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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巍巍四明山、滔滔姚江
水”的自然之美、领略“阳明思想、心
学圣地”的人文之美、体验“红色引
领、绿色赋能”的党建之美⋯⋯前
天，“文献名邦”余姚在上海举行文
化旅游推介会，邀请上海市民领略
浙东唐诗之路“翡翠明珠”的风采。

此次活动以“四明山，我来看
你！”为主题，由余姚市人民政府、宁
波市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宁波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共同主办。

余姚素以“文献名邦、东南名
邑”而著称，是中国心学大儒王阳明
的故里。“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
四明山是宁波西部的天然屏障，享有

“中国天然氧吧”“浙东第一山”“第二

庐山”之美誉。近年来，余姚加快推进
四明山区域旅游发展，2018 年 5 月，
四明山省级旅游度假区设立，目前已
拥有 6家 A 级旅游景区，其中 2家 4A
级景区（宁波丹山赤水风景区、余姚
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4 家 3A 级景
区（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四明山地
质公园、余姚浙东小九寨沟景区、余
姚鹿亭中村景区），1个浙江省旅游风

情小镇，实现了浙江省景区镇和浙
江省景区村庄全覆盖。

推介会上，余姚向上海市民重点
推介了四明山特色旅游产品，推出了
唐诗之路文化游、山乡风情主题游、
生态养生主题游三条主题线路。还着
重开展了四明山旅游招商项目推介，
梁弄、大岚、四明山、鹿亭等重点乡镇
分别做了旅游资源介绍。

余姚走进上海推介文化旅游

唐诗之路文化游线
（以唐诗之路上的驿站为节

点，串联梁弄古镇、白水冲景区、姚
江源、四窗岩、丹山赤水景区）

“ 四 明 三 千 里 ， 朝 起 赤 城
霞”，这是李白笔下的四明山。作
为当年“浙东唐诗之路”的必经
之站，四明山风光如画，令文人
墨客为之心驰神往。

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梁弄有

“浙东第二藏书楼”五桂楼、早期四
明山上的最高学府正蒙学堂和被诗
人喻为“白龙”的白水冲瀑布。姚江
源头山林青翠、云雾缭绕,万亩茶海
若隐若现；大俞山峰顶，“四窗岩”通
日月星光；丹山赤水，绝壁奇石、流
溪飞瀑、古桥古道，构成了一幅秀
丽壮观的山水画卷。

山乡风情主题游线
（以乡村旅游重点，串联起横

坎头—中村—白鹿村—柿林村）
作 为 江 南 传 统 古 村 落 密 集

区，四明山一带仍完好保留着浙
东山村的原生态风貌。

地处四明山北麓的横坎头村，
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红色电台记

录着先辈们奋勇抗敌的辉煌历史。依
山傍水的鹿亭中村古韵盎然，青
山、秀水、古庙、古桥、古民居，展现
独具特色的浙东乡土古村落风貌。
离中村不远的白鹿村，有集露营、
观光、摄影于一体的狮峰景观台。

美丽乡村柿林有着 600 多年历史，
保留了四明农家最传统的样子。

生态养生主题游线
（以森林公园、自然景区、旅游

度假区为节点，串联四明湖、香泉湾
度假山庄、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

四明山生态环境优越，被誉为
“天然氧吧”，是休闲养生的绝妙去处。

四 明 湖 烟 波 淡 淡 ， 鸥 鹭 泛
泛，深秋初冬，水杉林被染红 ，

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四明
山北麓的香泉湾度假山庄，集休
闲养生、观光旅游、会务度假于
一体，是目前浙东地区新兴的养
生旅游目的地。

沿着四明山盘山公路，进入
四明山腹地的四明山国家森林公
园，这里古木参天，千峰竞翠 ，
因独特的高山气候，夏季平均气
温低于平原 6-8℃。

四明山特色旅游线路

“顺着运河来看海”文旅风景线⑤

余姚在上海举行文化旅游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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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草

云南昆明滇池，一些企业长
期与湖争地，违规建设高尔夫球
场、房地产等项目，严重破坏滇
池生态系统完整性，但整改经历
了“糊弄十余年”的曲折历程。
近日，云南省委、省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现场督办，昆明市对在建
项目停工整改，拆除违建高尔夫
球场、房屋和硬化车道，全面恢
复生态绿化 （5 月 10 日新华社）。

此前，从 2014 年起，习近
平总书记对西安秦岭违建别墅
严重破坏生态问题，先后六次
批示指示，当地却整而未治、
禁 而 不 绝 ， 一 栋 栋 别 墅 依 然

“拔地而起”“岿然不动”。2018
年 7 月以后，中央、省、市三
级打响秦岭保卫战，1194 栋违
建别墅被全面拆除，复绿复耕
有序推进。

滇池、秦岭是全国著名景
区，都存在大量违建项目，肆意
破坏植被、污染水源，危害百姓
健康和生命，纠正起来却阻力巨
大，原因在于一些人的错误思想
作祟。

一曰“钱”。一些人以为，
开发房地产项目，是在为当地经
济发展作贡献；问题暴露后，又
以为钱能通神，事情即使再大，
只 要 缴 点 钱 罚 点 款 就 能 “ 摆
平”。然而，山林草场是“人类
之肺”，湖泊湿地是“人类之
肾”，人们只有精心保护的理，
没有肆意破坏的权。昆明大量房
地产项目与湖争地，不仅严重摧
残当地的山水林田湖草，还存在
生活污水进入滇池的风险。秦岭
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涵养水
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等诸多功
能，被誉为“国家中央公园”

“华夏文明的龙脉”，保护其生态
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
一些企业盯上这类风水宝地，随
意圈占林地，随意排放生活污
水，人为削平山坡……这种竭泽
而渔的行为，危害国家和人民的
根本利益，赚再多的钱又有何
用？

二曰“权”。一些人觉得项
目经过审批，因此有恃无恐。可
是，他们太健忘。2004 年，国
家明令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但
昆明铭真运动旅游有限公司偷换

概念，于 2008 年前后，以“户
外旅游休闲公园”“健康养老”
等名义蒙混过关，使违法高尔夫
球项目得以设立。2003 年，陕
西省已规定禁止在秦岭北麓从事
房地产开发、修建商品房和私人
别墅，但当地置若罔闻，为一些
企业开了口子。事实证明，没人
可以超越法律、肆意妄为，在法
律的利剑下，秦岭、滇池违建别
墅“拆违战”终于打响，并将一
改到底。

三曰“众”。有人觉得涉及
违规建设和购置房地产者，动辄
几百户、数千户，人多势众，法
不责众，处理起来总会有所顾
忌。其实，滇池、秦岭不属于某
个人，而是属于全省、全国的每
个人，比起一省几千万人、全国
14 亿 人 ， 那 些 把 “ 昆 明 大 水
缸”“陕西绿肺”变成后花园的
人，不过是少数、极少数，不

“得罪”他们就会得罪苍生黎
民，对不住子孙万代。

四曰“拖”。秦岭、昆明相
关问题被新闻媒体披露、被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组发现后，明确要
求整改，但一些违规企业不是认

真吸取教训，而是今推明缓，阳奉
阴违，试图以拖待变，使违规项目
变成既成事实，保住既得利益，甚
至继续违规开发。然而，党和国家
保护生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力
度，只会越来越大，想拖着不改，
注定是行不通的。

秦岭、滇池两起典型案例说
明，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对法律保
持敬畏，不能越雷池半步。各级党
委政府应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
护生态的关系，坚决守住“生态保
护红线、生态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线”，对敢于破坏生态者，要依
法依规严肃惩处。企业在开发房地
产项目时，决不能挑战法律，到不
该去的地方大兴土木；已经开发违
法建筑的企业，不能错判形势，而
应痛改前非。已经购置违规房地产
的公民，应积极支持和配合地方政
府依法行政，合法有序地维护自己
的权益。

景区违建房地产之风当刹

舒圣祥

在校大学生徐某利用肯德基
APP客户端和微信客户端之间数
据不同步的漏洞，骗取兑换券或
取餐码，出售给他人牟利，并将
犯罪方法传授给同学，造成肯德
基品牌所有者百胜公司损失 20
余万元。近日，上海徐汇法院开
庭审理此案，徐某等五人因犯诈
骗罪、传授犯罪方法罪被判有期
徒刑两年六个月至一年三个月不
等，并处罚人民币四千元至一千
元不等。

此案判决，引来网络上的众
多围观和热议。很多人认为，利
用系统漏洞不当获利，最多也就
是退赔了事，直接上刑罚有点过
了。网友的质疑，在感性层面和
经验层面是有一些道理的。

在法律层面，民法上的不当
得利，和刑法上的侵财犯罪，确
有本质不同。此案中，该大学生
第一次发现肯德基点餐系统的漏
洞，拿到了免费的兑换券或取餐
码，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但其
后明知此系统漏洞存在，又多次
如法炮制，并将方法告知同学，
显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
观故意。

只不过，在笔者看来，法院
将此案认定为诈骗罪，有值得商
榷之处。法院认为，被告人是利
用系统的数据不同步来实施犯
罪，并非系统本身发生的机械故
障或者缺陷，其行为存在欺骗
性。事实上，所谓系统数据不同
步，本身就是一种系统缺陷，强
调并非机械故障或缺陷，既没有
必要，也不具有合理性。因为软

件和硬件本身是一体的。无论是
机械硬件也好，系统软件也罢，
本身都是不可能“被骗”的。

法院认定，该大学生通过发
起虚假交易获取退券退款的行
为，体现的是肯德基App客户端
和肯德基微信客户端自助点餐系
统这一“机器”背后的“人”基于数
据不同步而发生错误认识，并在
错误认识的基础上“自愿”进行财
产处分，进而造成被害单位的财
产损失，故各被告人的行为符合
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这显然属于
对“人”的扩大化解释，这种扩大
化解释，可能是不恰当的。

事实上，“决定”退券退款
等行为的，不是“机器”背后的

“人”，而是“机器”背后早已设
定好的系统程序。在整个过程
中，没有“人”被骗，自然也就

不可能有基于错误认识自愿处分财
物的行为，因而不符合诈骗罪的犯
罪构成要件。

考虑到肯德基点餐系统本身的
确存在漏洞，该大学生是偶然发现
肯德基点餐系统漏洞，与有预谋、有
准备的盗窃犯罪相比，主观恶意相
对较小；而且，采取的也是通过在手
机上向肯德基点餐系统发出指令的
方式，与采取破坏性手段盗取钱财
相比，犯罪情节相对较轻。根据本案
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社
会的危害程度，在量刑上或可进一
步考量，也可考虑判处缓刑。

此案判决，超出了很多人的感
性认知和经验判断，对于所谓“薅毛
党”，应当成为一种警醒。“薅毛”过
度，越过法律边界，很可能已经涉嫌
犯罪。所以，不该占的便宜别占，别
拿“薅羊毛”不当犯罪。

利用肯德基漏洞“薅羊毛”，被判刑冤不冤

徐根凯

清朝乾隆年间，钱澍田离开慈城
老家开始创业，在广州开办了“敬修
堂”，开始跨越四个世纪的普济众生
之路。近日，位于慈城古县城中华路
88 号的敬修堂传统中药文化体验馆
正式对外开业，将钱澍田匠心传承的
传统中药文化重新带回慈城 （5 月 11
日 《宁波日报》）。

“老字号”是城市的“金字招
牌”之一，传承着当地商业文明的精
髓，是城市独特的文化亮点。老字号
企业不仅是营利性市场主体，也是中
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经济和文化
的双重意义。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说，
老字号是一种遗产，纵向地记忆着城
市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着它宽
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
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

我国孕育了众多具有浓郁民族特
色、匠心独具、享誉国内外的老字
号。但遗憾的是，由于各地对老字号
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够，缺乏合理的
发展规划和政策支持，保护措施不到
位，制约了老字号的发展。提高全社
会对老字号振兴发展的重视程度，做
好保护和促进老字号发展工作，已经
成为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以我市为例，如位于原濠河航船

埠头灵桥对面的“施毛记”饭店创办于
1937 年，曾经与“缸鸭狗”“东福园”

“状元楼”等菜馆齐名，后因种种原因
没落了。多年来，宁波有大量散落于民
间、像“施毛记”一样的老企业，由于
够不上中华老字号的相关标准，得不到
政府的保护和相应扶持，逐渐消亡，令
人可惜。再比如，创立于公元 713 年

（唐朝开元年间） 的宁波黄古林工艺
品，距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历史
上，黄古林草席曾随着“海上丝绸之
路”远销海外。然而，风雨千年路，因
各种历史原因，至今已难觅踪迹。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品牌
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老字号是其中重要
力量之一。保留、发展老字号，在某种
意义上讲，就是继承和发展城市的传统
文化。这也是近年来，保护老字号的呼
声越来越高，国家也越来越重视老字号
品牌的挖掘、保护和发展的原因。

挖掘、保护、推动、振兴老字号，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一方面，
认真开展老字号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
老字号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建立健
全老字号档案，及时掌握老字号发展动
态；另一方面，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
用，建立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聚集多
方力量，保护和培育一批发展潜力大、
竞争能力强、社会影响广、文化特色浓
的知名老字号。

让老字号为城市发展助力

王军荣

浙江舟山女子罗某去年在网
上认识的“投资老师”鼓动下参
与网络赌博，被骗去 100余万元
后报警。今年 4月，这位“投资
老师”再次找到罗某，她不但不
报警，还继续跟着“投资老师”
进行网络赌博，结果又被骗 285
万元 （5 月 12 日澎湃新闻）。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
为何当事人却不能长一智？这实
在令人费解。

类似的一再被骗者不是个
别。据报道，5月11日，福建漳
州芗城警方公布了这样一起投资
理财诈骗案：去年，漳州芗城区
一女子在网上进行投资理财，被
人诈骗 30 余万元；事情过去不

到一年，该女子想要赚回之前被
骗的钱财，没想到再次落入陷
阱，又被骗走 70 余万元。与前
案相比，数目是少了许多，但本
质上是一样的。

依照常理，一朝被蛇咬，十
年怕井绳。曾经被骗，自然对骗
子有必然的“敌对意识”，警惕
性会很高，可为何仍然逃不出骗
子的“手掌”？当事人可能是觉
得有了被骗经验之后，能够拿捏
住骗子，觉得自己比骗子“聪
明”。的确，在我们看来，骗子实
在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技术含量
并不高，其行骗的把戏，也是一眼
能够“看”出来的，可结果还是被
骗了。因此，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千万不要和骗子比“聪明”，最“聪
明”的做法是立马报警，让警方能

够尽快抓住骗子。
一般人在骗术上是比不过骗

子的。一方面骗子长期研究骗
术，比一般人专业，他们见识的
人也多，还掌握了你的相关信
息，同时，有的骗子还专门训练
过，因此，一般的人很难和骗子
比拼“技术”；另一方面是自己
的贪心害了自己，而且是一害再
害。骗子的套路是简单的，先是

“同情”你曾经被骗，然后给你
甜头，让你觉得可以把以前被骗
的钱“赚”回来，等到你给的钱
越来越多时，骗子赶紧收网，就
又被骗了，且被骗得更多。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怒其不
争,哀其不幸。对于这样的受骗
者，或许很多人会说，活该。当
然，没有人活该被骗子骗。骗子

不会因为你曾经被骗就放过你、仁
慈对你，更不会可怜你、同情你。
他们的目的就是骗你的钱。对此，
不相信骗子是最起码的原则，遇到
骗子，也不要想着自己比骗子聪
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专
业”水平比你高，你和他们接触得
越多，越是会上当受骗。遇到骗
子，遇到你需要给钱的时候，就赶
紧报警，这是最好的办法，也是最
实用的办法。

离骗子远点，才能更好地保护
自己。打击骗子是警方的事，但警
方已经够努力了，无论是宣传防诈
骗，还是尽力挽回经济损失，可谓
不遗余力。但防骗，最后的防护墙
还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应提高安全
意识，吃透骗子行骗的套路，至
少，吃一堑也该长一智了。

去年被骗100余万元，今年被骗285万元

吃一堑为何不能长一智

易其洋

5 月 12 日一大早，刷微信朋友
圈，发现有好几位在吐槽：我市某区
的老年大学招生，报名竟然是“0点
开始”。0 点，换句话说，就是半
夜，这个时候让老年人报名，不是存
心折腾人吗？

老年大学名额有限，供不应求，
招生报名往往火爆至极，而且各地情
况基本相同。也许正是因为报名的老
年人太多，竞争太过激烈，有人便想
出了这么个主意：0 点报名。这样，
或许就能把那些熬不了夜的老人，或
者晚上容易忘事的老人，以及没有

“孝子贤孙”帮忙的老人，给“自
然”排除掉。这样的“设计”看似精
致，实则是“精致的利己”。毕竟，
大多老年人的身体已经不适合熬夜
了，哪怕是一次也够折磨人的。“孝
子贤孙”可以帮忙，但不也得熬夜折
腾吗？

至 于 像 网 友 反 映 的 ，“0 点 报
名”也就算了，报名系统上，验证码
输入不下30次，弄了1个多小时才成
功；报名费不能用“支付宝”支付，

要去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
在数字化时代，就更奇葩、更折磨人
了。

老 年 大 学 名 额 有 限 ， 想 报 名 的
人，都得排队争抢，那么，能不能报
得上名，跟几点钟开始报名，半毛钱
关系也没有。既然这样，何不照顾一
下老年人的身体，就早上 9 点，或者
下午 2 点，开始报名呢？不管是早上 9
点开始，还是下午 2 点开始，既然名
额有限，那就可以先报先得，报满为
止。也可以参照小升初“公民同招”
的办法：设定几天时间，只要符合条
件，人人可以报名；报名人数一旦超
过招生人数，就来个“电脑摇号”，公
开举行，摇着谁是谁。

资源有限，“能者”先得，或者
“幸运者”先得，只要选拔过程公开透
明就行。老年大学是公共资源，入学名
额越来越成了紧俏品，那就应该确保它
的分配公平合理，杜绝“托人情”“找
关系”“走后门”等不正当行为。至
少，让老年人“0点报名”这样的馊主
意，该歇歇了；像网友所建议的，让报
名系统更完善、更易于操作、更人性
化，也应想想办法。

老年大学“0点报名”
是谁出的馊主意

何影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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