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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感恩教育
◎蒋璟璟

“分类处理”就是回到
“依法处理”之路

◎李晓亮

虚构“用户体验”
不过是变相“炒信”

◎朱昌俊

有些事儿是绕不过的。就
像你为了省事儿，想出的看似抄
近路、图方便的妙招，长远来看，
反可能是误事的昏招。就拿行
政处理和执法来说，此前很长一
段时间，一些部门出于各种考
虑，本可各司其职，依法依规处
理的问题，一律不按套路出牌，
习惯性一招挡回所有民众诉求
——那就是以信访答复来代替
行政处理。于是养成了我们都
熟知的“信访成筐，啥都能装”的
怪现状。

这也一度导致了“信访不信
法”的尴尬。但是，在法治化的今
天，如果我们还习惯于这一套，将
本来职责明晰的处理路径，推给
万能的“有关部门”，简单问题复
杂化，清晰问题模糊化，这对于依
法行政能力、对于日常法治秩序，
都是极大的伤害。

今时今日，社会治理要创
新，就要全面提高社会化、法治
化、智能化、专业化治理水平。
意味着以往万能的神秘莫测的

“有关部门”那种旧有僵化管理
手段、方式和思路不合时宜了。
而11日一条“市民举报‘车窗抛
物’获3万元奖励 竟把奖励单
位告了”新闻刷屏（北京青年
报），你可能看得一头雾水，但其
实它恰说明老爷心态、一推了之
的好日子即将完结。

新闻标题是噱头，点进去会

发现，其实是这一职能单位有点
儿不讲究。事由其实简单，一方
悬赏，一方领赏，但纠结点在于
奖励标准的解释权，双方各执一
词。此事核心在于矛盾处理方
法，不是依法思维，还是简单粗
暴，惯性祭出“爱谁谁”、踢皮球
式的“信访筐”，于是引来官司。

而当地其实多年前就有相
关改革，按照“依法分类处理信
访”的要求，法院如何判，不难想
象。日前当地召开了“全国依法
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现场
会”，再次重申依法分类处理，将
分类处理的法律依据、流程图、
注意事项等内容，通过各种渠道
公开，不再有神秘相关部门，而
是行政程序告知书上有明晰的

“办理机构、地址和联系方式，所
需资料，办理流程和时限”。

行政告知书其实是民众权
利的使用书和说明图。明晰告
知你的诉求该找谁办、按什么途
径办、具体怎么办。“如果不依法
履职或履职不正确，就要承担法
律后果，甚至接受司法监督。”分
类处理就是依法处理，当行政处
理就不能用普通信访渠道；应当
司法解决的，行政就不予受理。
所有事情，都是明面上，规则内，

“桥归桥、路归路。”这样才能让
信访职能实现归位，用正常的法
治秩序，来化解以往“信访不信
法”的魔咒。

近年来，不少购物平台、网
站都推出了用户“用后感”笔记
分享功能，有不少用户在对某产
品持观望态度时会翻翻他人写
的笔记决定是否“拔草”。随着

“测评笔记”越来越受网购者欢
迎，记者调查发现，有部分人利
用多个购物、生活玩乐平台中的
产品体验功能成为职业“写手”，
通过“用后感”制造“网红”商品，
而很多“商品”这些“写手”都不
曾用过。（北京青年报）

正是看到了用户“用后感”
具备极强的消费参考价值，一些
购物平台已不满足于用户的自
发分享，而是明码标价，雇佣职
业写手按需代写网购“用户体
验”。然而，如此做法，不仅令

“用后感”变味，更是成了另一种
更为隐蔽的“炒信”。

过去提到“炒信”，一般专指
利用网络虚拟交易炒作信用，也
即通常所说的“刷单”。这种做
法，其实就是以虚假或引人误解
的宣传方式误导消费者。而虚
构“用户体验”，实质上也是一种

“刷美誉度”的带节奏，给消费者
形成误导。所以，对于虚构“用
户体验”的做法，也理应按照“炒
信”来加以定性，并给出相应的
规范与惩戒。

2016 年生效的《侵害消费
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中明确规
定，电商不得进行虚构交易、虚
标成交量和虚假评论。而去年

“双11”前夕，国家发改委等有

关部门与多家电子商务平台企
业采取联合行动，将涉及“炒信”
的电商企业和参与刷单的公司
纳入“黑名单”，并与失信记录挂
钩。在今年的“双11”前，媒体
又曝光虚构“用后感”的现象，不
啻为对相关部门和电商平台的
一个现实提醒：防范“炒信”仍不
能掉以轻心，对其形式的“进化”
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诚如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所指出的，“炒信”行为目前已
呈现出职业化、专业化等特点。
那么，在打击像刷单、虚构用户
体验等“炒信”行为上，就必然不
能只针对于处罚“炒信”电商，而
应形成全链条式的闭合治理生
态。特别是对于职业化的个人
或公司“炒信”行为的限制，不应
该仅限于“失信”处罚，而更应从
法律角度加以审视，提升违规成
本。

虚构网购“用后感”，实质就
是变相的“炒信”。其最大的危
害，不仅仅是体现于对消费者的
误导，更在于，从交易数据到评
论到用户体验，如果都被严重

“注水”，那么给消费者传递出的
将是一种“到底还能相信什么”
的整体性消费疑虑，由此带来的
市场紊乱和对市场诚信及消费
信心的挫伤，将损害整个电商经
济的基石，对此从相关部门到电
商平台都不该等闲视之，及早防
范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才是
当务之急。

九月开学季，不少学校在正
常的教学之外还展开了各种形
式的感恩教育。黑龙江一所学
校就组织上千名高一新生在操
场集体给父母洗脚。学校负责
人说，之所以选择在开学典礼上
安排学生给家长洗脚，是希望通
过这个活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而记者梳理发现，各
地学校所开展的感恩教育花样
百出，网友对此也是多有热议。
（新华网）

“千名高中新生同时为父母
洗脚”的大场面，又一次以其庞
大规模与规整秩序，上演了一幕
伦理宣教的大戏。尽管没有太
多证据可以表明，参与其中的学
生果真受到了“感化”，但校方却
言之凿凿，坚信此举能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三观——就这样，形
式感极强的洗脚教育，总是被承
载了太多一厢情愿的期许。

“让学生给父母洗脚，可以培
养其感恩意识”，诸如此类的思维
定势，至今已很难追溯其源头。
但许多人不仅从中获知了“感恩
教育”的最初概念，更是在潜意识
里将之与“给父母洗脚”深度捆
绑。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大量机
械化、简单化的效仿实践大行其
道。特别是随着学校等公共教育
机构将之纳入校园教育的一部
分，“洗脚”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在感恩教育约等于“洗脚教
育”的神逻辑中，给父母洗脚逐步

被塑造成了一种大庭广众之下的
集体行为。而原本，这一举动本
该是家庭内部高度私密化的个体
行为才对。动辄组织上千名学生
统一给父母洗脚，这与其说是感
恩教育，不若理解为校方自我感
觉良好的“成果”展示，用以标榜
自己德育化人的良苦用心。

感恩教育，到底是什么？之
于此，这么多年过去了，太多人
仍然未能厘清答案。简而言之，
它并不是强迫年轻人违背意愿
去做不想做的事情来恭顺父母，
而是要引导他们用心感知父母
的付出并主动进行情感反馈与
现实回馈。很显然，所谓“感恩
父母”与我们传统的孝道文化还
是存在着很大区别的，后者强调
一种代际权威和伦理服从，前者
则更看重发自内心的、基于平等
主体之间的相互体谅相互尊重。

强化感恩教育固然是大势
所趋，同样也很有必要。一些学
校在此方面进行尝试，其初衷无
疑是值得肯定的。可是，究竟要
如何开展感恩教育，还得多费心
思才是。一直以来，不少学校所
推行的“感恩教育”，往往都会陷
入一种方法论层面的困境，到头
来有心无力、弄巧成拙，实在得
不偿失得很。而惟有跳出套路、
走出陈式，重新理顺感恩教育的
本源意义，重新设计感恩教育的
方式方法，今后才能彻底避免

“一感恩就洗脚”的大写尴尬。

“在成都我想找花椒树/朋友，
请告诉我/在哪里可以见到花椒
树/它的气味飘过/而树身隐藏/像
某个老友/你肯定就在一扇窗子
后/灯下摊开的书页上……”

多次来成都的诗人周瑟瑟，对
成都这座城市充满无尽的想象，这
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丰富的灵感
来源。有一次，刚从双流机场出来
进入成都市区，他就闻到了很亲切
的味道，“花椒的气味。我想到花
椒树。这给了我很强烈的写诗冲
动，马上拿起手机写下了《花椒树》
这首诗。”走在春熙路上，周瑟瑟又
开始诗意的想象，“春熙路只有一
条/飞过春熙路的人/在梦中一直
飞/我们像飞过春熙路的猫/眼睛
里的忧郁一闪/背部线条明朗/好
像埋了一根/弯曲的铁丝……”

在周瑟瑟看来，成都这座城市
的悠闲气质，对生活本身的重视和
享受，跟艺术、诗歌是相通的。受
邀参加成都国际诗歌周，周瑟瑟对

此次成都之行也充满期待，“成都
还有很多没有感受到的地方，我希
望这次能唤醒我更多的写作触
角。参加诗歌交流活动，除了与其
他诗人交流之外，我对成都的环
境、地理、人文都非常感兴趣，我预
感我会写出让我自己满意的诗作
来。”

周瑟瑟还特别分享了他与成
都的特别缘分，“成都对我来说，是

‘哥哥的城市’，非常亲。”1983年
周瑟瑟的大哥从湖南考入四川大
学哲学系，当时还是初中生的周瑟
瑟从大哥的家信中，知道了九眼
桥、望江楼，还读到了大哥从川大
寄给他的诗歌刊物和哲学书籍，

“成了我的少年文学、思想启蒙读
物。此次成都国际诗歌周有一场
诗歌朗诵活动是在川大举行，让周
瑟瑟很激动，“我准备去哥哥读书
的校园走一走。希望能激活我少
年时代的记忆，从家信中获得的感
受，写进我的诗歌中。”

纳达尔彰显统治力
随着纳达尔在今年最后一项大满

贯赛捧杯，费纳这对史上最伟大对手
时隔七年再次包揽四大满贯赛冠军
——费德勒拿到了澳网、温网，纳达尔
收获法网、美网。更为重要的是，已经
年过30的老将如此坚挺，他们宛如第
二春的统治力也折射出男子网坛年轻
一代的尴尬。过去的十多年来，除了
四巨头之外，男子网坛的大满贯冠军
很难有新面孔，随着本赛季的德约科
维奇的低迷、穆雷的疲软，费纳两位超
级明星还是展现出他们的稳定统治。

另一方面，随着小威当妈妈，女子
网坛则呈现一片混乱，各种小花涌
动。在女单决赛中，美国新星斯蒂文
斯仅耗时62分钟横扫了失误居高不
下的凯斯，生涯首夺大满贯冠军。让
球迷兴奋的是，这场女单“美国对决”
也是一场青春对话，1993年出生的斯
蒂芬斯和1995年出生的凯斯均杀入
个人第一个大满贯女单决赛，要知道，
上一次两位美国人在美网会师女单决
赛还是15年前的大小威。斯蒂文斯
也一直被视为小威接班人，包括小威
自己都曾赞扬她“天空才是你的极
限”。在小威怀孕休息后，女子网坛的
三项大满贯赛事被三人包揽，对于略
微沉寂女子网坛来说，确实是一个让
人兴奋的信号。

吴易昺展示新力量
在2017美网的青少年赛场，中国

浙江小将吴易昺在男单决赛中一度连
赢7局，最终以6：4、6：4战胜赛会头
号种子、阿根廷人盖勒，夺得冠军，这
是中国内地球员首次在大满贯青少年

赛获得单打冠军，加之前一天夺得男
双冠军，吴易昺也成为了美网青少年
赛会历史上第三位双冠王。

1999年出生的吴易昺，4岁开始
接触网球。8岁时，就被浙江省队选
中，当时他是同一批进队运动员中年
龄最小的。随后，他开始了职业网球
道路，在国内青少年组几乎没有对手，
他在2016赛季开始爆发，2016年国
际青少年网球锦标赛A级橘子碗赛，
吴易昺成为了第一个在橘子碗U18岁
组闯入决赛的中国男孩，并取得中国
青少年男子选手的历史最高排名。
2017年澳网闯入青少年组半决赛，也
刷新了中国青少年男单最佳。自
1982年美网首次设立青少年男双比
赛以来，只有两位球员在这里成为了
双冠王（1986年的桑切斯和2014年
的贾西卡），这一次吴易昺让世界看到
了中国男网的新生力量，“我认为这向
世界展示了我们中国男球员也可以越
来越好，也可以这样棒（拿到冠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9月13日，“2017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将拉开它神秘的
面纱，邀请了美国、英国、俄罗斯、以色列、意大利、罗马尼
亚、南非、法国、日本、韩国等26个国家共30多位世界级
诗人，以及来自北京、兰州、武汉、杭州、重庆、昆明、呼和浩

特等包括成都本土的共100余位国内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诗歌翻译家
参会。他们将使用诗歌这一世界通用“语言”，进行心灵和文化的沟通，并
以成都这座诗歌之城为坐标，思考城市与诗的关系。活动期间，他们还将
到访熊猫基地、武侯祠、都江堰、宽窄巷子、金沙遗址，与成都这座城市进
行亲密接触，让视线与精神与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进行连接，创作各自
的“成都版”诗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采访了雷平阳、李瑾、周瑟瑟等三位诗人，他们
都将来蓉参加2017成都国际诗歌周。提到成都这座城市的诗意气质，他
们无一例外地分享了各自期待将成都入诗的心情。

要将成都
入诗了！

“2017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即将启幕

雷平阳的很多诗作有很强
的土地性，居住昆明的他，偏爱
写云南，写云南的山水自然。
他也喜欢四川，喜欢成都，此次
受邀参加2017成都国际诗歌
周，他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说，“又可以见到成都的朋
友，诗人们了。”云南与四川同
属西南，有诸多相似之处，但雷
平阳依然能感受到成都的独特
气质，“成都人的生活态度，跟
其他地方的人相比，还是不一
样。”他说，自己多次来成都，

“每次在成都，都会有很多朋友
见面、喝酒，而且很多都是优秀
的诗人。在成都我能见到的非
常多的快乐的诗人，激情澎湃
的诗人。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

‘奇观’。身为外地人，我个人
的感觉就是，到成都，就是去体
验一种身心和谐的好生活。仿
佛自己的生活不好，去成都就
可以补偿一下似的。”

如何将自己对四川、成都
风物人情的感受写进诗作，雷
平阳的选择很特别，“事实上，
我到世界上很多地方，最终都
会选择与我的家乡云南进行对
照。比如说，我在青城山，我注
意到它的幽静、它随处可见的
道观，这让我感受到它是一座
文化山。我就想到它跟云南的
山是不一样的。云南的山，更
多的是山本身，是一种天荒地
老的风格。这些对照，会进入
我的诗作之中。”

李瑾在他的组诗《川蜀纪
行》里写到杜甫草堂、宽窄巷、
武侯祠等。写草堂的时候，有
一句写道“雨水你我先来到草
堂”；写武侯祠，他说“在这里，
三国是木质的，知了能够把山
川聚拢在一起”。李瑾说，在
淅淅沥沥的小雨中，草堂和祠
堂更能拉近他和三国、唐代的
距离，“这里的草木不是遮蔽
而是擦亮了回望前代的眼。
来这里旅游，本质上说是一种
精神体验，可以让人忘记被撕
碎的日常生活，由都市化、商
品化、机械化的丛林回到可以
栖息的时间原点。”

写了《川蜀纪行》这组诗，
李瑾并不自我满足，他说，“我
想写写到过的四川的每一个地
方，只有写下来，才能表达出我
对这块土地的爱，诗歌的本质
就是抒情。”这次受邀参加
2017 成都国际诗歌周，李瑾
说，“目的之一就是采风，寻找
灵感。对我来说，四川给我的
感觉每次都是崭新的，除了火
锅。我想，所有的诗人应该会
有大致的想法，我们接触到的
四川的一草一木不只是诗歌的
主角，它们还构成了我们的精
神世界，或者说见证了我们的
精神成长，正是它们让我们和
喧嚣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在四
川寻找诗意，是一种真正意义
上的幸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曾获鲁迅文学奖、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人民
文学诗歌奖、骆宾王诗歌
奖、十月诗歌奖、李杜诗歌
奖等各种奖项。著有作品
集《云南记》《我住在大海
上》等。

雷平阳：
在成都能见到非

常多的快乐诗人,这简
直是一种“奇观”

▲山东沂南人。汉语言
文学学士、新闻学（文学）硕
士、历史学博士。出版诗歌
集《人间帖》《孤岛》、小说集

《地衣》、评论集《纸别裁》等
多部作品。

李瑾：
只有写下来，才能表

达出我对这块土地的爱

▶著有诗集《17 年：周瑟瑟诗
选》《栗山》《从马尔克斯到聂鲁达》
等。曾获得“2009年中国最有影响
力十大诗人”、“2015年中国杰出诗
人”等。主编《卡丘》诗刊。

周瑟瑟：
希望成都激活少年时代的记忆,写出让自己满意的诗作

一哥纳达尔成就美网三冠王

中国小伙雄起
青少年组夺冠

北京时间9月11日，本
年度最后一项大满贯赛
事落下帷幕，世界排名
第一的纳达尔表现强

势，全场未送出破发点，最终3：0完胜南
非大炮安德森，时隔四年再次问鼎，成
就美网三冠王，这也是他赛季第二个、
生涯第十六个大满贯冠军。而让中国
球迷最兴奋的，则是在李娜退役后，中
国终于又有选手在大满贯赛场创下佳
绩，而且，这一次是在男子网坛。

诗人们等不及

在 2017 美国
网球公开赛青少
年组男单决赛中，
中国选手吴易昺
以2比0战胜阿根
廷选手盖勒，夺得
冠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