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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元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是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形象概
括，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绿水青
山”，既有陆上的，也包括海上的。

近日，2 则关于大黄鱼的新闻
引起大家关注。一是象山渔民在东
海一网捕获 2450 多公斤大黄鱼，
单条重量多在 0.5 公斤以上；一是

《岱衢族大黄鱼养殖产业提升关键
技术创新与应用》，被列为 2021年
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拟奖项目。

一网捕上 2450 多公斤野生大
黄鱼，近 30 年未见过。而在三四
十年前，它们多得“造反”，旺发
时一网可捕获 5万公斤，最便宜时
半公斤只卖几分钱。后来，由于滥
捕导致大黄鱼濒临灭绝，其价格也
涨到天价，从平民饭桌上的普通菜
变为“东海珍品”。人类的无节制
行为导致自然界的惩罚，令人唏
嘘 ， 有 网 友 感 叹 “ 为 大 黄 鱼 哭
泣”。幸好我们吸取了教训。得益
于多年来持之以恒的禁渔政策与大
规模鱼苗放流，如今，一网能捕获
数千公斤大黄鱼，显示原先渐趋枯
竭的东海渔业资源得以部分修复。

但我们仍不能盲目乐观，而应继续
保护海上的“绿水青山”，优化海
上的“金山银山”。

这是浙江海洋强省与宁波海洋
中心城市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2021 年，省里召开海洋强省建设
推进会，提出加快建设依海富民、
向海图强、人海和谐的海洋强省。
去年 12 月，宁波也出台了海洋经
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保护
海洋蓝色家园、提升海洋综合治理
能力等，2025 年初步确立全球海
洋中心城市地位。

大力发展现代海洋渔业。据统
计，2020 年宁波实现海洋生产总
值 1674 亿元，占全省海洋生产总
量比重约为18%。有关规划已将现
代海洋渔业列入四大涉海支柱产
业，但仍待做优做强。应处理好

“量增”与“质优”的关系，有节
制地捕而不宜片面追求超量捕捞，
应辅以远海与钓钩作业。此次捕获
的两三斤大黄鱼，其中不少可能是
越冬的怀卵亲鱼，若如此，冬捕大
黄鱼更应慎重，以利渔业可持续发
展。

持续、高效地实施休渔禁渔及
全面监管。每年夏季 3个半月的休

渔期对保护幼鱼资源、促进东海渔
场修复意义重大，但还需加强保护
力度。在此期间，某些禁渔禁售幼
鱼措施，有时执行不严，在禁捕的
6种重点保护品种中，未达到最小
规格的幼鱼照捕，禁止销售的幼鱼

（如筷子般大小的带鱼） 照卖。今
后应多部门联动施以更严格管理。

持 续 、 高 效 地 实 施 鱼 苗 放
流。这是修复渔业资源的治本之
策。自 2013 年起，市里累计投入
资金约 8 千万元，放流苗种逾 60
亿尾 （颗），包括大黄鱼、日本对
虾、黄姑鱼、石斑鱼等，有力地
提升了近岸海域渔业资源丰度，
大黄鱼、黑鲷等濒临绝种的品种
如今焕发生机。据统计，每放流 1
万尾大黄鱼鱼苗，可收获 87 公斤
商品鱼；据信息技术监测，本地
捕获的大黄鱼，8成出自放流的鱼
苗。今后应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
力度，优化投放品种，提升鱼苗
成活率。

坚持科技兴海，提高海产养殖
科技水平及相关研究水平，推出更
多水产新品种。近年来，以宁大水
产科研团队为主力军，我市渔业科
研在大黄鱼人工养殖、加工及全产

业链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
大黄鱼“甬岱1号”、缢蛏“甬乐1
号”、大黄鱼“东海 1号”、三疣梭
子蟹“科甬 1号”等获得国家水产
新品种证书。今后，还应加大科研
投入力度，提升创新水平，攻克更
多研究难关 （如难度很大的鲳鱼人
工养殖）。

系统推进海洋污染防治，提高
治理水平。多年前，笔者曾参与人
文因素对海域生态环境影响机制与
控制模式研究，认为，由于沿海近
岸工业化进程尤其是石化工业的发
展，排放入海的污染物日渐增多，
导致海域赤潮及海水富氧化、滨海
湿地退化等，对东海渔业资源构成
威胁，给海洋生态敲响了警钟。要
让东海渔业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
代留下海上的“绿水青山”，就必
须把海洋污染防治视为一项系统工
程，全社会协力推进，打造鱼类乃
至人类的“蓝色家园”。

全力保护和优化海上“绿水青山”
刘夏村

春节越来越近。“二十五做豆
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年
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过年，总是同美食联系在一
起，与家人朋友共享美味、共庆佳
节。喜庆之余，也要注意节俭不要
铺张，避免出现“舌尖上的浪费”。

近年来，随着“光盘行动”
“半份菜”等厉行节约的举措推
广，食品浪费有所改观，但仍有不
少人“下馆子”时讲排场少吃多
点，也有一些商家变相怂恿顾客不
顾实际多消费。特别是逢年过节，
食品浪费现象尤为严重。

2021 年 ， 全 国 粮 食 再 获 丰
收，粮食产量连续 7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但对于有 14 亿多人
口的大国来说，粮食安全这根弦一
刻也不能松。当前，我国粮食需求
刚性增长，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
紧，粮食增面积、提产量的难度越
来越大。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
每年全球粮食从生产到零售全环节
损失约占世界粮食产量的14%。这

个损失降低 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
增产 2700 多万吨粮食，够 7000 万
人吃一年。在餐饮消费环节遏制浪
费，是节粮减损的重要举措，相当
于增加了“无形良田”。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勤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021 年我国重拳遏制食品浪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 等发布施
行，将节约粮食从道德标准上升到
法纪的高度。

全社会要进一步行动起来，持
续形成遏制餐饮消费环节浪费的强
大合力。各级政府要加强监督管
理，采取切实有效举措推进反食品
浪费工作；餐饮企业要主动引导顾
客按需点餐，提供“小份菜”、餐后打
包等服务；消费者要树立文明、健
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

新春佳节之际，五湖四海的人
们用美食欢庆一年的收获、迎接新
春的祝福，这时也需共同努力，从
自身做起，坚决遏制“舌尖上的浪
费”，让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成为
春节“新食尚”。

让节俭成为
节日餐饮“新食尚”

罗志华

这两天，一篇文章刷屏了无数
人的朋友圈。这是一个伴随着巨大
苦难与奇迹的真实故事。《杭州日
报》“倾听”栏目于去年 11月接到
一个从殡仪馆打来的电话：“你们
能不能写我儿子的故事？我儿子是
天才，他现在精神病院，他妈妈今
天刚走了。”终于，这位“天才”
翻译家金晓宇和他父亲金性勇的故
事被写了下来 （1 月 18 日光明网）。

患阿兹海默症去世的妻子、殡
仪馆里打来的电话、在精神病院住
院的天才儿子等，是这篇文章引发
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但这篇文章
感人至深的，是内容而非形式，这
个当前仍不知母亲已撒手人寰的精
神病患者，也是一个天才翻译家。

两者之间形成鲜明反差，难怪网友
发出感慨：人生艰难、人间美好。

金晓宇是不幸的。他在 6岁时
因玩伴的玩具手枪里射出一根针导
致一只眼睛瞎了。此后又被诊断为
躁狂抑郁症而辍学，尽管后来通过
自学考上了大学，可就读一年就犯
病了。此后他经常犯病。无论是失
学，还是失业，随时可能将金晓宇
卷进命运的深渊当中。他的父母终
将离他而去，金晓宇如何生存，是
个问题。

金晓宇也是幸运的。他父母给
予了他包容与呵护。十年来，他读
了浙江图书馆所有外语小说，翻译
了 英 语 、 日 语 、 德 语 共 22 本 著
作，其翻译作品横跨小说、电影、
音乐、哲学多个领域。很多网友留
言声称读过他的著作，但直到现

在，方知作者是一名躁狂抑郁症患
者。假如金晓宇此生一直能得到精
心照料，很可能成就一番轰轰烈烈
的事业。

金晓宇的经历与命运的反差，
给社会带来的启示是，如何对待金
晓宇这样的患者，可能会产生完全
相反的结果，也说明对于他们的关
爱，具有双重的理由。因此，对于
这个极端个案，不仅要就事论事地
帮助这个家庭，而且应当成一次契
机，进一步探索如何完善心理健康
干预尤其是对青少年抑郁症早期干
预的举措。

金晓宇从小就深受抑郁症的折
磨，但他的不幸经历，其实很多孩
子也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中国国
民 心 理 健 康 发 展 报 告 （2019—
2020）》显示，2020年我国青少年

的抑郁检出率为 24.6%。因此可以
说，金晓宇的背后，还要更多需要
得到心理健康干预的孩子，为此，
无论是医疗系统还是教育系统，近
年来都加大了这方面的工作力度，
青少年抑郁症筛查纳入体检等举措
被陆续推出。但这种话题极易引发
争议，说明推进和实施青少年心理
健康干预，不仅要改进工作方法，
而且还需转变观念。

“精神病院里的天才儿子”刷
屏，既向民众展现了一人之病和一
家之难，更向社会再次抛出了关爱
心理健康这个公共话题。期待金晓
宇的命运此后会朝着好的方向发
展，疾病能够得到很好控制，天才
能力能够得到尽情发挥；更希望全
社会对心理健康干预举措会更有
力、更有效。

“精神病院里的天才儿子”刷屏的启示

朱晨凯

今年起，每年除夕零点至正月
初六 24 点，宁波中心城区巡游出
租车，每单将收取 10 元节日附加
费。目前宁波出租车的起步价为
11元3公里，春节期间，计价器将
自动跳至21元3公里。此外，春节
期间，网约车平台也会额外向乘客
收“春节服务费”。

消息一出，引发不少网友吐
槽。一些人认为，出租车价格本来
就比网约车贵，再涨价，不合理。
比如，有网友表示，“成功劝退了我
坐出租车的想法”；还有一些人认
为，之前打车“路程近了会被司机吐
槽”，现在搞“一刀切”，司机开心
了，但乘客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春节期间，对出租车收“附加
费”，应理性看待。往大处看，加
收的目的，是提高司机积极性和主

动性，缓解市民春节期间“打车
难”。春节是法定节日，出租车上
路，和加班性质一样，司机有了经
济补偿，更愿意上路，市民有了更
多出行选择，对双方都有好处。

往 小 处 看 ，“ 每 单 加 收 10
元”，让不少网友敏感，质疑收费

“一刀切”。这也要客观看待。公共政
策，要考虑可行性和操作成本。不
然，出租车“附加费”，近距离该收多
少，远距离该收多少，很难统一，也
容易受个体影响，破坏行业秩序，造
成不必要的纠纷。比较而言，“一
刀切”反而是最经济的做法。

春节期间，出租车收“附加
费”，节后恢复正常，是“特殊时
期特殊办法”，是一种制度化、规
范化运作。省内其他城市，如杭
州、绍兴、金华、丽水等，也在收
取类似费用。对此，还应理性看
待，不必过分敏感。

理性看待春节期间
出租车收“附加费”

郑建钢

日前，“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
‘我们的村礼’”征集活动落下帷
幕，慈溪市古塘街道担山跟社区文
化礼堂的虎头鞋和慈溪市长河镇宁
丰村文化礼堂的长河草帽，从众多

“村礼”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 20
个“我们的村礼”之一。

虎头鞋、长河草帽入选浙江省
农村文化礼堂“我们的村礼”，可
谓名至实归。虎头虎脑的虎头鞋，
既有实用价值，又可以当作精美礼
品馈赠亲朋好友。不难预计，在虎
年即将来临之际，虎头鞋一定会广
受欢迎，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很多
新生婴儿的人生第一双鞋子。

至于长河草帽，早就“甬”闯
世界，出尽风头。长河草帽，距今
已经有近三百年历史，上世纪三十
年代，就已经漂洋过海，出口到欧
美、东南亚国家。其中，最负盛名
的金丝草帽，更盛行于西方上层社
会交际场中。1915 年，长河草帽
迎来高光时刻，在巴拿马万国出口
展会上荣获三等奖，成为深受西方
贵族喜爱的装饰品。美国前总统罗

斯福的夫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
日本皇室成员都是长河金丝草帽的
粉丝。

当然，宁波并不只有虎头鞋和
长河草帽，像四明山竹编、余姚土
布、象山竹根雕、宁海清刀木雕、
黄古林草席、宁海白木小件等，都
是人见人爱、很上档次的文化遗
产，一点不比“我们的村礼”逊
色，完全有资格成为宁波传统文化
的象征。

由于多方面原因，用手工制作
的手艺，很多后继乏人，难以融入
现代日常生活，为今人所用。有的
养在深闺人未识，有的逐步被边缘
化，淹没于乡村僻壤，特别可惜。

长河草帽编织技艺项目已被列
入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
录，年产值近 2亿元，成为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的成功范例。其他非遗技
艺项目也可以像长河草帽一样，在
整合国内外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合
适的载体，比如进博会、消博会、中
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等平台“甬”
闯世界，不但能够继续传承下去，而
且可作为宁波标志性的民族品牌，
进一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希望更多“我们的村礼”
“甬”闯世界

王学进

日前，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公布了年度中等职业教育
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全国共
19985 名学生获奖学金，每人奖励
6000 元。其中，宁波罗胜、张磊
等131名中职生获此大奖。

国家没有在义务教育段和高中
段设立国家奖学金，却给中等职业教
育设立国家奖学金，背后大有深意。

为了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近
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职业
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设立中等职
业教育国家奖学金，是一项支持职
业教育发展的重大举措，旨在促进
教育公平，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
办职业教育，并向全社会传达一个
强烈信号：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

6000 元奖金固然丰厚，但比
奖金更宝贵的，是其对获奖者本人
的激励意义，和对其他同学的榜样
作用，这些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其

含金量也在此。
中职生需要激励和鼓舞，中职

教育更需要激励和鼓舞。在整个教
育序列中，中职教育一直不太受人
待见，选择中职教育的学生，多半
是中考失利，迫不得已选择读中
职。进校后，一部分学生缺乏进取
心，得过且过，有的甚至自暴自
弃，让老师家长头疼。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设
立中职教育国家奖学金，就是要激
励中职生奋发上进，增强信心。国
家大力促进制造业发展，需要一大
批技术工人、能工巧匠、大国工
匠。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职
业教育大有可为，中职生的人生照
样可以出彩。

奖金诚可贵，荣誉价更高。希
望每位获奖学生珍惜荣誉、加倍努
力，力争取得更大成绩；希望全体
中职生，以获奖学生为榜样，汲取
前进动力，在振兴职业教育和服务
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

131名中职生获国家奖学金
激励意义比奖金更宝贵

盛 翔

是差评还是诽谤？因为在知乎
“文考网怎么样”话题下，匿名评
价时称“……文考虎视眈眈在微信
上 拉 架 ， 谁 敢 实 名 谁 必 定 被 网
暴……”北京一高校研究生张铭（化
名），与另一名网民马倩一同被起诉
至法院，并已被一审判决败诉，需
要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

在知乎留言区发表对“文科考
研网”的评价，没想到竟惹来官
司。张铭被法院判决系侮辱或诽谤
的用词是“虎视眈眈”“网暴”，马
倩的用词则是“资料烂、白给都不
要，将给差评的顾客移除群，够恶
心”等。网友的类似评价，当然会
让文考网感觉不爽，但以一般网友
的标准衡量，是否构成侮辱或诽
谤，却非常值得商榷。

在网络购物平台上，上述评价
是很常见的用户差评。既然是差
评，当然会带点情绪，只要是根据
自己的主观感受进行客观评价，不
存在诽谤、侮辱或引导其他消费者
的行为，应当属于正当的评价权
利。如果在消费者的差评中，哪怕
陈述的事情属实，某个形容词或者
某个成语，也可被直接拿来作为侵
权证据，消费者还敢差评吗？不给好
评就闭嘴，给差评就会被起诉，就
会被判赔，无疑是很恶劣的示范。

几天前，丁磊因为网易员工发
删稿函道歉，承认“我们的个别员工
做事凭惯性，看到负面消息第一时
间就想着去处理掉消息，而不是把
事情讨论清楚，这非常不好”。事实
的确如此，网络差评是无论如何删
不尽的，关键是要把产品和服务搞
好。文考网这次虽然赢了官司，但丢

掉了口碑。消费者也许不会因为几
个网上差评就不选择文考网，但是
文考网对差评消费者动辄起诉索
赔，却不得不让他们慎重考虑。

作为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质
量、消费体验享有发布评价的权
利，当然也应遵守“合法、客观、
真实”的原则。根据有关司法解
释，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
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
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
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
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换言
之，消费者给差评，是否构成侵害
名誉权，标准应当从严把握。

如果消费者的差评权保护和商
家的名誉权保护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
冲突，法律的天平理当适度偏向消费
者。消费者给差评，不能简单直接等同
于诋毁、诽谤，起诉的商家应就消费者

存在主观恶意承担证明责任；消费者
评论是否造成商家社会评价降低或贬
损，商家也应举证证明该损失真实存
在，且与消费者评论之间具有因果关
系。如果阅读量本身不大、影响范围有
限，商家损失较小或难以认定与差评
之间存在关系，均不应支持。

不容许差评，所谓好评则根本
没有意义。如果消费者只要给差
评，就容易惹上官司，并且很容易
被判赔，在某种程度上，司法资源
将被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商家，用
作“惩罚”差评者的工具。而差评
将成为一项昂贵的言论表达，需要
很大的勇气和财力，才能够实现

“差评自由”。侵权认定标准过低，
无异于对消费者差评权的变相剥
夺，不利于对消费者“差评自由”
的保护。从衡平原则出发，侵权认
定应更为谨慎，方能实践正义。

消费者的“差评自由”需要司法守护

陈志卫

“我吃喝不愁啊，你要钱干什
么，埋你啊，我现在知道我疯狂的
贪欲登峰造极。”中央电视台 1 月
16 日播放 《零容忍》 警示案件之
二“打虎拍蝇”，敛财超4.5亿元的
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
玉的一段忏悔十分抢镜，在微信朋
友圈、自媒体中广为传播。

王富玉的人生及价值取向，可
悲可叹可笑。因为位高权重，他骄傲
自大，贪婪无度，无视党纪国法，甚
至在退休以后，仍大肆敛财，直至锒
铛入狱，幡然醒悟，却为时已晚。

贪得无厌，忘乎所以，就容易
翻车，这是常理。在我党我军的历
史上，早有案例。1948 年解放战
争时期，毛主席下令立即枪决冀中
军区参谋长黄寿发。黄寿发是我军

高级将领，在多次战役中屡建奇
功。可惜的是，随着官职的一路高
升，他越来越嚣张，最终因情感问
题，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她腹中未
出世的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名将张
灵甫，在 1935 年也曾杀妻，但凭借
蒋介石的喜爱，时任团长的张灵甫
仅在狱中待了一年，就得以回到部
队“戴罪立功”，之后更是一路高升。
或许，彼时的黄寿发内心有个比较，
其战功、军职比张灵甫高，认为不会
有事。只是黄寿发搞错了：共产党的
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

黄寿发在被枪决之前，幡然醒
悟，王富玉入狱后也幡然醒悟……
或许，这对那些仍在潜伏的“老
虎、苍蝇”是个警示，督促他们早
点主动投案，以减轻罪过。否则，
就太晚了。

从王富玉的忘乎所以
与幡然醒悟说起

来者不拒 闵汝明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