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养不是随心所欲，唯我独尊；是善待他
人，认真地关注他人，真诚地倾听他人，真实
地感受他人。真正的教养来源于一颗热爱他
人的心灵。“己所不欲，勿施他人”是对教养的
最好诠释。

做一个有教养的人——这是人的社会责
任，同时，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份责任。这是个
人幸福的保证，也是围绕幸福、走向幸福的

“美好先兆”。
一个人的教养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也

不是单纯的礼貌，是一种习惯的积累，一种涵
养的综合。如果教养是花，而智慧则是不可
或缺的养分，智慧之于人是博爱与宽容，是充
满自信的风采，是情感的丰盈与独立，更是不
计较得失的平衡心态。

一个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但他的人格、
性情或许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简单
地讲，这就是教养。

教养，其实就是善于理解、善于接受的能
力，是对世界、对其他人保持容忍的态度。

教养，是日常生活细节中给人的一种印
象，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教养是道德
美的表现形式，它会随着岁月的增加，心灵的
净化而日益显示出它的光华。

教养必须要有酵母，在潜移默化和条件
反射的共同烘烤下，假以足够的时日，才能自
然而然地散发出香气。

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会信口开河，因为
他懂得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倾听是一种智
慧、一种修养、一种尊重、一种心灵的沟通。

平静是一种心态、一种成熟。
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能够自如地应用

公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内心和同他人交流，
并能妥帖地付诸文字。

一个有教养的人，除了眼前的事物和得
失以外，他还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远大的目
标。教养把人们的注意力拓展了，变得宏大
和光明。每一个个体都有沉没在黑暗峡谷的
时刻，当你跋涉和攀援中，虽然伤痕累累，因
为你具有的教养，确知时间是流动的，明了暂
时与永久。

教养是衡量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一张 X
片子。脸面上可以依靠化装繁花似锦，但只
有内在的健硕，才能经得起冲刷和考验，才是
力量的象征。

有礼貌的人并不一定都有教养，但有教
养的人一定有礼貌，礼貌和礼节，是有教养的
外在表现。礼貌不是做出来的，而是自然的
流露，你不让他有礼貌，他也做不到。但一点
礼貌都不讲的人，自然是毫无教养。

傲慢的人没有教养，偏激的人更没有教
养。所谓教养在温文儒雅，彬彬有礼，言语平
和，宽容谦让，安静守序，才有教养。

教养，就是从家教开始，经过优良的学校
教育，积累丰富的文化知识，培养完好的价值
水准，形成高度的道德品质，因而构造出一个
人的完整的内在精神体系。

有文化的人并不一定都有教养，但有教养
的人一定有文化，教养是高度文化的集中表现。

有教养的人，在得志和失意时都能表现

得达观和低调。而不幸的人，得志和失意都
可显出各自的俗气。

一个有教养的人，对人类种种优秀的品
质，比如忠诚、勇敢、信任、勤勉、互助、舍己
救人、临危不惧、吃苦耐劳、坚贞不屈……充
满敬重敬畏敬仰之心。

热爱大自然，要把它列为有教养的证据
之首，是因为一个不懂得敬畏大自然，不知道
人类渺小的人，必是井底之蛙，与教养谬之千
里。没有相应的自然科学知识，人除了显得
蒙昧和狭隘以外，注定也是盲目傲慢的。

一个有教养的人，对历史有恰如其分的了
解，知道生而为人，我们走过了怎样曲折的道
路。当然，教养并不能使每个人都像历史学家
那样博古通今，但是教养却能使一个有思考爱
好的人，知晓我们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有教养的人遵守诺言，即使遇到困难也
从不食言。对他来说，自己说出的话，就是应
当遵守的法规。

有教养的人善于分清主次，权衡利弊，不
会因为一点小的冲击或难言的心事而和朋友
断绝友好关系。

教养和绿色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懂
得与自然协调地相处，懂得爱护无言的植物
的人，推而广之，他多半也可能会爱惜更多的
动物，爱护自己的同类。

有教养的人知道仰视高山和宇宙，知道
仰视那些伟大的发现和人格，知道对自己无
法企及的高度表达尊重，而不是糊涂地闭上
眼睛或是居心叵测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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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观察FZ

看图说事FZ

近期虐童事件频出。最高检日前专门
下发通知，要求严惩侵害儿童犯罪。专项
通知明确“要依法从严从快批准逮捕、提
起公诉”“从严提出量刑建议”等，再次彰
显出我国司法机关对此类违法犯罪零容忍
的态度。

值得称道的是，本次通知加强了对被
侵害儿童的关爱和救助，提出“不得开警
车、着制服到被害儿童家中调查取证。要
推动侦查、审判机关对被害儿童实行‘一站
式’询问。”

打击虐待、性侵等犯罪的根本目的，在
于保护幼童，可在打击犯罪的同时，难免需
要有些幼童作为被害人身份参与到司法过
程中。遗憾的是，当前刑事诉讼法本就没
有系统规定对被害人的保护制度，对未成
年被害人保护规定，也仅有一条“对于未成
年被害人的询问适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被害人的相关规定”。这让有些被侵害儿
童动辄遭受被反复询问、信息被泄露等“二
次伤害”。

这次最高检通知要求的“一站式”询问

等，无疑是有的放矢。在此之前，类似尝试
在各地的公检法机关均不少见。如今年 11
月，全国首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由检察
机关与医疗机构合作建设的“一站式”未成
年人询问场所在宁波市鄞州区投入使用。
可各地的尝试，更多的是各地为阵、各机关
为阵。最高检在全国范围内提出要求，考虑
到其话语效力，显然意义重大。

的确，公检法需要“分工负责，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可在被害儿童保护领域，就
需要更加强调三机关的互相配合。为呵护

被侵害幼童，司法程序也本应更温软。
此次最高检的通知，是个契机，期待其

促使三机关在总结各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相对柔性的办案程序
予以固定化，这不仅包括对办案流程、细节
的要求，也包括人员配置、人才培养、如何预
防外界伤害等诸多方面，协力为被害幼童保
护提供“标配”；也期待各地能够在满足“标
配”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经济
状况，在设备、场所等方面为被害幼童提供
更舒适、优质的保护。 （新京）

曾先生家住深圳，2015 年 4 月，他的母亲
因病去世，此后，家人为母亲生前使用的电
话号码办理了停机保号。由于难抑对母亲
的思念，曾先生打算将亡母的手机号码作为
遗产继承，并继续使用。然而，在办理继承
时，曾先生却在移动公司、公证处之间多次
碰壁。经过多方协调，通过“特事特办”，目
前手机号码已经成功过户。

从处理这件事上就可以发现，即便当事
人在通信公司营业厅与公证部门来来回回奔
波，也并非被故意刁难。因为，这样的事情没
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具体的操作中，也就缺
乏相应的依据，这两个部门也“都是在按照自

身的流程办事”；但是，当面对越来越多的人
有类似的诉求时，这就不再是一个人的难题，
就需要在法律和政策上予以完善。

事实上，目前法律对虚拟财产的认定存
在空白，缺乏定价标准等。尽管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
规定，“民事主体享有物权、知识产权，法律
规定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
规定”。不过，相关操作标准的缺失，以及

“虚拟财产”法律边界的不清，也就容易导致
继承无形账号需求与争议的不断出现。

同样，随着互联网跟现实生活更多的结
合，微信号、QQ 号、微博等作为一个虚拟性

的产品，已然跻身“财产”行列，而一些号码
更可以说是“价值不菲”。比如，游戏里的虚
拟财产金币、装备等等，再比如微信公众号，
这些网络环境中的劳动果实，有一部分甚至
可以进行现金交易，在虚拟环境下使用这些

“财产”，所以法律应给予其保护。
虚拟财产的物权规定亟待法律予以明确。

诚如业界人士分析，若虚拟财产的物权归属能
得以确定，那么网络游戏、大数据等行业将获
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
能够有效保护虚拟财产所有者以及受益人的
权益。如此，类似于手机号难继承，需要“特
事特办”的现象才能消弭甚至是绝迹。（南都）

肉眼“鉴定”
据媒体报道，陕西榆林市子洲县食药监

人员在检查一商店时，仅凭肉眼观察，发现
一瓶苏打水饮料瓶内有小红点若干，于是对
商店老板作出行政处罚 5 万元决定。商店
老板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子洲法院认为，食药监局未经法定鉴定
机构检测鉴定几个红点为何性质物体，直接
通过肉眼观察认定为异物，属处罚证据不
足。判决撤销子洲县食药监局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 （法晚）

别让泄密
伤了实名举报热情

据媒体报道，实名举报湖北黄冈武穴
市一校长后，被举报人的朋友竟然将举报
信发到了举报人手机上，还打来数十个电
话和发来数十条短信。日前，湖北武穴信
访件泄露事件引发网络关注。

这是一起实名举报。举报人在举报
校长挪用公款问题的时候，留下了自己的
真名，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本来以
为，实名举报会比匿名举报的效果要好，
有 关 部 门 会 因 为 是 实 名 举 报 而 更 加 重
视。可是，让实名举报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被举报者获得信息之后，不断打电话、
发短信进行恐吓和骚扰。

最近这几年，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倡
导实名举报。实名举报的好处是诸多的：
一方面，实名举报有利于案件线索的梳
理；另一方面，实名举报可以降低“恶意举
报”的比例，倒逼大家举报案件线索的时
候增强责任感。倡导实名举报，其实就是
鼓励大家勇敢地向违法乱纪说不。

推行实名举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
是要保护好举报人的信息。然而，现实之
下，出现了不少“举报信泄密”的情况。一
些举报线索很可能因“被举报人已经有所
准备”而失去了价值。如何堵上“举报信
泄密”的漏洞？必须建立举报线索的保密
措施，让那些想泄露信息的人，没有通风
报信的机会；另外，必须想办法维护举报
人的安全。

实名举报是反腐倡廉提升效果的好
办法，千万不能让“举报信泄密”伤害了实
名举报的热情。 （法晚）

“拐跑”救命钱
太没底线

上千名癌症患者，在被许以高息后，给常以公益之名资助
他们的“爱心企业”南京海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不料公
司负责人“跑路”。

癌友本就是处在生命谷底的人，很多人生活困难，连他
们的救命钱都打主意，一坑就是千人，这怎一个“恶”字了
得。近年来，部分所谓投资理财公司动辄拿弱者下手，这绝
不可容忍。连癌友的钱都不放过，更是逾越了起码的底线。
对此除了依法从严惩治，惩前毖后，别无他法。 （新京）

消费者的“差评权”
不容侵犯

家住武汉青山的王女士因在网购后给了店家差评，其电
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被人公布到网络上，并因此陆续
遭到不明人士的短信和电话骚扰。

“差评权”是消费者享有的不容剥夺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
监督的权利。消费者作出的评价，只要没有明显的侮辱、诽谤
情节，商家均应保持容忍，这是其基本义务。商家泄露消费者
个人信息及他人恶意骚扰消费者的行为轻则构成治安违法，
重则构成犯罪。要健全信息保护机制，电商平台应充分运用
大数据，追溯打击报复消费者的商家并将其列入黑名单直至
踢出网购产业。也可采取技术手段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设
置一道屏障,让商家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差评者。 （法报）

莫任野蛮闹婚恶俗
一再重演

近日，一对兄弟暴力接亲的视频网络热传。视频中,一
男子手拿大铁锤将新娘家门砸烂，新娘姐妹团脸上“挂彩”。
警方人士称，事情发生在深圳松岗，但接亲的人是沙井人，

“这是沙井一带的风俗”。
作为一种传统风俗，闹婚应多些对优良传统的弘扬、少

些对公序良俗和法律的破坏。相关部门应加强宣传引导，促
进移风易俗，只要受害人要求追责的，就应严格追究涉事人
猥亵女性、侮辱他人、毁坏公私财物、扰乱公共秩序的法律责
任，决不姑息迁就。这样才能形成闹婚不该胡来、闹婚风俗
不是违法挡箭牌的社会意识。 （法报）

保护被侵害幼童，司法程序应更温软

虚拟财产物权规定亟待法律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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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日，我正在家写作，突然楼外收破烂的吆喝声打
断了我的思绪。我猛然想到家中还有很多废旧报刊，于是从
窗户探出头叫住他。这是一位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又带着一
脸沧桑的老人，蹬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一边吆喝一边还吹着
口哨。

我招呼老人进屋搬报刊。在与老人的闲聊中，我了解到
老人的身世。他是乡下人，他的老伴前年中风瘫痪，唯一的
儿子又遇车祸成为植物人，媳妇离家出走三年多至今杳无音
信。两个孙子一个在读中学，一个在大学念书。我不禁为老
人的悲苦命运而叹息。我说：“你家这么困难，村里怎么不管
呢？”“管，管啊，”老人说，“我孙子考上大学，村里就送来了
两千元。可小家有小家的难处，大家也有大家的难处啊。俺
村比我更加困难的还有，政府也难啊。我现在才七十多岁，
身子骨还算硬朗，收破烂的钱应付家中的开支紧巴巴的差不
了多少。哪能老是靠救济呢？”老人顿了顿又说：“让我高兴
的是两个孙子都很懂事，在校从不乱花钱，成绩也一个比一
个好。前不久，大孙子还拿到了学校的奖学金呢，我夜里想
着都开心啊。”说完，老人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闲谈中，老
人已称好斤两算好价，从一块破旧的手帕中取钱。我说：“这
钱我就不要了，算是给你孙子的助学费吧。”可老人坚持要付
我钱。他说自己虽然暂时困难点，但还能挺得过去。分别
时，老人自信地说：“等我孙子大学毕业就好了，我家的日子
也就能过得很红火了。”说罢，他收拾好车子，又一边吹着口
哨一边吆喝着收废旧品去了。

作家王安忆说过：“幸福就是自己觉得幸福。”一个人活
在这世上是否幸福，并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财富，也不在于他
得到了什么，而在于他是否感受到了生活中的幸福。有的
人，我们认为他很不幸，其实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感受着幸福；
有些人，我们认为他很幸福，其实他未必真正幸福。只要你
有一份知足常乐的心，幸福无时无刻不在你的左右。

爬在上山的路
一只蚂蚁的触觉
分成两边的露
当担着风声的重
一步带湿
一步似火

爬上去
风景在哪
往上看去
云织成一张网
往下看来
雾未成雨

一条扁担挑着耳语
蚂蚁有多少只脚
阿弟有两条

腿硬的撑住了
昨夜的缠绵
硬时是
往前的一粒相思豆
软时是
雾里云中
子孙的一条心路

一条比阿弟
更难的
爬山路

约有大半年时间没有参加同学聚会了。

在我的印象中，热衷于聚会的永远是那

几位事业有成的热心人。他们频频发起同

学聚会，有一年还请来了年逾七十的班主任

老师，端来一把木椅让老师端坐大厅，然后

照了一张大大的“全家福”。

几十年不见了，男同学老态龙钟，女同

学徐娘半老，完全颠覆了旧有的印象。努力

再努力寻找儿时的记忆，也不敢相信今天的

你就是从前的她。有些同学当官了，有些同

学当老板了，有些同学待遇节节攀升。有道

是 ，混 得 好 的 人 爱 聚 会 ，混 得 背 的 人 怕 聚

会。成功者口若悬河向他人介绍经验，可再

好的经验别人也是学不会的。偶尔有在外

地的同学归来，要见故旧，少不了增加一次

聚会机会。轮流把盏，倾吐衷情，有情没情

不知，但有衣锦还乡的感觉，自是错不了的。

我也注意到，有几位同学，聚会时自始

至终从没露过面。是没接到通知？还是压

根没联系上？抑或是不敢来，不愿来？然而

在这有头有脸的人生盛宴上，谁还会记得缺

了几张不生不熟的旧面孔！

有一位熟人曾向我诉苦，开始同学聚会

通知她，她就不乐意参加，多年不在一块，有

啥可说的？于是有人说她架子大了，看不起

同学了。那就去吧。坐在一块没二话，还是

说当年上课时，谁踢了谁一脚，谁打了谁一

拳的事，她觉得太没劲儿。后来便是轮流做

东吃饭。接下来又是谁的儿子结婚，谁的女

儿出嫁，谁家孙儿满月，邀请同学们凑个热

闹。她觉得平白多了这么多闹心事，纵不开

心也说不出什么。

往事如烟，尘缘似梦。聚散两依依，散

为旧梦，聚为新缘。谊为旧设，圈系新筑。

一切顺其自然。热衷于相聚者，大可把这聚

会的盛宴年复一年长排下去；厌倦相聚者，

不妨退回你的象牙之塔去洁身自好。各安

其位，各安其身，各安其心，便为至好。人生

苦短，聚散尽随缘。

扁担挑着的耳语
□冯 椿

静 悟 教 养
□万长松

会会
□
崇
公
道

聚聚

自己自己的幸的幸福福
□吴 建

芒花白
□符 力

芒花白，芒花白

从儋州回琼山，一路都不见苏东坡

只有芒花白，芒花白

小时候，我爱撕下一把把芒花

拿一支支芒秆来折手枪

做奔马

如今，我已无心扯芒草

也无心撕芒花了。

斜阳暮光里的每一片芒花

都是那么白，那么白

比我母亲那被岁月刷出来的满头银发

还要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