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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观察FZ

看图说事FZ
宠物寄养

记者调查发现，宠物寄养市场在春
节期间存在普遍提价现象，但提供的服
务却并不专业，比如宠物在宠物店遭遇
断粮现象。店家与宠物主人也不签订协
议、不要宠物健康免疫证明。

当下养宠物的人可谓越来越多，春
节期间外出，家中宠物谁来照顾？这其
间蕴藏着巨大市场商机。可宠物寄养却
存在着诸多问题，这需要进一步规范，也
需要监管跟进。 （新京）

据媒体报道，湖北恩施州建始县长梁镇
榨茨河村村民王某某为母亲庆祝 70 岁生日
整酒，当地村支两委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
下发取消低保的处理决定。《关于取缔王某
某家低保的公示》提到，“按照长梁镇推进移
风 易 俗 文 明 乡 村 建 设 禁 整 无 事 酒 的 要 求
……我村 7 组村民王某某，为其母亲整 70 周
岁生日酒(无事酒)”“根据村规民约禁整无事
酒的规定，经村支两委研究决定，取消王某
某一家三口人的低保待遇”。

王某某不听村干部劝阻坚持要整生日酒
的确不妥，当地通过禁无事酒移风易俗也是可

行的，问题在于，用取消低保这样一种方式对
王某某进行惩戒值得商榷。农村低保的发放
和取消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程序，本质上与是否
办无事酒无关。如果因为办生日酒就被取消
低保待遇，那么将会消解低保政策的权威性，
进而可能影响到脱贫攻坚等工作的开展，也不
利于当地农村法治建设完善、治理能力提升。

纵观这一事件始末，村支两委能拿出说
得过去的理由，或许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内
情，但给人的总体感觉就是处理得比较生
硬。无论是移风易俗还是村规民约，都属于
柔性之治，需要一段时间去推进，还需要村

民真正从内心深处认可。村支两委以及更
高级别的地方管理者，不能操之过急，更不
能将其视为一项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否则
将适得其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乡土
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
的行为规范”。从传统社会行为规范来说，
不给 70 岁的母亲庆祝生日是说不过去的。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乡土社会的种种特征在
逐渐淡化，但是农村礼治的根基仍在，尊重
礼治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乡村振兴战略持续
推进，诸如农村低保这样依托于现代法治的

制度、政策、措施会越来越多。从农村外部
环境来看，技术、资金、信息都在加速流动，
与传统风俗文化的碰撞日趋频繁。面对农
村地区的巨大变化，需要充分认识到移风易
俗的重点之一是追求传统礼治与现代法治
的有机融合，推动移风易俗与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齐头并进，在农村社会经济走向现代
化的同时，实现农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
代化。如果在移风易俗过程中随意使用一
些非常规的惩戒手段和急于求成的方式方
法，有人为割裂礼治与法治之嫌，对于农村
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明显弊大于利。 （法日）

春节出游游客
需以礼自律

新春佳节，许多人要备上年礼，探亲
访友，也有不少人选择旅游过年。在安排
旅程、打点行囊之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携

“礼”同行，文明出游。
珍惜生态环境，维护公共卫生，遵守

公共秩序，爱护公物文物，出门问禁，入乡
随 俗 …… 这 些 旅 游 礼 仪 规 范 被 普 遍 遵
守。但是，游客中总有“害群之马”：或随
地吐痰、乱扔垃圾，或攀折花草名木、涂刻
建筑古迹，或争座插队、横行霸道，更有甚
者稍不顺心就破口大骂，挥拳相向。

这些行径与旅游的本质背道而驰。
现代旅游产品具有公共属性，无论是免费
还是收费，基本都不排他。因此，游客失
礼甚至无礼的行为，就是越界侵害他人权
利。只有具备审美意识的人类，才会惊叹
于自然奇观，感慨于历史遗产。文明愈进
步则旅游愈发达，相形之下，无礼之举愈
发显得格格不入。

在人人都有摄像机、人人都有麦克风
的当下，游客不文明的行为每每引发公众
强烈不满，无礼游客极易“被网红”。同
时，旅游主管部门实施的黑名单制度也让

“恶客”无所遁形。这些都是文明旅游所
必需的外部约束，但要消除不文明现象，
关键还在于每一名游客以“礼”自律。

礼仪是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而旅游
中有着大量的人际交往。对他人多一分
谦让，他人也会回报一分尊敬，若自我膨
胀一分，也会被他人小看几分。游客有礼
的言行举止理应成靓丽风景线。 （人法）

最近几年，网红食品大行其道。为了买
到一杯奶茶、一块蛋糕，人们愿意花上几个小
时排队，甚至出高价从“黄牛”手中拿货……
这已经成为时下许多年轻人的饮食新时尚。

在互联网时代，食品销售方式发生巨变，
销售渠道也更加丰富。网红食品的最大共性
是对“流量”的娴熟驾驭。借力人际传播和社
交媒体，许多网红食品凭借新奇的概念和独
特的形式，受到众多消费者的追捧和喜爱。

网红食品走红，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不
断变化的新消费需求，体现了商家在激烈市场
竞争中的创新精神，值得鼓励。但必须注意到
的是，部分商家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无视食品安

全问题，一些网红食品借助网络平台隐蔽销
售，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患。从网红饮料“咔哇潮饮”被查处，到热卖的

“三只松鼠”开心果产品被查出霉菌超标，再到
网红餐饮店“一笼小确幸”发生食品中毒事件，
网红食品质量问题频发，令人心忧。

对于网红食品来说，食品安全“红线”是
其生存之本、发展之源。只有严格守住这根

“红线”，网红食品才能破除“昙花一现”的魔
咒，获得长远的发展。

要想让网红食品“红”得健康、“红”得长
久？各方需形成合力。2018 年 1 月 1 日，《网
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

施，走出了规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保证
餐饮食品安全的关键一步。监管部门要加强
对网红食品的监管，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警惕某些“黑作坊”摇身变为“网红明星”，切
实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同时，商家也要严守
职业道德，真正认识到质量才是长久经营之
道，从源头把好关、守好门，让消费者对网红
食品始于颜值，俏于口味，最终立足质量。对
消费者来说，要擦亮眼睛，理性消费，不盲目
跟风，保持自控力、辨别力和判断力。

食品安全问题关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严守安全“红线”，让网红食品成
为“真金”网红而非“镀金”，才是正道。（人日）

网红食品需严守安全红线

禁燃区放烟花
向警方挑衅超越底线

近日，据媒体报道，为了在视频平台上吸引更多粉丝，江
苏常州一女子嵇某在禁燃区里顶风燃放烟花，还发布公然挑
衅常州警方的言论。结果，没得意多久，警方便找上门了。
此后，嵇某因寻衅滋事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5 天。

常州女子嵇某在禁燃区燃放烟花已属于顶风犯案，还将
此行为通过网络发布，且有向警方挑衅性的言论，既置公共
利益于不顾，也僭越了法律底线。

追求网红效应固然是每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但若以违反
法律法规和道德底线为前提，既是对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缺
少敬畏，更是个人价值观出现了扭曲和偏差。稍加盘点不难
发现，为了吸粉、当网红，做出“禁燃区燃放烟花发视频挑衅
警方”类似行为的人不在少数。

网红效应表面上是围观效应，核心是经济利益。巨大的
经济利益，让普通人看到了发家致富的机会。这也给不少人
造成了一种假象，只要你的表现足够吸引眼球，被关注的流
量就可以迅速套现成为可期的财富。但是，靠哗众取宠、剑
走偏锋甚至违法乱纪行为吸引眼球，即便短期内能获得流量
与关注，也注定难以持续，反而会成为个人负资产。 （新京）

“明星同款”走红
侵权问题不容忽视
央视春晚播出后，记者发现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蹭热

点，以“李思思同款荧光口红”“马丽同款大衣”为推荐语来

推广商品，其中不乏山寨产品。

山寨“明星同款”出现在电商平台的现象其实早已有

之。其实，消费者在购买的同时也心知肚明，这些所谓的山

寨“同款”，只是“样子货”。与明星所穿戴的物品比起来，这

些“同款”只是在颜色、样式、款式上的“照虎画猫”，在质量、

质感上显然无法与真品相提并论。

如此看来，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商业行为，颇有“一

个愿打，一个愿挨”之感。但是，二者的你情我愿之间，却是明

星肖像权与被山寨厂家商标专用权、外观设计专利权难以得

到保障的尴尬现实。长此以往，显然不利于对品牌的保护。

此外，虽然消费者想少花钱赶时髦、追赶潮流的心情可

以理解，但是，从长远来看，并非一种理性的消费行为。比

如，“李思思口红”走红后，从电商平台花很少的钱就能购买

到同款产品，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如此低价购买的产品是否

质量过关，也值得引起警醒。

对于这种行为，电商平台也该引起重视，加强监管，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进一步规范商家的行为，保护消费者利

益。 （新报）

移风易俗不能操之过急

婚姻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两个平等的
个体以爱情为基础而结合，在生活上相扶相
持，在思想上相互依恋，在心灵上互为归宿。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是经历风雨的
洗礼之后，彼此仍能心灵交流，彼此慰藉，彼
此滋养，彼此成就，双修以偕老。

真正幸福的夫妻懂得，爱意味着接受对
方的缺点。他们知道，任何改变都起步于现
在的状态，所以得先宽容对方的缺点。

婚姻其实是一门没有老师的外交关系
学，包含的内容又不止外交这么简单，经济、
道德、品行、个人魅力等等

婚姻的幸福需要相互间的理解、信任、
关心与沟通，同时更需要双方在性格上取长
补短，相融相合，如此，才是维系婚姻幸福的
坚实纽带。

婚姻可以是围城，也可以是一座美丽的
庄园，小桥流水，绿树成荫，让你不再想出
逃。而想要打造美丽的庄园需要园丁用心打
理，而这园丁正是身处婚姻中的夫妻二人。

夫妻等于两块有棱角的石头放在一个罐
子里，不可能不摩擦生响。偶尔的吵吵，不足
为虑。在吵架中，双方可学到适应之术。

和谐才是家庭乐章、尤其是夫妻关系的主
旋律。奏出和谐之美的音节，则是长期的共同
生活所自然形成的理解与默契，信任与体谅，习
惯与适应，责任与义务，同舟共济，相濡以沫。

维持一段婚姻，或是说让这段婚姻有质
量、有生命力，这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而其中
绝对离不开的便是双方的宽容，理解和支持。

夫妻过日子就要像筷子一样，一是要惺
惺相惜，谁也离不开谁；二是能同甘共苦，什
么酸甜苦辣都能在一起尝，这样的婚姻才能
天长地久。

婚姻中我们敬佩两种人：年轻时陪男人
过苦日子的女人，年长时陪原配过好日子的
男人。前一种是爱的代价，后一种是婚姻的
责任。

婚姻的难处在于我们是和对方的优点
谈恋爱，却和对方的缺点生活在一起。

婚姻永远不会十全十美，不管人类怎样
想方设法地改变它。婚姻是一种妥协，需要
大量的忍让、同情和相互间的理解。

婚姻，那是一艘性情相互协调的船。男
方性情高涨时，女方就不要使性子；女方性
情激越时，男方就应当委婉。在包容与被包
容中，爱才会得以永恒。

婚姻的真谛，不在于代表爱情永恒久远
的闪亮钻石，也不在于微笑到天荒地老的华
丽婚纱照，而是像这惯常上演的捕蚊行动，
日复一日的琐事，却有着平凡生活的况味。

婚姻就像瓷器，可以经历长年的风雨侵
蚀，却经不起一次恶意的摔打。

理想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交叉重合的两

个圆，即有相当比重的相容性，又有一定的
独立部位。

婚 姻 是 永 恒 的 主 题 ，也 应 恰 当 地“ 核
算”。婚姻不是“1+1=2”，而是“（1-0.5）+（1-
0.5）=1”，这一算法是颇具匠心的：两个“1”的
简单相加，显然不及两个“半球”合为“一”体。

婚姻是一个空盒子，需要遵守它的法
则，不断往里面放入宽容、爱、关心、理解，才
会让它变得丰满，从而生出幸福的香味。

夫妻之间长期在一起过日子，哪有不争
执的时候，忍耐了，宽容了，爱情就美好了，
任性了，记仇了，爱情就悲剧了。

夫妻之间要包容对方的美与丑、快乐与
忧愁，愿意盟约以一生去接受及爱护对方，
无论将来或顺或逆、或雨或晴、或福或祸。

夫妻感情需要谅解去护理，需要理解去
沟通。

婚姻总是从完美开始，并希望一直延
续。这种心态让我们很难接受婚姻中的瑕
疵，我们往往会因为一点瑕疵而大发雷霆，
双方都会迅速产生失望，这样婚姻就岌岌可
危了。为了长久的发展，在婚姻一开始就要
想到，婚姻总是从完美开始，逐渐走向不完
美，完美的婚姻是相对的。

在处理夫妻关系时，应该多失去一点
“我”，先想到“我们”，使“我”融入“我们”之中，
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必然带来包容与和谐。

我有一个风铃，是朋友从欧洲带回来送
我的，风铃由 5 条钢管组成，外形没有什么特
殊，特殊的是，垂直挂在风铃下的木片，薄而
宽阔，大约有两个手掌宽。

由于那用来感知风的木片巨大，因此风
铃对风非常敏感，即使是极轻微的风，它也
会叮叮当当地响起来。

风铃的声音很美，很悠长，我听起来一
点也不像铃声，而是音乐。

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
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

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
的，但风铃使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

声音。
对于风，风铃是觉知、观察与感动。
每次，我听着风铃，感知风的存在，这时

就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如风一样地流过，几乎
是难以掌握的，因此我们需要心里的风铃，
来觉知生命的流动、观察生活的内容、感动
于生命与生命的偶然相会。

有了风铃，风虽然吹过了，还留下美妙
的声音。

有了心的风铃，生命即使走过了，也会
留下动人的痕迹。

每一次起风的时候，每一步岁月的脚
步，都会那样真实地存在。

十几年前

我的父亲和母亲

来城里看病

黄昏时

我在小旅馆的门口

一家一家地找

直到门前有棵槐树的那一家

门开了

槐树的叶子很茂盛

几乎完全罩住了

瓦片和门楣

那些叶子，也罩住了

我的母亲藏着病灶的身体

他们就在两片叶子后面

推门出来

面前是

槐花一样盛开的

他们正上高中的女儿

宝剑有双锋。
人生中有很多事也都一样。
刺猬只有刺，没有皮毛，在寒冷时只

有互相依偎取暖，但也经常会刺痛对方。
“我们靠在一起，虽然不冷了，可是

会刺痛彼此；不靠在一起，虽然不痛，却
会冷。”这是一种说法。

“我们靠在一起，虽然有点痛，却不
冷了；不靠在一起，虽然有点冷，却不痛
了。”这是另外一种说法。

人也像刺猬，有的悲观，有的乐观；
有的只想到痛苦的一面，却忘了人生中
毕竟还有欢乐。

我看电影，总喜欢快乐的结局；我看
小说，总喜欢欢乐的结束。

我自己写作时也一样。
我总觉得，人生中不如意、不快乐的

事已够多，不需要我们再去增加。
喜剧所表达的，也许永远不如悲剧那么深刻；欢乐的意

境，也许永远没有悲伤那么高远。
可是我宁愿让别人觉得我俗一点，我宁可去歌颂欢乐，

也不愿去描述悲伤。
不管怎么样，阳光普照着的大地，总比灯火阑珊处好。

人生路上，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对视”。
小时候，我住在嘉陵江边，夏天喜欢在河里撒欢。有一

次，扎完猛子钻出水面，看见一只不知名的鸟停在离我三十厘
米远的水草上，白顶红喙，双目黝黑，我呆住了。等我缓过神，
它已腾空飞起，消失在天际。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是远方。

拍《龙门飞甲》时，沙漠的戏份颇重，整个人筋疲力尽，
困顿不堪。某天傍晚收工，我无意中一瞥，塞外狂沙无际、残
阳如血，心里一动，猛然升起一个念头，想做一个好演员。

去年夏天，我和志愿者去香格里拉行走，一行人攀上海拔

四千二百米的那古崩顶。站在山顶上，四周雪山环绕，如在云
中行走。突然，太阳刺透乌云，整个山谷光芒万丈，如被上苍
加持。我伫立良久，看阳光照耀万物生灵，如同照亮心性。

我一向认为，外表谦逊温和的人，内心大多坚定有力。
内心境界在山上的人，不会认为自己在山上，更不会用所谓
的高姿态去俯视众生。他们更谦卑，更懂得低入尘埃，更有
温度，更富有同理心。

生命的意义究其本真在于漫长道路中的内心修行。在
所有的结伴同行中，善良的“对视”是灯火，有灯火处就有力
量。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内心，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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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 视视
□□陈陈坤坤

□□离离离离

槐
花
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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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尖跳跃排山倒，

如履平川逐浪高，

冲浪湛蓝清水湾，

青蜒点水戏弄潮。

浪里飞舟摩托艇，

逆来斜风帆板摇，

海面天然运动场，

等闲视之走一遭。

弄潮弄潮
□□姚远姚远

风风
□□林清玄林清玄

铃铃

沉悟沉悟婚姻婚姻
□□万万长松长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