。

□ 宇文 文坛快讯

读 书

常言道：读书是一种享受，这话初看起来无
可非议，但仔细琢磨，却也不见得全对。

读书是一种享受，这一点是刚接受启蒙
教育的稚童们无从知道的。对他们而言，读
书远没有玩耍自由自在。因此才有了贪玩而
不读书的学童，急煞了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
们，有的用棍棒、有的用皮带“督促”。

那些在市场经济中一夜富起来的暴发户
大多不会认为读书是一种享受，赚钱斗富才
是他们的乐趣所在，这就是有些富翁钱越多
而读书越少的原因。他们虽然也知道“书中
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那黄金和
美人终归没有现实中的钞票实在。

读书是一种享受，只是对那些“书虫”
“书呆子”们说的。这些人不会见风使舵，不
会看人下菜，他们不管外面的世界多精彩、
多无奈，不管金钱今天流进了谁的口袋，明
天又从谁的口袋流出，只要有饭吃有书读，

他们就满足了。捧着庄子、老子、叔本华、黑
格尔的作品看，也会看梁晓声、贾平凹、三毛、
张爱玲的作品。读人生哲学，看风花雪月、风
土人情。虽然他们心里明白那些故事大多数
是编出来的，但他们依然津津有味地读着，为
书中主人公的悲欢离合而欢笑哭泣。他们虽
然不能和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我一
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的境界相提并论，但
读书确实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读书是一种享受，好的书会给人一种精神的
洗礼，给人一种人生启示。读书可以使人的生
活充实，忙时匆匆看几眼，闲时泡一杯清茶，铺
几张稿纸，不用什么红袖添香，坐着读累了就
躺着读，读到共鸣处，随手涂几句，随口吟几
声，自得其乐。这比起那些在商场上鏖战焦头
烂额的、官场上沉浮挣扎不知所措的、人情网
中亲疏远近举步不定的、方城大战中损兵折将
的人来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人生享受。

□ 同亚莉

□ 斯远
日前，江西南昌一限价房小区卖“天价

车位”事件引发舆论关注。据《工人日报》7
月23日报道，位于南昌市红角洲的联泰天
悦小区，是南昌市政府的限价房，相较于其
他同档次的小区售价较为便宜。今年7月
10 日，联泰天悦开始对外出售车位，标准

车位28万元，子母车位46万元，如
此“天价”车位比周边小
区高出太多，让很多业主
望而却步。让业主闹心
的不止于此，这里的车位
只卖不租，因此，出售车
位当日，就有业主拉起条幅抗议。

开发商有权定价车位吗？至
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出台规范
住宅小区停车位价格的法律法
规。一个车位卖多少钱，一般而
言，往往还是开发商说了算。这些
年大城市的楼盘地下车位价格飙
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完全无

管束的状态导致的。尽管一般而言，车位
定价应参考小区位置、楼房价格，以及所在
城市行业平均状况等因素，但小区地面不
准泊车，地下车位只能买不能租等情况，会
导致开发商对地下车位的垄断和逐利。

此外，政府对车位定价缺乏指导，也是
“天价车位”屡屡出现的重要因素。目前，地
方政府可能会设定楼盘的指导价格，以此作

为调控楼市的手段，但这一政策并未涉及车
位。这可能是“想不到”，也可能是“顾不上”，
但无论如何，其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地下车位
成了开发商转移限价压力的一个工具。

此前据媒体报道，南昌联泰天悦小区
的业主也认为，因为楼盘限价，削掉一部分
房价利润，所以开发商就变相加价到车位
上，以弥补限价房政策带来的利润损失。

不管这种说法对不对，畸高的车位价格已经
成为民众的一块心病。对此，为切实保证楼
市调控的成效，防止开发商将房价现价变相
转移到车位上，政府有责任加强监管，不能
完全将车位定价推给市场。

一方面，鉴于汽车已经成为民众出行
的重要工具，车位本来就是商品房的附属
物，不应该独立切割出来，不妨考虑将车位

与商品房捆绑销售，共同接受法
律法规乃至政府指导性政策的约
束。另一方面，即便暂时难以做
到车位与商品房一体化销售，也
应该尽快将车位管理转向正规，

不能使之继续游离于政策法规之外，甚至
成为开发商规避调控政策的一个筹码。

车位不是小事，城市生活中，每一个点
滴都可能形成一定的震荡波，都会引发这
样那样的麻烦。对此，监管部门完全可以
想得更多一点、更细一点，管理措施的精细
化、无缝对接，也一定会带给民众更多的获
得感。

车位定价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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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我购买阅读孙犁著作的事有这么
四件。

一是早先孙犁给贾平凹散文集《月迹》
写的序言里，有一段话虽时过境迁，但今天
读来仍切中时弊、发人深省，给人启发，由此
我感叹孙犁是一个清醒的人、敏锐的人、睿智
的人。他说：“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
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
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
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
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
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
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销
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

跳梁的小丑。”今天的文艺界，是一个多元化
的世界，这是好事，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
些“跳梁小丑”。“裸体京剧”上演的丑剧、诗
人苏非舒为了“保卫诗歌”而赤裸上阵、美术
教授莫小新在现场研讨会上脱衣裸授、新书
发布会动用“美女入浴”吸引眼球；5位画家
在京郊潮白河畔欢度“国际裸体日”……种
种乱象的背后，是艺术良知和道德的沦丧，
是名缰利锁下人性的丑陋。

二是贾平凹写过一篇专门谈孙犁的文章
《孙犁论》。他说：“读孙犁的文章，如读《石门
铭》的书帖，其一笔一画，令人舒服，也能想见
到书家书时的自在，是没有任何病疾的自在。
好文章好在了不觉得它是文章，所以在孙犁那
里难寻着技巧，也无法看到才华横溢处……”

三是在我的身边，有不少的“犁迷”，他
们不仅读孙犁，而且孙犁的每一部书都购
买收藏。我的老师郑智贤，一辈子痴迷孙
犁，退休之后更为追慕孙犁，写了大量读孙
犁的读书记。他为购买孙犁《耕堂劫后十
种》百花版而苦苦寻觅三年，书到后那种欣
喜状直比小儿。他多次对我讲，要在散文
上有所进益，一定要多读孙犁。

四是近年来我的乡党文彦群在研究孙
犁方面取得了令人艳羡的骄人成绩。万康
平在《2012 年民间读书界的年度“最”印
象》里说：“近年来，文彦群因缘际会，开
始潜心研读孙犁先生。 2012 年，他的研
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撰写了大量的孙犁
研究书话随笔。与一般的孙犁研究者不
同，他对孙犁的研究，关注的是孙犁先生

与书之间的故事，目光独到细腻，文笔一
如孙犁先生，朴实有加。孙犁先生是文学
大师，但真正的大师又是寂寞的……”

回过头来说说孙犁的《耕堂读书记》，
这是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年 6 月出版的
精装本，上下两册，书前附有孙犁最喜欢
的“牛耕图”的藏书票，为孙晓玲提供。孙
犁一生读书广泛，尤爱古旧书，该书收录
了大量的读书记、购书记。孙犁说：“我读
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总是细细咀嚼
品味，生怕一下读完。”正因为有这种“慢
阅读”的功夫，孙犁读书常常能读出许多
精警的见解。

孙犁喜书，是把书当性命一样去爱
的。他曾说：“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
病，叫做‘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进
入晚年，书成了他的寄托。他最向往的读
书境界是“野味读书”，“寒酸时买的书，都
记得住，阔气时买的书，都读得不认真。
读书必须在寒窗前，坐冷板凳。”正因他出
身农家子弟，当过游击战士，才知读书是
福，也才真正珍惜这种福分来之不易。他
曾作书箴曰：“淡泊晚年，无竟无争，抱残
守阙，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
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
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在这个异常浮躁的社会，能静下心来读
书无疑是幸福的，就让我们埋下头，在《耕堂
读书记》的书香里，静静聆听一位文学大师
的教诲。

□ 胡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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