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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念斌赔

偿诉求被驳回，

其中所引申出有

关于国家赔偿的

标准问题，也值

得反思。现有的

国家赔偿法规定

的赔偿是法定损

害赔偿，而非实

际损害赔偿，也

就是说，并不是

所有的损失都能

得到赔偿。换言

之，按照这一赔

偿标准，很可能

冤案受害者所遭

受的实际损害，

远远大于国家赔

偿的金额。

跌宕两年之后，念斌国家赔偿数额终回原
点。记者获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近日作
出决定，驳回念斌的申诉，认为福建省高级人民法
院此前119万元国家赔偿决定并无不当。念斌申
请已久的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等未获支持。（中国
青年报）

作为近年备受关注的平反冤案中，唯一向最
高法就赔偿决定进行申诉的，念斌案赔偿后续引
发的关注，并不亚于此前的无罪判决。现在，结果
终于在两年后给出，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驳
回念斌的申诉，维持原有的赔偿决定。但此案中
的种种问号，却并未被拉直。

赔偿之外，要求对自己的“犯罪嫌疑人”身份
进行“摘帽”是念斌向法院申诉的另一个重要诉
求。公开报道显示，念斌被判无罪9天后，福建公

安便再次将他列入“犯罪嫌疑人”，其出入境随之
受到限制。目前，被判无罪近三年的念斌仍顶着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这显然是对无罪判决这一
“迟到的正义”的打折。

2016年，最高法与福建有关公安、司法机关就
念斌“摘帽”问题做了多次协商工作。然而据念斌
家属反馈，有关部门先是同意10年内解决，但念
斌方面要求在两年内解决，结果因为对方不同意，
而没有达成一致。耐人寻味的是，被判定为无罪
的念斌，到底能不能再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难
道只能靠协商来认定？有关部门同意10年内才
能“摘帽”，这一要求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

更为蹊跷的是，据念斌家人所说，在申诉复查
期间，有关部门曾组织协商，福建方面一度同意在
119万元之外另补偿100余万元，但因为在去除念

斌犯罪嫌疑人身份等问题上，念斌与有关部门存
在分歧，“最终，这笔100余万元没有给了”。倘若
这一信息属实，那么念斌“摘帽”与获得赔偿之间，
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联？难道在“摘帽”与获得更
多的赔偿之间，只能二选一？这里面的玄机，理应
有经得起司法审视的解释。

除此之外，经由念斌赔偿诉求被驳回，其中所
引申出有关于国家赔偿的标准问题，也值得反
思。现有的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是法定损害赔
偿，而非实际损害赔偿，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
损失都能得到赔偿。换言之，按照这一赔偿标准，
很可能冤案受害者所遭受的实际损害，远远大于
国家赔偿的金额。因此，借由念斌案的赔偿争议，
相关部门不妨就国家赔偿的实际操作问题展开讨
论，以进一步提升国家赔偿的公平性。

“武宣某中学一老师为买车，
竟然向学生发动‘众筹’捐款，并
称等学生结婚时再打红包还给学
生……”近日，一则题为《武宣某中
学一老师集资买车方式简直是碉
堡了！》的信息在网上疯传，老师找
学生“众筹”买车的行为引发很大
争议。4日，记者从广西武宣县了
解到，目前当事教师已将“众筹”到
的 1000多元钱款全部退还给学
生，相关部门已就此事介入调查。

老师向学生众筹买车
@西安晚报：尽管老师向学生

“众筹”买车是事出有因，当时喝了
酒，可能在酒酣之际，再加上有些
学生的怂恿，况且事后也后悔了，
退还了钱。不过，不管何种原因，
老师向学生“众筹”买车都是不该
出现的。

向学生“众筹”买车的“口子”
是不能随意打开的。如果可以，老
师有任何的生活困难都可以向学
生开口，那学生就要成为老师的

“钱袋子”了。如果老师可以这么
做，其他行业的是否都可以，那社
会岂非乱了套？更重要的，老师，
最重要的是师德，以德服人。而师
生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则是“纯
洁”。向学生“众筹”买车亵渎了老
师的称号，也玷污了师生关系。

@燕赵都市报：学高为师，德
高为范，身为人民教师，一言一行
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为人师表行得正、坐得直才能
成为好榜样。明明贷款可以买
车，老师众筹买车无非是将职业
权力进行情感变现。在老师为买
车向学生“请求”“帮帮你们的老
师”时，教师的职业操守与尊严也
随之化为乌有。人们更会质疑，
老师买车都要毕业学生“众筹”，
当任课老师有其他困难和诉求
时，在校生该如何回应？

虽然该老师已经退还学生款
项，主管部门也介入调查，虽然他
并不代表广大教师的全部，然而，

“众筹”买车这一行为使绝大多数
教职员工长年不懈的努力被大大
稀释甚至碎落一地，撕裂师生关
系，加剧教育矛盾，造成极其不良
的社会影响。由此更说明，深化
教育体制改革，纠正导向偏差，强
化师德教育，提升教育水平已刻不
容缓。

距离大学开学大约还有近半个月，就有不少学
生急着想逃回学校。因为寒假父母安排了多场相
亲，已让他们招架不住。不要小瞧了父母的战斗力，
杭州下沙一名女孩在10天里被父母安排了8场相
亲，连喊“伤不起”。事件的主人公小孟(化名)今年21
岁，是一高校中文专业大三女生，这个寒假一回到老
家温州就被父母安排了8场相亲。（钱江晚报）

过年相亲，似乎已成为春节档期的“保留节
目”。之于此，长辈们固然乐此不疲，年轻人却是
叫苦不迭。“春节10天8场相亲”，作为水深火热

“相亲局”的亲历者，小孟今年也只不过仅有21岁
而已，远远还算不上是到了“剩女”的阶段。按说，
其父母完全不必这般急不可耐才是。

的确，父母在春节给子女安排相亲可说是由
来已久的传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在近些

年显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最典型的体现，就
是“初次相亲时间”不断提前，甚至有不少家长从
孩子进入大学开始，便将“相亲”提上日程……之
所以如此，无疑与近年来全社会普遍弥漫的“剩男
剩女”论调不无关系，社会现实所引发的心理波动
以及预期调整，在为人父母者身上呈现得最是激
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然成为恐慌情绪
支配下，婚恋市场内的挤兑者。

诚如我们所见，实际生活中，父母给子女所组
织的相亲，很多已经超过了合理、必要的范畴，而
俨然变成了一种强迫性囤积症。给子女安排的相
亲年龄越来越小、相亲次数越来越多，不少父母所
共同采取的这种策略，归纳而言无非有两个核心，
也即“提前卡位”、“走量制胜”。可是，从真实效果
来看，这一做法不仅大量耗损了家长权威和亲情

黏性，也并未成就多少美好姻缘。
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有意愿在子女的婚恋过程

中施加确定性的影响，而当这一切集中压缩在春节
假期的短短几天里，事情注定会变得极端而荒诞。
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年期间父母通过安排相亲怒刷
存在感，恰恰说明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已经别无
机会去参与子女的人生进程。对他们而言，给孩子
张罗相亲也是一种自我的心理补偿，用之来弥补那
种被隔绝于儿女日常生活圈子的寂寥之感。

父母给子女安排相亲，其内容早已超出了单
纯的婚恋范畴，而注定是关于代际责任、代际权利
的周期性确认。只不过，诸如“春节10天8场相
亲”的离谱故事，却向我们提示了另一种潜在风
险：总是迫不及待试图安置子女人生的家长们，可
能因为自己的失态，最终与儿女渐行渐远。

念斌赔偿申诉被驳回，疑问并未因此消弭
◎朱昌俊

春节10天8场相亲，谁将年轻人逼成了婚恋市场的“挤兑者”
◎蒋璟璟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好
欠薪问题”。春节黄金周过后的首个工作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就部署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
效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充分表明党中
央、国务院对农民工群体念兹在兹的关心，也说明
全面解决这一问题将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些年来，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力度一以
贯之，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制度篱笆也越垒越
高。然而，长年的顽瘴痼疾难以猝除，农民工欠薪
形势仍严峻复杂。这表面上是劳资关系问题，本
质上却是建设领域市场秩序不规范、用工管理制
度不完善、劳动监察和司法保障不力等综合因素
的结果。因此，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需要基于道
德正义感的舆论监督，更需要从制度改革上釜底
抽薪。

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可以
说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落实欠薪发生地政府的属
地责任和人社部门监管责任，有助于防止政府部门
对欠薪问题视而不见、相互推诿；加快建立协调解
决欠薪问题的地方政府横向网络，有利于形成跨地
区的联席机制，让流动的农民工获得稳定的保障；
建立拖欠工资“黑名单”制度，对长期拖欠工程款的
单位不得批准新项目开工，将对相关企业形成强大
震慑……这些举措，无不直指农民工欠薪的深层弊
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

把长效机制落到实处，还应充分认识到解决
农民工欠薪问题的现实复杂性。根据调查，资方
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已大幅度减少，但因
工程管理、用工管理等现实复杂性带来的欠薪问
题还较为普遍。在当前的市场秩序中，一些管理

方需要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手段，来保证工程质
量和进度，维护工地秩序，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

“潜规则”。还有的工程项目，层层转包、分包工程，
从而形成积欠、三角债、多头债等复杂问题。而各
地劳动监察和司法部门普遍存在执法力量不足的
问题。可见，农民工欠薪问题涉及政府监管、企业
运营和市场秩序等各个方面，要把长效机制落到实
处，就应该针对现实复杂情况出真招、见实效。

这也意味着，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将牵一发
动全身，既需要彻底规范市场秩序及用工制度，也
需要政府部门担当起监管责任，还需要企业树立
社会责任。说到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是
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一场深层次的关系调整，需
要各方形成合力，才能结出公平正义的果实。

（原载2月6日《人民日报》）

正视“复杂现实”才能遏制欠薪
◎吕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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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65320987
广告

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肾
主骨、心主血、脾主运化、肺主呼吸、肝主疏泄，各种慢性病都
由五脏虚弱受损而引起。五脏同调是解决中老年人慢性病
的好方法。

葛洪牌桂龙药膏，药材好，药量多，迅速吸收，分入五脏，

葛洪 祝您远离慢性病 晚年健康有福气

抢购
热线：

R

葛洪的医书《肘后备急方》中多次出
现过使用酒来治病的记载，葛洪在《抱朴
子》一书中又专门写了一篇《酒诫》来说明
嗜酒无度的害处。葛洪所处的魏晋时期，
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当时的世家豪门纵欲
无度，但也是一个文化异常繁荣的时代。

当时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父子，画家顾
恺之等人都有嗜酒的记载。以竹林七贤
为人物的传统绘画，几乎都是以他们喝酒
高谈阔论为主题的。可见当时过度饮酒
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的陋习。

葛洪在描述嗜酒时引用了一个典故"
拔辖投井"，这是《汉书》里的记载的一个
故事，据说陈尊非常喜欢喝酒，经常请客
喝酒，每次宾客满座的时候，就会关上大
门，把客人乘坐的马车链接马匹的关键部
件拔下来，一起投入井中，任你如何着急，
却也走不了，结果是所有人都要被灌醉。
现在看起来，到也有点"开车不喝酒，喝酒
不开车"的效果。

194
葛洪不但位列中国古

代十大名医之中，而且其
五脏理论对后世医者影响
深远，中国至今为止获得
最高奖项的屠呦呦就是得益于葛洪的医
学著作《肘后方》中的一句"青蒿一握,以
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葛洪一生，
著书立传，在其他方面也颇有建树。今
天小编给大家讲讲葛洪在《抱朴子》中的
一些当时的重要见解。

028-86969013

高血压是典型的现代都市生活
带来的疾病，而且正在呈现出年轻
化的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原
因就是睡眠不足！"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已经成为了一种遥远的传
说，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已经远离
了自然的睡眠。

很多人由于工作压力大，常年
处于亚健康状态，睡眠质量非常
差。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

都是工作，早上又不得不早早起来
去打卡。年纪轻轻就被确诊为原发
性高血压，大部分还是原因不明的
高血压，也就意味着根本没法根治，
只能通过药物控制血压。早期原发
性高血压没有明显症状，仅在发生
剧烈情绪波动时会出现心悸气短，
大部分人吃点降压药或者挺挺就过
去了。

殊不知，这是非常危险的！原

发性高血压可以引发严重的心脑血
管疾病，不要等到脑梗、心梗发作时
才后悔。尽量保证睡眠质量是唯一
的正确出路，同时要关注心悸气短
等临时症状的出现，可以服用中药
调理五脏气血，尽量消除高血压对
五脏的危害，避免出现严重的心脑
血管疾病。

中国保健协会理事孙本新提示
您，老年慢性病不可怕，找准病根是
关键。

熬夜伤身。这句话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夜是几点？又伤了何处？我一直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网上盛传的排毒
时刻表让人不明觉厉，但又总是让人觉得不足为据。

中医理论认为人的生命活动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等，都与自然界的各种变化息息相关。昼夜转化是一个过程，而
不是一瞬间的格式转换。当你认同昼夜此长彼消，阴阳五行之变，中医之道，看着日慢慢出，月缓缓落，不知还会不会
追问，我到底应该在几时几分几秒睡着方为上策呢？但是，我们还是要看看熬夜、失眠到底会伤到哪里？

——熬夜伤身！但夜是几点？又伤了何处？

我们到底应该几点睡

小编：经常听到女性朋友
有关内分泌失调的问题，比如
月经不调、痛经这些问题，包括
有乳房胀痛，包括脸上长痘痘，
总会判断为内分泌失调，那么
什么才叫失调呢？

孙本新老师：失调就是失
去了规律性，不能按统一的步
骤来进行了。所涵盖的疾病是
从头到脚、全身上下都包括了，
医生能做的就是，对比较严重
的，在机体上表现出明显症状
的进行处理，对病人没有影响
的轻微失调，处理不了。

小编：这些轻微的失调，靠
自身的调节是不是会好？

孙本新老师：有些就是自
己调节，有的是中药能解决。
比如有病人看门诊，反映月经
量减少了，但是每个月都来。
虽然失调了，但是没有严重到
不来月经的程度，这种我们可
以根据情况不做处理，因为处
理之后加用雌激素，可能对身
体有不良影响。这种情况也会
建议服用一些中药，同时要保
证睡眠质量，改善饮食结构，大
部分人是可以很快恢复的。

熬夜时的你常用的姿势是什
么？坐着！打麻将、打游戏、喝酒、
聊天、玩手机……而且经常是长时间
保持一个固定的坐姿，腿部血液流速
明显减慢，动脉壁长时间承受着巨大
的压力，加上高血脂等情况，下肢动
脉硬化就像一枚炸弹一样被点燃了。

下肢动脉硬化一旦被引爆，就
会引发很多慢性疾病，例如老寒腿、

血栓、膝关节骨质增生等。最可怕
的是下肢动脉血栓是形成栓塞型脑
梗的主要原因，血栓一旦脱落就很
容易形成栓子，游走在动脉里，造成
脑部动脉栓塞，形成脑梗塞。

如果发现自己的腿部莫名觉得
冷，摸上去也是冰凉的，膝盖等关节
经常咔咔响，一定要及时就医，一旦
确诊下肢动脉硬化已经发生，尽快

服用软化血管的药物，并且控制血
脂、血压和血糖。能不能恢复动脉
血管壁要取决于个人的肝肾功能是
否健康，可以服用舒筋活络，温肾补
血，改善五脏气血循环的药物，提高
动脉血管壁的自我恢复能力。即便
没有这些症状，也要记住：不要熬
夜！白天也不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坐
姿太长时间！

睡眠不足——高血压年轻化的主要原因

熬夜——下肢动脉硬化的导火索

缺觉、营养过盛——
女性内分泌失调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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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时刻对照

清晨 黄昏

昼

夜

葛洪既用酒治病
又反对嗜酒无度

这里是大型公益养生栏目《五脏养生堂》，这里有跨越千年的中医精纯，这里有贯通古今的养生精华，这
里有让你一学就灵的健康妙招。从大病到小症，我们认真解答；从急症到慢病，我们见招拆招。健康
就在《五脏养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