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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职业回报，不能以个案得出普遍结论
◎蒋璟璟

厘清产权属性，才能让更多的历史建筑得到善待
◎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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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莫名其妙收到的短
信、不知何时安装的APP、后台正
悄悄运行的程序……在智能手机
已得到全面普及的时代，人们的
生活高度依赖各式各样的手机
APP，同时，消费者被侵权的现象
也时有发生。去年发布的《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服务管理规定》明确
规定，“建立健全用户信息安全保
护机制”“不得开启与服务无关的
功能”，但用户被手机应用程序侵
权的现象依然屡有发生。

手机APP侵权

从“超级红娘”看婚恋观之变
◎李晓亮

@新快报：由于智能手机里
面记录了用户的个人信息、数据
资料、各种账户密码，这些资料一
旦遭到非法泄露，用户的个人隐
私信息和财产，就会面临安全隐
患，遭受电信诈骗、盗窃财产、个
人信息被非法利用等风险。

要遏制这种行为，维护互联
网安全，就要严守APP的开发关
口，给APP设置“防火墙”，限制其
随意开启相关功能，将知情权和
选择权交还给用户。此外，目前
对于手机APP的侵权行为处罚力
度还不够，对手机用户权益的保
护分散在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乃至民法里，司法认定和执行
均存在标准不一的现象。因此，
应考虑到手机APP对于民众和社
会的影响，有必要对其单独立法，
制定行业统一标准，加强执法力
度，对侵权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检察日报：法治国家，包
括手机App在内的互联网不是法
外之地，要保障手机用户的合法
权益，有法可依是基本保障。目
前，手机用户权益保护的法律法
规散落在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民法等各个法律法规之中，是
否有必要将这些法律规范加以集
中，值得考虑。作为生产企业和
服务提供者，也是整个系统中至
关重要的主体，应该主动承担起
自己的社会责任，切实履行自己
的义务。

手机用户权益保护，用户自
己的积极作为不能缺位，应该加
强自身的维权意识，面对侵权行
为，主动维权。而作为通信主管
部门，应该疏通维权渠道，简化维
权程序，并及时处理和发布维权
结果，增加消费者的维权信心，并
切实履行自己的监督管理职责，
对于被管理对象的违法犯罪行
为，依法严厉处理。

这两天，朋友圈传出一张工资图
片：复旦大学某老教授月工资应发
15335元，但实际到手只有8272元，
而且是薪酬总数，别的啥都没了。这
份工资单引起了网友的热议。而与
此同期，有人指出上海住家保姆的月
工资是五千左右，月嫂工资过万，这
都是实实在在拿到手的钱。（新京报）

诸如此类的话题并不新鲜，而且每
每都能引发热议。从之前“大学生收入
比不上农民工”、“医生赚钱比不上护
工”，再到如今的“老教授工资比不上住
家月嫂”。每一次煞有介事的讨论，似
乎都未能形成总结陈词式的终极结
论。说到底，关于社会分工、职业回报

以及人力资本定价等等，整个社会似乎
还存在着不少认知空白。

应该厘清的是，针对此类问题的
探讨，特定的个案，从来不能取代大
样本的统计数据。动辄以“某教授某
个月的收入低于月嫂”说事，并没有
太多说服力。事实上，倘若就这两个
行业进行标准化的薪酬比对，多半还
是会得出“教授收入高于月嫂”的结
论……之所以公众会对“复旦老教
授”的个案兴味盎然，实则恰恰说明
了类似案例太过稀少，故而才具备成
为谈资的价值。

而就算要拿个例说事，所谓“复旦
老教授的工资条”，所传递的信息显然

也远不止我们所热议的那部分。其中
列出的“养老金”、“公积金”、“职业年
金”，虽然不是直接的到手工资，但却
是实实在在的“个人福利”。如果将这
些一并纳入计算，那么这位教授的收
入显然不能说是低于月嫂了。

全社会关于职业回报的历次对
比讨论，每每不了了之、难有共识，很
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往往陷入了双
重谬误之中。其一，就是逻辑谬误。
这突出表现为以偏概全，人们总试图
依据不充分的个例证据，来得出诸如

“脑体倒挂”之类的普遍结论；其二，
则是价值谬误。时至今日，大众在心
底还是存在着种种根深蒂固的认知

偏见，比如说“知识劳动就一定要比
体力劳动收入高”等——凡此种种，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理性判断的形成。

对于充分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来说，
每一行的职业薪酬都有一套对应的定
价机制。同一行业内部来说，特定个体
的教育投入、岗位贡献，以及其在业内
的相对排位，决定了他现实收入的或
多或少；而不同行业比较来看，实际的
供需格局、产业分工及经济结构等等
因素，则自根本上注定了不同行业彼
此间的薪酬差异……时至今日，不论
是教授还是保姆，他们所呈现出的特
殊个案与所体现出的普遍状况，其实都
没有超出这一基本的定价大框架。

近日，由上海市委办公厅牵头，
市规土局、市住建委等部门共同开展
了上海中心城区50年以上历史建筑
的全面普查工作。经普查，上海外环
内现存50年以上历史建筑约31520
栋，建筑面积约2559万平方米。据
悉，当地通过全面普查和价值甄别，
历史建筑保留保护范围将扩大。（澎
湃新闻）

在文物保护领域，一般认为一座
建筑是否达到50年，是评判其是否属
于历史建筑的重要时间标准。上海
有关部门对中心城区50年以上历史
建筑进行全面普查，其实是对整个城
区历史建筑资源家底的一次摸底，是
为实施有效保护奠定基础。

在现行文物保护管理体系下，登
记为历史建筑，还并不等于就获得了
有效的保护。因为只有被列入地方历
史建筑的保护名录，成为文物建筑，其
日常的管理与维护才能够获得相对有
力的法律保障。这也是为何一些地方
老建筑，明明已是历史建筑，但却未能
得到应有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因。比
如，2015年，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上海
石库门里弄公益坊，就在被列入文物
建筑的前夕遭拆除。

此前，一些地方曾公开向社会征
集建成50年以上的历史建筑，还有一
些地方则对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50年以上重要历史建筑予以立法
保护。相对来说，《上海市历史文化

风貌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修
订，拟赋予各类保留建筑法律身份，
除没有历史文化保护价值的、居住条
件恶劣、安全和使用矛盾突出等几种
特殊情形外，50年以上的历史建筑，
都将纳入保护的范畴，其管理覆盖面
更广，门槛也较低，保护力度自然相
对更大。

当然，保护历史建筑，不意味着
将之封闭起来，取消其社会功用。不
少50年以上的历史建筑，本身就还属
于居民楼，既要保护，也要尊重产权
所有人的基本权利。为此，上海相关
部门拟提出适度有条件开放历史建
筑产权转移，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保护
性置换和更新利用，促进保护管理良

性循环，算是一种配套的制度保障。
产权属性的复杂和模糊，历来是文物
保护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在这
方面探索出有效的制度创新，很有必
要。

今天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意识和
保护力度，决定着一座城市未来的
历史文化风貌。随着历史建筑数量
的减少和其价值的凸显，在法律层
面为历史建筑保护扩容、提质，比
如扩大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延伸
日常的管理触角，其实是大势所
趋。因此，主动摸清历史建筑资源
的家底，实现提前介入、干预，应该
成为当前及未来，文物保护的一个
重要价值取向。

兰毓云和陈轶伦早就声名在
外。早些年，媒体给了他们一串封
号——“超级红娘”“武汉第一红
娘”。这是老两口这辈子最骄傲的
事。从1954年撮合第一对情侣算
起，他们已经义务当了63年红娘。据
称，已经有1680对结成连理。运气
好的话，这两张表格会相爱，用不到
半年，或者一年，26-91小姐会和
16-82先生走进婚姻殿堂。要是差
了点运气，那就重来一次。（新京报）

现实中，婚介当然很多，婚托横
行，黑中介也不少。就像媒婆，传统
俚语，“媒婆的嘴”特定语义下，也有
特殊含义，不一定都是好词。但是几

十年如一日，义务撮合，甚至成为城
市名片——“武汉三镇谁都知道我可
以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于此，“超级红娘”获
得额外尊重，这是她应得的。

作为资深老牌红娘，他们几乎见
证了六十年相亲市场的形成与蜕变。
这个市场走势基本是和经济大势趋同
的，用段子说就是“爷爷娶奶奶，用了
半斗米；爸爸娶妈妈，用了半头猪；我
娶我媳妇，用了爸妈半条命。”用老红
娘的私人记忆，就是“80年代后，好像
越来越难了。一上来就要求房子车子
票子，存款要多，工资要高。”

热门的对象，就像热门专业，最

抢手脱销的，也是几年换一茬。“最新
‘销路最好’的职业是工科技术男，稳
定的公职类次之，而最差的是记者和
警察，哪有情况去哪里，最不好介绍。”
这个超级红娘的相亲法则，可真是对
应着职业晴雨表和社会风向标。

这种风向变化，在时下热播的
《欢乐颂》里也有体现。第一季时，该
剧一度被捧上天，被认为是深度反映
现实的口碑力作，五美对应五种性
格、职业、阶层。一部时装剧，将社会
热点一网打尽，颇有分析潜力。但是
趁热加急推出的第二季，认可度却不
如之前。人设崩塌，又成了喧嚣浮躁
庸俗肤浅一勺烩，还用陈腐过时的糟

粕婚恋观，来引诱话题，也遭质疑。
只是对比红娘亲自见证的“这几

年，挺多姑娘，都要找工资高一倍的对
象，房子至少四室一厅；男孩提出女方
要漂亮，不漂亮就得有钱”的尴尬现
实，你似乎又不能说“欢乐颂”式话题
撕扯只是荧幕迎合。

剩男剩女，早都不算生造词
了。婚恋市场，也越来越与单纯的
感情爱情渐行渐远。各种乱象，各
种算计，都已见惯不惊。虽说爱情
是奢侈的，婚姻是世俗的，可干了一
辈子，啥都见过的老红娘，却仍记得
幸福相爱的最初感动，相信“爱可以
创造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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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葛洪，东晋人，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百病之源，
五脏为根”的提出者，著有《肘后方》、《抱朴子》等。

提起肾虚，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男人的毛病。
其实，女人肾虚的也不少，现代人大都不同程度
的肾虚。除了工作上夜以继日外，生孩子也伤肾；
另外，老话讲，人害怕的时候就会吓得屁滚尿流，
为什么？就是因为恐惧影响肾脏功能，一恐惧，肾
气托不住了，所以屎尿全出来了。

不同类型的肾虚表现不同，其对人体的危害
也就不同。

对于男人来讲，他们最担心前列腺肾虚。尿
频、尿急、夜尿多，或者是排尿费劲，有些人还出

现尿等待，甚至尿道口呈白色。也有的人会表现
为阴囊潮湿，小腹坠涨，或者是后腰部不得劲。
如不及时正确地补足，极可能引发高血压、冠心
病和慢性腹泻等并发症。

对于女性来说，部分男性也有，他们容易患
上潮热型肾虚。这样的病人特点就是一年四季
都怕热，手心脚心热、心口窝热，有时还会出现腰
膝酸软，身上没有劲。尤其是更年期的男女，还
能出现失眠、耳鸣、盗汗。更年期提前，血压升高
也是常有的事。

肾虚在临床上很多见，一些人非常重视这个
毛病，但是在治疗和进补上是乱来一通。

有的用海参去补，有的用鹿茸补，有的用鹿
鞭，有的用冬虫夏草，有的用淫羊藿，也有的用猪
腰子、牛腰子、羊腰子，还有的用这个鞭那个鞭去
补……结果肾脏补多了，消化不了，还消耗大量
元气，脾、肝、肺、心被忽略，变得越来越虚，反而
破坏体内五脏平衡，出现口干舌燥、心烦、起痘等
上火的表现，也可能出现食欲下降、舌苔厚、便秘

等问题。
更严重的一旦用错补药，就像火上浇油，亦

或是雪上加霜，久而久之，还加重了病情，耳鸣变
耳聋、失眠成为神经衰弱，心律不齐升级成心肌
缺血、尿频导致慢性肾炎，高血压突发脑淤血
……身体越来越虚弱，甚至会搭进去生命。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肾虚？看来，靠大
吃补品这种单打独斗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还得采
用点科学手段。

肾虚调五脏
整体治疗是关键

五脏衡通，肾气足！
为此，我么可以借鉴古代
名医葛洪内外双修的理
念，内调肾、脾、肝、心、肺
脏，外修五式功法。

首先固肾。通过黑老虎
根为代表的“四大天王”中药
充足肾水，弥补先天不足；其
次，健脾。利用黄精等“六马
一车”使脾胃充分运化水谷，
后天养先天使肾旺；然后滋肝
血养肾精靠谁呢？有“六大金
刚”不容忽视，分别是川芎、杜
仲、过岗龙、青藤、四方藤、万
筋藤；此外还须用上白芷等“五朵金花”润肺，肺
金生肾水，只有把水道打通了，肾水才能正常
流通。最后，保心。代表药材有当归藤，心好，
心肾功能平衡。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下，五
脏生克平衡，肾不就恢复正常的强壮了吗？肾
不亏了，健康不就回来了吗！身上有劲，不怕
冷，关节的酸、麻、肿、胀得到缓解。耳鸣减轻，
记忆力增加，睡眠改善，小便不再清长，盗汗的
情况也会得到改善。内调五脏的同时，外修功
法，通过“护元提纲”、“顶天立地”、“打开天窗”、

“孙猴挠痒”、“鲤鱼打挺”等，打通经脉和五脏，
把肾气提上去。

接下来，小编再为您讲解一下调肾法
“护元提肛”：双脚并拢，上身直立，双手手掌重
叠，紧扣在丹田穴上，男性左手在内右手在外，女
性左手在外右手在内。足跟缓慢抬起，收紧肛
门肌肉，然后迅速落下。反复操作七次。

失眠、尿频、盗汗、腰膝酸软
肾虚不仅掏空身体 而且掏空健康

海参、鹿茸、虫草……
盲目乱补不仅不治病 反而消耗大量肾中元气

让你腰好腿好关节壮
睡的香排尿畅耳不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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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脏衡通
肾气足

既然吃补品这种方式不能
根本解决肾虚的问题，那么，肾
虚应该怎么办？传统认为肾虚
就肾的事，错了，肾虚也是五脏
的事，为什么这样讲？中医讲
五行生克，肾属水，所以它叫肾
水，肾还是先天之本。比如说一
个早产儿，经过后天喂养一样会
发育得非常好。

这样的孩子是典型的先天
不足后天可养，后天的滋养靠
谁？脾呗，脾是为后天之本，由
此看来，肾和脾关系密切，脾胃
生化的水谷之精够肾精就足，人
也精神饱满、腰不酸腿不疼。此
外，脾好，人体代谢正常了，一些
糖尿病人的症状也能得到缓
解。肾好不好还取决于谁？取
决于肝。肝在五行中属木，水
生木，木含水，因此要想使肾
强，必须使木旺。当肝血不足

肾精就会亏，肾就会虚掉。所以强
肾者不疏肝也，同样是不成功。那么，
肺金生肾水，当肺不好的时候，肾水也

是不会正常的，所以说要想肾好，必须使肺金
正常。与此同时，由肺主导的慢性支气管
炎、肺气肿症状也就缓解了。
此外，中医讲心肾相交，正常情况肾水是

上济心的，使心火不要太旺，心火下交于肾，使肾水
不要太寒，它俩要相互敛着，保持一种平衡，人才能

健康。所以治肾者不强心也不行。
所以说，肾好不好，跟谁有关？第一个是脾，第二个

是肝，第三个是肺，第四个是心，所以说肾虚完全不是肾自
己的事，是整个五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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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肾虚精力不足、畏寒怕冷、失眠多梦、白发增多、容易满足现状；女人肾虚眼睛浮肿、黑眼圈严重、脱发掉发、情绪经常起伏不定、冬天手脚冰凉；中
老年人肾虚腰膝疼痛、腿脚软弱无力，甚至出现呼吸以及代谢类病症，直至走向生命的尽头。怎么办？赶紧补啊！于是很多人吃上了海参、鹿茸、虫草、腰
子……却也不见什么实际效果。肾虚的病根在哪儿？该如何防治？敬请关注本期《晚年生活 不能谨小“肾”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