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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轻时比较，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原因是我的人生内容丰富了。我觉得自己

现在的时光是最美好的，岁月让我像红酒一

样沉淀缓释余香。内心不再有年少时的鲁

莽与冲动，懂得了冷静与坦然，学会了接纳

与适应。时间带走的只是我的外象，沉淀给

我的是内在的厚重。

60 多岁的人，已经过了大喜大悲的岁

月，已经过了伤感流泪的年华。人生一世，

无非是尽心，对自己尽心，对家人尽心，对朋

友尽心，对生活的这块土地尽心，既然尽心

了，便无所谓成败荣辱。很多事情便舍得

下，放得开，包括是非恩怨，金钱与感情上的

纠葛。懂得舍，懂得放，自然春风和煦，月明

风清。

什么是幸福？人生每个年龄阶段都有

不同的感悟。年过花甲的我觉得，幸福来自

一颗踏实安静的心，退休后没有上下不定的

忧虑，没有左右为难的恍惑，没有瞻前顾后

的算计，没有患得患失的犹疑，没有求爷爷

告奶奶的巴结。安稳笃定，从容淡然。不动

如山，宽广如海，坚如磐石，和如春风。

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

画什么宏伟的明天，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

事。用我的方式以我的韵律做自己热爱、让

心欢喜的事。

我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随遇而安，遇

事不急不躁，日子过得恬静平淡。

我喜欢过悠闲的生活，不与人计较，且

把周围我爱的人的幸福当成是幸福的基点。

我顿悟了，不再那么偏执了，对有些坚

持不再那么执着了。

我成熟了，好多看不惯的事情都能够视

而不见了，也学会了让舍得的和舍不得的都

随缘了。

我释怀了，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不

论是饮食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

我理解了，不要老是想依赖别人，更不

能奢望别人在你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站出

来，毕竟谁都不是谁的谁。

我知道了，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以

老卖老，谁都不欠你，所以你没有道理跟任

何人随便发脾气，耍性子。

我学会了，不要太在意一些人，太在乎

一些事，顺其自然，用最佳心态面对一切，因

为世界就是这样，往往在乎的事物面前，自

己会显得没有价值。

我领会了，与其总拿当年去提振自己的

信心，不如多感受一些今天，多解读一些现

在，更能增加对生活的热爱，对身心会大有

益处。

我明白了，地位和荣誉只不过是一个杯

子，而你的修养和品性才是你杯中的东西。

做一个有品位的优雅老人，过着有趣、健康

的生活。

我懂得了，人老了，要学会用包容去融

合痛苦，以淡定去接纳不快，拿宽厚去置换

抱怨，这样人生才会把握快乐的主流，掌控

幸福的旋律。

我想通了，要多理解宽容，休息身体，

放松心灵，养精蓄锐，云淡风轻，让身心和

谐有序，努力达到物我相忘，返璞归真的至

高境界。

母亲年轻时非常

好强，凭着一股子倔

强劲儿带领一家人把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父亲总说，家里功劳

最大的就是母亲。可

如今，母亲老了，身体

大不如从前，也再没

有从前的精气神儿。

母亲无比失落，常常

叹气说：“唉，人老了

就是不中用！”

我明白，母亲操

劳惯了，她在为这个

家操心劳力的同时，

也有满足感和成就

感。如今要她退出热

闹的生活舞台，一定

会感到沮丧和失落。

其实，老人也应该把

生活安排好，经常体

验充实感和成就感，

这样，他们才会觉得，

没有被生活边缘化，

永远保持活力。我决

定，帮母亲找回失落的成就感。

母亲有很多爱好和特长，她最喜欢的就

是养花。这个爱好有益身心，人常与花打交

道，也会越来越热爱生活。我给母亲买了很

多花，一盆盆的，有的开得正盛，有的含苞待

放。母亲一看就喜欢极了，把花安置在暖和

的屋子里。我说：“妈，卖花的说了，这些花

养好了不容易。不过凭你的经验和技术，一

定能把这些花养好！”母亲胸有成竹地说：

“放心吧，那次你姨给的那盆兰花，说是特别

不好养，可到了我的手里，它长得好模好样

的，马上就要开花了。”

果然，即使最娇气的花，母亲养起来也

游刃有余。这让她很有成就感。后来，我发

动亲戚们来向母亲讨教养花方法。母亲很

慷慨，不仅传授方法，还赠送出去不少花花

草草。我对她说：“妈，这叫‘赠人玫瑰，手有

余香’。”母亲听了，非常开心。家里人来人

往，热闹了许多，大家又都夸母亲心灵手巧，

母亲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幸福感与成就感。

帮母亲体验成就感，除了让她发挥特长

之外，还应该让她像以前一样，参与到大家

庭中来出谋划策。

不久前，我的外甥准备结婚，姐姐本来

想，母亲年纪大了，有什么事就不让她操心

了。我对姐姐说：“那样不行，这喜事怎么

办，都要跟妈商量商量。老人经验丰富，尤

其是咱妈，帮很多家张罗过喜事，一些习俗

她最清楚。听她的，保准错不了。”姐姐也觉

得我说的有道理。于是，从外甥的婚礼筹

备，直到他结婚后媳妇回门等诸多事宜，母

亲都参与了意见。尤其是婚礼当天的安排，

母亲一条条说，然后让姐姐写下来，一一照

着去做。那场婚礼，热闹、隆重，气氛一直是

欢乐祥和的，没有出现丝毫纰漏，宾客们都

特别满意。姐姐高兴地对母亲说：“妈，没想

到你还真有两下子！我都想不了这么多事，

你样样都想到了，比我的脑子好使多了！我

觉得，你一点儿都不老！”母亲听了姐姐的

话，脸上又浮现出满是成就感的笑容。我看

在眼里，喜在心上。

母亲感到快乐和幸福，我们的大家庭就

更加和睦、融洽了。我和姐姐经常对母亲

说：“妈，咱这一大家子，离开你真不行，你就

是我们的主心骨！”母亲感觉出她的重要作

用，很开心。后来，母亲变被动为主动，还开

始积极主动地发挥自己的价值，参与到我们

的各种活动中。

看着母亲每天快快乐乐地生活，我非常

欣慰。

散步之乐
□雨 凡

散步，是健身的好方法，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更是精神

的漫游。我钟爱散步，一年四季，每天我都坚持到户外散

步。边散步，边赏景，其乐悠悠，其趣无穷。

我喜欢在清晨散步，蓝天白云，林荫道边小草葱郁，野花

芬芳，每一丝呼吸都会感到惬意。我喜欢在傍晚散步，心情

会特别闲适。看着路边蹒跚行走的老人，摇摇摆摆学步的小

孩；看着树下的一棵小草，地上的一片落叶，都能激起我无限

的感动。我也喜欢到郊外的山林间、小溪边散步。杳无人迹

的旷野上，心变得像蓝天一样广阔。

散步之乐，乐不胜言。散步，使人拥有虚怀若谷的恬静，

飘然若仙的儒雅。散步，既能呼吸大自然恩赐的新鲜空气，又

能忘却名利的纷争，进入宁静淡泊的境界。散步，如诗之意境，

画之情愫，文之底蕴。

诗二首
□坤明

木棉花开
初春时节

生命中第一声哭啼，冲破

倒春寒的困扰

绿叶为鲜花开道

打开季节涌动的骨骼

身体游荡在时光之外，如春水

拔节滋长，一次次浪涌

仿佛重塑一次次生命

英雄的花开在英雄的季节

为英雄所开

我听见所有的姿势

都是向心的力度

水 手
——致自己

百米长河

我泅渡了半生

三分之一给了月光

三分之一归迷雾

只有三分之一的浪涌部分

我留给了自己

我不是时间的坐上宾

没有轮船，也没有渡口

只要一双手笨拙的手脚，用来

泅渡

往往春潮泛起的时候

我忘记了鲜花，也忘记了泪水

甚至忘记了自己

我时常把自己按放在一首诗的

一个动词与一个叹词之间

我向往海洋

也迷恋奔腾不息的大河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乐于用灵魂摆渡自己

一生的人

花甲之人致自己
□万长松

物候转换到冬天，季节宛若脱胎换

骨一般，变得寂静安恬。像熟睡的孩

子，心思洁白，纯净安然。只是玩累了，

收起活力和光芒，歇一歇，养养精神。

静静的，寂寂的，一点儿也不寂寞。

郊外的旷野上，也是一片寂静。说

旷野而不说原野，是有缘由的。冬天的

景致称得上一个“旷”字，又悠远又开

阔。一向默默不语，扎根旷野的树更加

岑寂了，擎着或粗壮或纤细的枝丫，朴

拙地望着四围。叶子落光了，远远地却

看到有鸟巢稳稳当当地屹立于枝杈间，

小小的灰色的房子，寂静无声。

抬头望天。野旷天低树，灰茫茫的

寂静，无云，无鸟，无飞禽。天似穹庐，

低低地盖过来。又极像一床厚被，覆盖

着大地上的万物，休养生息。

冬天了，该收藏的收藏，该冬眠的

冬眠。大街小巷也寥落了，寂静了。做

铁板烧生意的那家关了门，回老家过冬

去了。门前寂寂的，结了一层冰。昔日热闹的盛况，桌子摆

了半条街，笑语欢颜，推杯换盏，似在眼前，似乎又很渺远。

一场雪下来，银装素裹，冬天就更寂静了。“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犬的吠声与“鸟鸣

山更幽”一样，让风雪之夜愈加静寂了。倘若有雅兴，亦可以

学学张岱，兴致起时，到湖心亭看雪，欣赏“天与云与山与水，

上下一白”的美景。冬天的寂和静，冬天的空阔与包容，你大

可任性一回，雪夜访友，湖心赏雪。

冬天是寂静的，天静，大地静，树静，雪静，人静，一切都

是静的。冬天是不寂寞的，世上的万物都在它的寂静里寂静

了下来，默默地陪着伴着它。聂鲁达在一首诗里写：我喜欢

你是寂静的，好像你已远去。你的沉默明亮如灯，简单如指

环。你就像黑夜，拥有寂静与群星。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

默，遥远而明亮。这恰恰也是我想对冬天说的私语。

寂
静
的
季
节

□
耿
艳
菊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琼 9003 民初 8386 号

唐进新（身份证号码：460029195201061418）：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杰谟与被告唐进新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函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上午 08 时 30 分在本院第

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儋州市人民法院

二 0 一八年二月八日

遗失声明

澄迈大丰李霜惠挖掘机租赁服务部行政公章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澄迈县公安局长安派出所行政公章因损坏，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品骏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联
与进项联，代码为 4600163130，号码为 03880103，特此声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2 月 7 日发布，自
2018 年 2 月 8 日起施行。为进一步推动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确保行政纠纷获得实
质性化解，该解释作出了多方面的规定。

行政诉讼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司法权
的介入，打破传统行政管理中“官强民弱”的
格局，将行政机关置于与普通公民、组织平
等的地位，由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
查，通过肯定依法行政，否认或直接纠正行
政违法行为，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
若是“告官不见官”，被诉行政机关仅仅

只安排律师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躲在幕后
不愿或不敢出庭，行政诉讼制度的监督、平
衡功能无疑将大打折扣。同时，这也不利于
法院全面了解案情，还可能因为受委托律师
不了解情况、“做不了主”，严重影响司法效
率，甚至容易激化矛盾，直接影响到矛盾的
化解和问题的解决。

正因此，2014 年实施的新《行政诉讼法》
确认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其中

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
人员出庭。”而这项制度也被各界普遍称为

“首长出庭制”。2015 年实施的《行诉法解
释》，也把“行政机关负责人”界定为行政机关
的正副职负责人。不言而喻，单位的正副职
出庭应诉，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行政权对司
法权以及人民群众的尊重，也能够让行政首
长较为真切地感受到本单位执法状况。出席
庭审，对于首长而言也是一堂法治课。一时
间，首长出庭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人们逐渐

地把“告官见官”等同于首长出庭。
事实上，“告官见官”本就不应囿于首长

出庭，若是一定要强调或者突出单位的一、二
把手必须出庭，这不仅没有现实基础，同时也
未尝不是官本位、权力迷信的另一种表现方
式。而本次司法解释立足于现实，对于该项
制度做出了多方面完善，将为“告官见官”全
面照进现实提供细化且务实的机制保障。

不囿于首长，这正是“告官见官”制度的
理性回归，新司解为“告官见官”给出了一份
较为完善的制度架构。 （北青）

砍伐“干枝”
据媒体报道，接近年关，北京进入

年宵花销售旺季，曾被抵制并禁止销售
的“干枝杜鹃”悄然走俏。不少人在朋
友圈和微博晒出奇景：买回家时只是不
起眼的枯枝，几天后却“起死回生”开出
淡紫色花朵。专家表示，这种“干枝杜
鹃”实际上采集自野生杜鹃，“如果大部
分 枝 条 被 采 集 ，植 株 可 能 1-2 年 内 死
亡”，而且大规模的商业砍伐可能破坏
当地生态平衡。 （法晚）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新版《北京市中
小学学生奖励和处分办法》。办法规定，对
于高中生有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
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他人造成严重伤害
或影响恶劣的将予以开除学籍处分。

根据我国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学
校享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
或者处分”的权利。不过，所谓处分包括哪些
内容和具体做法，教育法却并未作出明确规
定。而在北京的新版办法中，最突出的变化
就是扩大了高中阶段可以开除学籍的行为种
类，将校园欺凌纳入了可以开除学籍的范围。

校园欺凌，往往具有散发、偶发和不确
定性的特点。这就给校方处理相关事件带

来了一定难度。过去，应对欺凌事件，校方
通常的选择是进行教育警告处理，手段并不
强硬。甚至有一种声音认为，欺凌问题不过
是“成长的烦恼”。这样的观点将校园欺凌
与孩子们的嬉戏打闹混为一谈。事实上，很
多未成年在欺凌过程中常常采取暴力和胁
迫的手段，性质十分恶劣。

虽然，舆论始终对校园欺凌事件高度关
注。不过，保护青少年免受欺凌的侵扰，仅
仅依靠口号式的呼吁是远远不够的。新办
法的规定，使得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后，校方
有章可循，可谓将解决办法纳入了法制轨
道。这一变化，显示出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寻
求治理校园欺凌的新思路、新办法。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本就是校方应该遵循的原
则。另外，对于何种情形、适用何种纪律处
分，该办法授权北京各区教委特别是学校根
据办法制定实施细则。也就是说，该办法让
学校在对学生奖励和处分时，有了一定的自
由裁量权。如此一来，校方便可在法律框架
内，灵活处置相关问题。

当然，此举终究是事后的惩戒。如何在
事前进行有效的预防工作，有待社会各界继
续调查和研究。我们期待更多细致、专业的
法律法规出台，让校园欺凌无所遁形，直至
销声匿迹。毕竟，要让阳光洒满校园，给所
有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最有力
的武器必定是法律。 （法报）

试题雷同
不应止于道歉

河南淅川县期终考联考的试题，与邻县西峡县两天前的

试题几乎完全一致。连日来，事件引发关注。6 日，淅川县

网信办回应称，事发与个别教研员“工作粗心”相关，并面向

社会致歉。

这一试卷“雷同”之所以发生，事实上是当地教育管理部

门没有认真履职、相关职责“全面失守”的一种结果。就此而

言，此事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又未尝不是考核当地政府教

育部门工作作风的一份“试卷”。而面对这样一份“试卷”及

其不堪的“考试成绩”，当地教育部门要做的显然远不止是简

单的“面向社会致歉”，以及仅停留于表面文字的“作风纪律

整顿”，在此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

任，依法依据问责追责，如据教育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

办法》“违反保密规定，造成国家教育考试的试题、答案及评

分参考丢失、损毁、泄密，或者使考生答卷在保密期限内发生

重大事故的，由有关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责任人和有

关负责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北晨）

惩处年货欺诈
不能靠秋后算账

过春节是中国人的大事，之前自然少
不了各项准备，除了采购在过年期间用的
各种年货，许多人还要准备走亲访友时赠
送的礼品。不少商家看透了消费者注重
春节礼品美观、包装精美的消费心理，为
赚取年货销售市场利润的“一杯羹”，不惜
在以假乱真、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等欺诈
方面动起歪念，令广大消费者防不胜防。

毋庸置疑，不法商家在年货销售中
的以假乱真、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等欺诈
恶行，已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
于公平交易的规定，损害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必须依法对其当头棒喝。对于
不法商家这些欺诈消费者恶行的惩处，
以往大多都是监管执法部门在事后接到
消费者投诉后才开出严惩罚单。这种秋
后算账式的严惩，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
有效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也要看
到，事后的严肃惩处并不能有效遏止不
法商家欺诈消费者恶行的再度发生，这
也是近年来春节期间年货采购投诉率居
高不下的症结所在。针对这种情况，要
实现对春节年货销售中不法商家欺诈恶
行 惩 处 的 标 本 兼 治 ，还 必 须 将 监 管 前
置。也就是说，在高度重视事后追究不法
商家欺诈恶行责任的同时，还应未雨绸缪
地对不法商家欺诈消费者的短视行为进
行预先防范，从而有效地将不良商家的欺
诈恶行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不仅有助于
降低监管执法成本，而且有助于维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杜绝不法商家
在年货销售中的欺诈恶行。 （法报）

“告官见官”不应囿于首长出庭

治理校园欺凌应纳入法制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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