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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 读 记

漫 评 夸 大 宣 传
□朱慧卿/作 时锋/文
中秋节将至，很多超市和电商纷纷上市销售月饼，并

展开了五花八门的促销活动，甚至有商家称所经营的月饼
品牌“健康纯天然”。对此，有些地方的消费者协会发出提
醒，不要轻信部分月饼品牌的夸大宣传，不要轻信“无糖、
低脂、素馅、不添加香精、不使用色素、不含防腐剂”等广告
用语。同时，消费者也不要盲目追捧私人定制的所谓“纯
天然、无添加剂”月饼，因为某些“私人定制”月饼的原材料
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制作过程是否卫生，监管部门很难
监管，有些“私人定制”月饼并不比厂家批量生产的靠谱。

□史洪举
近日，张先生向笔者反映，自家楼下一直免费的

快递柜突然开始收取费用。据了解，丰巢、速递易
等快递柜普遍开启收费模式，然而快递员可自行选
择由谁来付费，这促使很多快递员在不通知收件人
的情况下直接选择收件人付费。

随着近几年来网购的增多和快递业务的发展，
智能快递柜也越来越多。不可否认，智能快递柜的
出现固然可以减少投递时无人收快递的尴尬，进而
提高投递效率，也减少了陌生人上门投递给收件人
带来的安全隐患。但快递柜如何收费，是否应该向
取件人收取逾期费用则不能成为糊涂账，尤其不能
将向谁收费的权限交由快递员操控。

一般来说，根据相关规定和交易习惯，只有快递
员将快递递交到收件人手中或者双方明确约定的地
址方视为完成投递。已经于 5 月 1 日起施行的《快
递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快递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
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
人，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由此可
见，如果未按照约定方式投递，快递企业将承担投
递不能和快递遗失损毁的风险。

那么，快递员直接将快件投递到快递柜中后给
收件人发送取件验证码，要求取件人凭借验证码取
件的做法，本来就涉嫌违规操作。如前所述，投递到
何种地方，投递给何人，需要按照约定或者征得取件
人的同意。而快递员的做法，显然是直接替取件人
做主，擅自强加给取件人自行取件的义务。尤其
是，擅自决定由取件人承担逾期费用或者保管费用
更涉嫌推脱自己责任，加重消费者义务。

更进一步而言，这样的做法等同于本来
是方便快递员的快递柜成了快递员的“甩手
柜”，成了消费者的“负担柜”。因为按照目
前快递柜的收费模式，一旦快件被投递到快
递柜，就等同于快递员完成了投递义务，取
件人不仅要自行取件，还要承担保管费用
或逾期费用，更是被剥夺了当面验视的权
利，且应承担快件损毁灭失的风险。

可以说，当前的这种快递柜模式，显然
对消费者极为不公。目前的快递柜模式已
涉嫌属于漠视消费者权益，规避投递方责任
的霸王条款。监管部门理当介入调查处理，
纠正涉事企业的不当行为。

快递柜岂能沦为“收费柜”

□沈彬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
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工作规划（2018-2023）》，
要求在司法解释中大力弘扬正
义、友善、互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和道德要求，适时出台防卫过
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
勇为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
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
的合法权益。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正当
防卫制度，1997 年版《刑法》甚至

还规定，公民面对杀人、强奸、抢劫等行凶
情形时拥有“无限防卫权”。但在司法实践
中，正当防卫条款却逐渐沦为“僵尸”条

文，法定的公民自卫权被异化为“谁死人谁
有理”“谁伤重谁有理”的“唯结果论”，没
有顾及法律设置正当防卫制度本身应有的
弘扬正气、震慑犯罪的社会功能；正当防卫
的边界，也由法定的“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
限度”，被各种“土政策”加码限制，变成

“不得已的应急措施”，“必须穷尽一切手
段之后，才能实施正当防卫”。

福建的“失主追小偷，小偷滑倒死亡
案”，当事人一度被追究了“过失致人死亡
罪”；深圳大学生见义勇为打伤猥亵女网友
的保安，却被刑拘……点点滴滴的个案，屡

屡拨动社会关于公正的敏感神经。“于欢
案”以及“昆山案”爆发出的舆论潮，只是
这种对于正当防卫被长期“不正当化”的积
怨的集中爆发。

之前多个被纳入“天理、人情、国法”综
合考量的个案，应该成为“有效激活正当防
卫制度”的契机，正当防卫标准不能再靠口
水解决，而是应该堂堂正正地进入国家法
治议程。就像“昆山案”初期有不少律师

“凭经验”认为这是防卫过当——但是，这
样的“大概率正确”的经验判断是否与立法
原意相违背呢？

还是应该感谢舆论风潮，是公
民对于正义的朴素见解，刺破了各
种条条框框框的政策偏见，也让司
法人员能跳出专业主义的窠臼，直
白看清法律的本来面目。法治就是

要消灭“任性”，既包括公民个人的任性，
也包括“权力的任性”；公民不能以正当防
卫为由，“任性”地剥夺他人的生命，公权
力也不能任性地限制公民的正当防卫权。

一定程度上，这次司法机关对于正当
防卫的政策的修正，也就是在“求诸野”，
打破既有叠床架屋的司法旧例、红头文件，
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回到法律初心所在，
恢复正当防卫制度以及“无限制防卫权”的
立法本意，个案的问题要解决，曲突徙薪一
样重要，激活正当防卫制度，这将是中国法
治进程中的一个大事件。

让“正当防卫”回归初心所在焦
点
评
论

□朱青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

明确，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
保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
企业负担。

社保缴费率下调空间
有多大？关键看缴费率调
低后会不会导致入不敷出。

社保费是按工薪的一
定比例征收的，它无疑是企
业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
当前，企业压力大，如果再
增加劳动力成本，经营就会
面临更多困难。但另一方
面，国家也要保障老年人的

生活待遇，退休金不能降，甚至还
要随物价的上涨有所提高。这样，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就面临着
一定的收支矛盾。

造成上述矛盾的根本原因，是
我国的“未富先老”。我们国家人
均 GDP 还不到 9000 美元，60 岁以
上人口就达到了 17%以上，而且未来一二十年
内老年人口还要大幅度增长。老年人退休前
创造财富，退休后消耗财富，而财富主要是年
轻人创造的，这就会造成代际之间的矛盾。
即使是发达国家，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
化现象，也都出现了国家财力不足的问题。

从当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财
务状况看，全国收支总体是结余的，但地区之
间收支状况差距较大：有的省份结余所剩无
几，有的省份（往往是劳动力流入的地区）则
能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造成各地养老负担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劳动力流动导致的各地退休职工抚养比参差
不齐。目前，全国平均是 2.7：1，即 2.7 个在职
职工缴费养 1 个退休职工，但在经济发达的广
东抚养比超过 8:1，而劳动力大量流出的黑龙
江和吉林，其抚养比分别为 1.3:1 和 1.4:1。抚
养比较低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矛盾比
较突出。

解决养老基金的“苦乐不均”，最彻底的举
措就是实现全国统筹，但短期内很难做到。从
今年开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可
以起到“抽肥补瘦”的作用，对缓解矛盾会起到
一定的作用，今后还要不断加以完善。

未来，恐怕还应增加一般公共预算对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的补贴，可以让社保费的负担
在劳动力、资本和消费三大税基之间进行合
理的分摊。

另外，中央已经决定，要划拨一部分国有
资产充实社保基金，这项工作如果落实到位，
对缓解矛盾也会发挥积极作用。

从经济角度看，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根
本出路，在于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率，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创造的物质财
富在充分满足年轻人消费的同时，还能满足
退休职工的养老需求。

﹃
未
富
先
老
﹄
如
何
应
对

热
门
话
题

□赵明昊
腾讯“99公益日”刚刚落幕，其

所展示的理性公益、透明共建等理
念得到广泛认可。短短3天内，超
过 2800 万人次爱心网友通过腾讯
公益平台捐出善款 8.3 亿元，
2000 多家企业捐出 1.85 亿元，
为 5498 个 公 益 项 目 贡 献 力
量。加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等机构共同努力，善款总计
超过 14.14 亿元。不过，虽然
公众热情高涨，但现阶段中国
公益慈善组织还远远没有起到
应有的作用，在诸多领域都需
要进一步增量提质。正如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
理事长陈一丹所说，中国公益
行业应更快实现从自发到自
觉、从感性到理性、从热情到专
业的发展过程，打造一个透
明、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生态。

一直以来，传统社会管理
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施行重
点在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下通
过多元参与、理性协商、良性
互 动 等 方 式 来 解 决 社 会 问

题 。 在 此 共 识 基 础
上，培育鼓励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意
识，在发展过程中兼
顾道义原则与市场原
则，就是社会治理的
题中应有之义，也是
实现善治目标的要素
之一。现代企业制度
理论中，公益慈善事业是
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
部分，由于企业的决策行
为和价值取向都会对社会
环境带来相应影响，也就

必须担负起相关义务。因此，参照
一些拥有长久慈善历史并已将慈
善法作为成文部门法的国家，我国
不仅需要在公益慈善事业制度建
设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和查缺补漏，

为企业和民众的乐善好施打
造好硬件，更重要的还是如何
构建现代慈善理念，树立权责
意识，让“仁爱”这一软件在人
们心中生根发芽。

当前，许多中国公益慈善
人士也意识到了价值观重建
的重要性并为之鼓与呼，这是
避免商业以公益慈善之名伤
害公众爱心的重要途径，也可
以帮助公益慈善事业从资本
的“良心漂白”工具中超脱出
来。从自发到自觉、从感性到
理性，本质上是慈善动机从单
一的宗教、道德因素，向公民
在社会生活中建立权利与责
任相统一意识的多元动力转
变。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每
个人都有权利在陷入困境的
时候得到社会救助，这涉及社
会分配的正义原则，也是社会
为维护自身稳定所必须采取
的措施。与此同时，救助他
人、乐善好施就成了一种社会
义务，每个人都应当去做，而
非借此希求回报，或者只是源
于情感冲动。当然，这只是我
们希望世界和自我变得更加
美好的前进方向，但却应当是

“从热情到专业”的公益慈善
人士在实践中需要遵循的理念。

公益慈善事业走到今天，同样
需要追上时代的脚步。以现代社
会人文精神育发的现代公益慈善
理念，助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引
导
公
益
慈
善
从
感
性
走
向
理
性

社
会
透
析

民
生
视
角

今年春天，我出版了一本书，叫《书中最
相思》。可能会有读者问：“为什么就《书中最
相思》呢？”好吧，说来话长，那我就往短了
说。我常问自己：我怎么就变成读书人了
呢？以下算“夫子自道”吧。如果人是蚕的
话，那书就是桑叶了。李商隐说：“春蚕到死
丝方尽。”蚕吃桑叶，那是蚕的宿命，在蚕嘴
里，桑叶就是美味佳肴！生而为蚕，就有两个
使命：一个是吃，把自己吃肥；一个是吐，吐出
丝来，作茧自缚。如果人是蜜蜂呢？那书就
是百花了。唐诗人罗隐说：“采得百花成蜜
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其实对蜜蜂来说，无所
谓辛苦，亦无所谓甘甜，它不采花酿蜜，那它
到这世上干啥来了？实际上，蜜蜂的快乐，就
在这“辛苦”之中。再打个比方吧，如果把书
比作一潭水，那读书人就是水里的鱼了。鱼
之乐，就是在水里游来游去，逍遥而无拘无
束。当然，水潭里的鱼和湖海里的鱼是不能
同年而语的，但它们的快乐是一样的。

我打了三个比方，其实是想说我们人吧，
第一要有自知之明。也就是说要对自己有个
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定位。我是谁？我来做
什么？是春蚕，饱吃桑叶那就对了，起码吃肥
了还能吐丝，即便作茧自缚，却也可望破茧而
出，不能羽化成蝶，羽化成蛾也挺好；是蜜蜂，

那就要不辞辛苦，那样的
辛苦才是蜜蜂活着的理
由；是水里的鱼儿，也要为
自己庆幸，起码能享受鱼
水之欢吧。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在
低处做人。高处可以望
远，却也可能好高骛远，高
不成、低不就的，未必好玩。低处嘛，就脚踏
实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足下”在
低处，就不愁一步踩空，更不愁掉下悬崖。低
处有桑田，饱餐就是了；低处有百花，去采就
是了；低处有水潭，优游就是了。我是以春
蚕、蜜蜂、鱼儿自知、自谓、自认、自乐的，读书
就成了我的人生常态。读书之乐，如鱼游之
乐，乐在其中，寸心自知。

说了半天，书里究竟有什么？
首先，书里有阳光，有雨露。歌曰：“万物

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人都是赤
条条来到世上的，和万物一样的，所以叫“芸
芸众生”。人最离不开什么呢？恕我说大白
话：“阳光、空气、土地和水。”在我看来，书就
是“阳光、空气、土地和水”。杜甫有首诗脍
炙人口：“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对我们“芸芸众生”来

说，“好雨”就是好书；“时节”就是好年华；
“当春”，就是此时此刻。只要读书，就会“随
风潜入夜”；只要把书读进去，就会“润物细
无声”。读书和不读书，是可以判若两人
的。苏轼说：“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
自华。”这便是读书的好处。于此而言，也可
以说，书里有才华，有气质。所谓谈吐不俗，
都是书之所赐。不是吗？

其次，书里有高人，有高见。尤其是古
书。一般而言，写书人都是高人。读老子，
读孔子，读庄子，读诸子百家，都如亲临他们
的书房或教室，如聆听他们耳提面命式教
诲。心领神会了，会心一笑了，心有灵犀一
点通，书里的魂灵都复活，字里行间都是高
人在讲座。如果展开想象的翅膀，我们就能
跨越时空，在人类的长河上任意漂流，也可
以任意遨游。应该说这样的时刻是很幸运

的，也是很幸福的，自然
而然也就开卷受益，甚至
受益匪浅。我们人呀，一
生能经历多少事呢？能
见几个高人呢？人生苦
短，经不了多少事的，见
不了几个人的，未来的想
都甭想，那就只能寄望于

当下、身前与过往了。有无终南捷径呢？有
的，那就是读书！读书之人知道得多，知道
的都是些啥呢？不外乎有二：一个是有名有
姓的高人，如李白、杜甫、曹雪芹等；另一个
就是高见——高人的见解。经典传世之作，
都是有高见的。文以载道，道就是高见。

其三，书里乾坤大，心中天地宽。只有读
书，才知盛衰兴亡，才知沧海桑田，才知古往
今来，才有资格发千古旷世之浩叹！为什么
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呢？如果说人类有
回头路，那也只能是书了。读万卷书，就等于
在已经流逝的时空里去“流连忘返”。读的书
越多，也就等于逛的地方越多，见的世面越
多。书山有路，曲径通幽；学海无涯，回头是
岸。古往今来，成大事的未必都是饱学之士，
但唯独饱学之士才能解得个中三昧，那就是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当然，

我所谓的饱学之士，不包括那些“死读书，读
死书，读书死”的酸腐文人。读书明理、益智、
医愚，使人脱胎换骨，人怎么会酸腐呢？如果
读成一具僵尸、一根木头，那就适得其反了。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一句自私自
利到没有边缘、没有底线的话，只有用在读书
上，才勉强能释放些正能量吧。人，如果真
心“为己”，理性“为己”，就应该像吃喝拉撒
睡那样去读书。人如果把读书当成常态，不
说天天，起码月月与书为伴，书会给我们许
多意外的惊喜。可以说书山书海，书里应有
尽有，只要我们像蚕食桑叶、蜂采百花那样去
读书，必会如愿以偿的。困惑的时候，书会
帮我们纾解；寂寞的时候，书会陪我们聊天；
苦闷的时候，书会给我们的心宇敞开一扇窗
户，透透气，让氧气进来，让花香进来，让鸟语
进来。人活啥呢？当然是活心情。好心情从
哪里来呢？只会从书里去索取。有时候，用
书安抚心灵比大快朵颐更实用，更灵验，更容
易使我们获取快乐的种子。当然，读书不能
临时抱佛脚。不能像看病一样，病入膏肓了，
才寻灵丹妙药呀。其实书里就有灵丹妙药，
所以说书能医愚。古人说：“少壮不努力，老
大徒伤悲。”等记忆衰退了，再读书，那就晚
了！灵丹妙药也有保质期呢！ □张孔明

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书里有什么？？

走进《草房子》 自觉江湖已远

初次接触《草房子》是作为语文
教师教授语文课本节选《孤独之
旅》。我带着孩子们进入故事中，和
主人公杜小康一起，承受寂寞和孤
独。看夜晚天幕上的星星，听晚风
行走湖面，听鸭语苇叶呢喃……杜
小康陪伴着鸭苗成长、成熟、下蛋。
鸭子们长大了，杜小康变得坚强
了。我还记得，班上那个让人头疼

不已的“捣蛋王”，在分享阅读收获
的时候，如是说：“杜小康放鸭，他
自己也是一只羽翼未丰的雏鸭，生
活流放了他，也拯救了他。”说得多
么精辟！很难想象这话出自一个
孩子嘴里。我组织同学们进入《草
房子》阅读欣赏模式。一拨拨的孩
子带着从《草房子》获得的美好感
受走出校园，也把特殊的童年记忆
定格在灵魂深处。

今年暑期格外炎热，人们常说
心静自然凉，颇有些道理。用心阅
读能够在心灵世界制造一片绿荫，
获得清净如水的感觉。优美的作品
总是让人超脱出尘，置身于清凉惬
意的化外之境。是该读读闲书给大
脑降温，让心静下来。

多年来，我习惯于阅读纸质书
籍，而儿子喜欢阅读电子书。打开
书页，久违的气息扑面而来。陆鹤、
桑桑、细马、纸月、杜小康……故事
里那熟悉的面孔跃然纸上；草房子、
石拱桥、水车、草垛、湖汊水网……
熟悉的情节像电影镜头一一推出；
抢帽子、草垛爱情、玩火引燃草场、
会操上的出洋相、秃鹤独自一人的
哭泣、桑桑不小心丢失情书……熟
悉的场景浮现脑海。小说用“糖葫

芦”结构演绎了人情美、风俗美、故
事美、语言美，思想美，一切的一切，
无不展现了《草房子》独到而长久的
艺术魅力。再一次叹服曹文轩先生
的艺术表现力。

《草房子》是一部美好童年的凄
美挽歌，也是一部东方的《爱的哲
学》。作品笼罩着淡淡的忧伤。说
到这里，性格内敛的儿子竟也有所
触动，眼眶湿湿的。“那里的人真
好！真好……”他不禁喃喃地说。
小家伙也许从自身找到了秃鹤、桑
桑、杜小康的影子……合上书本，
我们默然静坐。就像置身月色溶
溶的夏夜，栀子花芳香馥郁，萤火
虫闪烁着飞来飞去，草木清香四处
漫涣，蛙鼓虫鸣如潮……袅袅的思
绪来到一条河畔，草顶木柱的凉
亭，暑热顿消，清凉入骨！

诚然，《草房子》也有拜金者的
不堪和丑陋。阴差阳错，美丽善良
的白雀姑娘和敬业负责的蒋老师擦
肩而过，让人扼腕叹息。少年世界
的小小“阴谋”和“恶作剧”，孩子们
看似“出格”的行为，乃天性使然，权
且当作“童言无忌”了。

其实，《草房子》也有江湖——唯
美而精致的童话江湖。 □舒添宇

无论曝日暴雨，还是清晨夕阳，
身处集市的一个小书屋里时常会出
现一个中学生站在书架前，双手捧着
一本翻开的书，贪婪快速地翻阅。这
种感觉，既满怀喜悦又忐忑不安，因
为这是在“窃读”。

那个中学生就是十几年前的我，
那个小书屋是靠近农贸市场东北角、
接近嘉陵江边的一家陈旧的租书书
屋。斑驳绿漆的木板门面、八九平方
米的商铺，加上各类书籍及学生辅导
用书也不足一千本的小店面，成了我
中学时代的精神乐园。

中学时期，学校学习节奏
紧，课外读物也有限，回到家里
也没有多少课外书，于是小镇上
这个小书屋就成了我常去的地
方。倘若在寒暑假，刚考完试，
我就会租一本厚书藏回家，然后
整天在自己的卧室翻看。时常
为了急于知道主人公的命运结局，就
废寝忘食般把自己关在屋子看，或者
点烛夜读，甚至端着饭回卧室也不忘
看书。有时眼睛看酸了，揉揉眼睛，
打着哈欠继续看，直到一口气读完。

其实，去小书屋“窃读”，更多的
时候是放学后，或者周末。利用短
暂的时间，提防着书店年近 60 岁的
老板极不满的情绪，接着上次的章
节继续看。有时也会遇到昨天正看
到兴头的“孤本”，在第二天却被人
买走，再也看不到后面的情节的憾

事。在这里，我看过《童年》《呼啸山
庄》《骆驼祥子》《围城》《林家铺子》
《茶馆》……还看完了《鲁迅小说全
集》以及金庸的武侠小说。看似闲
书，其实我中学期间最喜欢读金庸
的武侠小说，尤其是里面出现的诗
词曲赋、中医饮食文化及侠义情怀，
有时我还用小纸张摘抄下武侠小说
中出现的诗词。

作为一个以谋利为目的的租书
屋，书店老板自然会不甚满意“窃
读”者，颇有微词。可由于我的每学

期的学习资料都在他那买，加上寒
暑假期间时常在他那里租书，久而
久之他也能克制不满情绪。渐
渐的，高中功课繁重、学习任务
紧，加上升学压力大，去小书屋

“窃读”的时候越来越少了，也不
用在乎老板那张怒视相迎、极不
耐烦的表情了。

上了大学后，图书馆是我常
去的场所。在这里读书，不再担
心小镇租书屋老板的不满，可以
完全静下心，将书中的知识与自

己的经历、感受及零散的人生经验进
行验证，在读书中分清世间真伪，修
正人生坐标，加深理解和感悟，确实
是人生一大收获。

当我再一次走向小镇农贸市场
东北角、接近嘉陵江边的那家陈旧的
租书书屋时，书店老板已弯腰驼背显
颓废，店里图书越来越少，文学类书
籍早已不再更新，破旧不堪。店里顾
客很少，再也没有谁会来窃读了。而
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心的焦躁，
也很难静下心来细细品读，也再找不

回当年“窃读”一整部书后精神
满足、内心充实的感觉。

人学 始 知 道 ，不 学 亦 徒
然。在知识殿堂和阅读田垄之
间，脚踏泥泞，俯首躬行，不得
不在荆棘和贫穷中拓荒。洒下
的汗水，是青春，埋下的种子，
是理想。只有守在悉心耕耘的

土地上，才能在蓦然回首中静待收
获的时节。 □席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