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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贪官已不亲自
动手受贿了，而是通过
家属或者寄生于他的小
三、情人受贿。受贿的主
子与帮助受贿的走狗，
究竟谁害了谁，不可一
概而论。

这正是：
狗儿本忠良，
只听主人令。
自通人性后，
毁了一世名。

于昌伟 绘 杨光洲 诗

通人性的
代价

最近，北京市房山区法院首次审结了
一起适用《民法典》新规定的离婚家务补偿
案件，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共同财产由
双方平均分割，同时判决男方给付女方平
常做家务补偿款5万元。判决一经公布，即
冲上了微博热搜。有人认为判5万元太少
了，还不够请保姆的钱；也有人质疑说，既
然夫妻分工，男人在外挣钱养家，女人在家
照顾老人孩子操持家务，家庭劳动可视为
分工的一种，离婚时财产一人一半，为什么
还有补偿一说？

短评：《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
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
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
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
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法院的判决于法有据。
法律的规定和法院的判决，都体现出了对
妇女家务劳动的承认与尊重。动辄把“挣钱
养家”拿出来说事并以此为由不尊重家中
半边天的男性，不妨从立法与司法导向上
认识妻子的辛苦，多多关心她。

日前，深圳市教育局正式印发《深圳市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实施意见》，意
见明确学校在下午放学后开展1-2课时的
课后服务，结束时间不超过18：00，该项课
后服务向学生免费提供，相关费用按生均
1000元每年的标准纳入政府经费保障。早在
2017年2月，教育部就曾为中小学的课后延
时服务工作下发文件，此后各地陆续出台相
关方案落实部署。深圳更是早在2015年就开
始试点“四点半活动”，试图破解“双职工”家
庭的子女接送、照顾难题。此番深圳出台的

“课后服务”方案升级版，最直接的变化在于
将财政经费保障标准从此前的生均350元/
年增加到了生均1000元/年，并明确“学校
以及购买服务的校外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向
学生和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短评：学校下午四点半放学后至晚饭前
的这段时间，让很多不能及时接孩子的家长
头痛并催生了诸如老师违规带学生挣外快
等社会问题。深圳市财政买单解决这一问题
的做法也许值得其他地方借鉴。毕竟，把孩
子安置好了，家长才能专注于工作。看似对
教育的投入，其实促进的是社会稳定与发
展。这样的改革虽然一时看不到轰轰烈烈的
政绩，但利民惠民，为发展增添内劲，体现着
正确的发展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

近日，一则“聚会声明”刷屏朋友圈。声
明上约定：今天在座各位人员喝酒时发生
意外，与兄弟们没有任何关系，纯属自己自
不量力。喝伤、喝死与在座所有人没有任何
关系，写此声明以免特殊意外家属纠缠不
清，所有人签字画押生效。下方是一排排的
红手印，视死如归的悲壮跃然纸上。

短评：为喝酒，不惜拼上生命，值得吗？
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须先自尊，如此轻视
自己的生命，让别人如何尊重你呢？再说了，
这种喝酒的生死文约，也免除不了召集喝酒
与参与喝酒者的责任呀。《民法典》明确规
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条款无效。
喝酒，须文明健康量力而行。生死文约只是
一纸笑话，自尊并相互尊重才是好酒风。

近日，教育部表示，将积极会同体育总
局等部门，做好已建体育场地设施的使用、
管理和提档升级，进一步盘活现有存量资
源，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和社会公共体育场
馆双向开放。

短评：随着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越来越
大，不少地方学校的体育场馆、设施越来越
好。但是，这些财政投入的体育设施远没有
发挥出最大功效。比如，寒暑假期间，学校
的体育设施就常常闲置，这其实是一种浪
费。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可能会
让有管理职责的部门觉得“麻烦”，但是，你
的职责不就是管理这些场馆、设施吗？你不
尽管理职责，要你干什么？在不影响学校使
用的前提下开放体育场馆、设施，有利于全
民健身，还能治治某些人的“懒政”，何乐不
为呢？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
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下发。2018 年 8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严禁学生将
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各学校也对禁止带入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不过，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和责任分
解，也就没有落实常态化的管理措施，“禁
止令”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应有的作
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
管理工作的通知》延续了之前的规定要求，
又作出了具体的措施性安排，包括实行手
机统一保管的模式，从根本上解决“谁来
管”“怎么管”两个问题，也有望破解之前的
执行困局。

短评：中小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弊大于
利；手机进课堂，可谓有弊无利。校园手机
管理，是依法治校、保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的新课题。新依据犹如新钥匙。能否用好新
钥匙打开工作中遇到的新锁头，既是对观
念的检验，也是对能力的考验。教育，真是
一件常干常新的工作呀！

王婆深谙世事，人情练达，巧舌
如簧。最近，鄙人专就几个微信问
题，访谈了王婆。

一、怎么称呼你？
文岗：王婆、啊王干娘好，咋叫

着这么别扭呢！
咱先说说称呼吧。直呼王婆不

够尊重，但现在干娘干爹是绿茶婊
小鲜肉儿们的喜好。我是有独立人
格的，从不认谁干娘也从不让谁叫
干爹。

说起来，以你个体商户、茶坊老
板而论，该称王总，可你兼营太多，
别人说你“做媒婆，做卖婆，做牙婆，
又会收小的，又会抱腰，又善放刁
……”你也自认“老身为头是做媒。
又会做牙婆，也会抱腰，也会收小
的，也会说风情，也会做马泊六”，

“闲常也会做牵头……也会针灸看
病，也会做贝戎儿”，西门庆叫你王
干娘、郓哥喊你马泊六，我觉得，三
姑六婆你主营做媒，其他中介、人贩
子、拉皮条、打架耍赖、小偷小摸、脏
活啥的也全干，就像现在某些人，名
片两面都印满了，倒让我不知怎么
称呼了！对了，现在“大妈”时兴，就
叫你王大妈，显得年轻亲切又入时

热火，是不是挺好？
若觉得“王大妈”老化家庭化，

还有个职业化一点的，没想太多，只
觉得你挺配，王老师这个称呼不知
你喜欢不？反正我是觉得就凭你“开
言欺陆贾，出口胜隋何。只凭说六国
唇枪，全仗话三齐舌剑。只鸾孤凤，
霎时间交仗成双；寡妇鳏男，一席话
搬唆摆对……”的八级口才艺术，加
之“潘驴邓小闲”之理论创新和“十
件挨光计”的科研成果，莫说王老
师，就是王教授，你也受得起。

王婆：于先生太客气啦！俺一个
县城个体户，混口饭吃，没文化，叫
老师让人撇嘴，王大妈就挺好！

文岗：王大妈，当今微信很普
及，不知你玩不？

王婆：不如纺线织布熟练，发帖
子收红包没问题。不怕你笑话，手机
还闲着好多功能不会用呢。

文岗：那请你谈谈对微信的看
法，或者说感觉好吗？比如，微信自
己说“是一个生活方式”，有人说是
即时聊天工具，也有说是自媒体等
等，你觉得——

二、微信就是个大卖场
王婆：依老身看，微信就是个大

卖场。你看，男女老少，起早拉晚，那么
多人玩推销。微商微店、租赁收购就甭
说了。其他晒美食美味美景，晒图晒文
晒这晒那，不都是推销吗？不光个人推
销，一些市县乡镇、系统组织、机关学校
和企事业单位也推销。你看看：一拨一
拨的开会讲话、考核检查、调研参观，还
有什么先进啦获奖啦登报啦，这事那
事，不光想让人家知道，还想让人家认
可，说是宣传，我觉得宣传就是推销。就
我这朋友圈里，那天西门大官人跟我
说，他在群里看一“清河少妇”，不知谁
家娘子，让我打听。大郎的炊饼郓哥的
梨，都开了网购，快递上门。薛嫂你知道
吧？过去就信奉“求只求张良，拜只拜韩
信”，现在也拜微信啦，试开微店，没承
想翠花首饰销量噌噌往上窜。给西门庆
和王六牵线的老冯妈，听说找她说媒
的，按微信发位置找家去了。原只做林
太太一家生意的文嫂，也微信对外开展
业务。你说，不是大卖场是啥？

文岗：王大妈说的是实话，微信以
经济为中心、宣传就是推销也在理。战
略管理就认为宣传是营销的一部分，
营销包括宣传这意思，你和西门庆当
老总的可能体会更深。对了，西门庆的
生药铺怎样，生意火吧？

王婆：还说呢，前些日子进一批假药
材，用牛胆羊胆冒充熊胆、马铃薯加植物
色素伪造牛黄、土豆制作假天麻，具体老
身也不懂，反正被工商查封了，罚了一百
两银子，停业整顿，限期整改。呵呵！

文岗：西门庆这厮干得出这事。王
大妈，你说微信是大卖场，方便经商做
买卖，你觉得对做媒有什么好处？

王婆：哈哈，做媒就是做买卖，这
俩事在我这儿是一个事。要说做媒，我
从 36 岁守寡就干这营生，个中玄妙，
哦，现在叫套路，多着呢！常说“骏马都
驼痴汉走，美妻常伴拙夫眠”，你道为
何？“佳人才子，相凑着的少，买金偏撞
不着卖金的”。张家男李家女，成与不
成，全凭俺媒婆一张伶牙俐齿混世嘴。
嘴怎么说，“彼此都看钱面”，让谁成不
让谁成全看手上的银子，当然就“好汉
无好妻，赖汉娶花枝”啦。近年来，网络
起，微信兴，男男女女直接“农超对
接”，哪还有“中间商赚差价”，可把俺
媒婆们坑惨喽！尽管薛嫂她们都用微
信做，但也就是传个信儿递个话，发个
时间位置，问问可否行不？对象也多是
中老年再婚，业务量没实质增加，成功
率倒下降不少，赚个热闹！

（未完待续）

专访王婆谈微信（上）

牛年伊始，万象更新。各条战线
上，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甘于奉
献，不待扬鞭自奋蹄。大河上下，长
城内外，人勤春早，政通人和，欣欣
向荣。然而，在孺子牛、拓荒牛、老黄
牛之中，有时会混入一种高高在上、
飞扬跋扈、牛气冲天的害群之牛。这
种牛，已成精作怪，毫无勤恳善良的
品性，专以恃强凌弱为乐，堪称职场
牛魔王。牛魔王不除，孺子牛、拓荒
牛、老黄牛受压迫，改革、发展和稳
定将遭受破坏。

发红包，抢红包，本是群众喜闻
乐见的活动。但是，此活动若沾了牛
魔王的气息，不仅让人乐不起来，还
心生恐惧。北京一家房企的副总裁，
除夕夜在微信工作群发红包，第二
天中午发现有 5 名员工尚未领取，
随即要求这 5 人在群内公开检讨，
并要求每人另发 200 元红包，如执
行不到位，下午四点后移出群，年后

处理。这位副总裁说，对于工作群的
情况超过24小时不予关注，先不谈
责任心的问题，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何在？过年不是放羊！看看，牛魔王
发红包，你敢不捧场，性质何等严
重，后果何等可怕。

新冠肺炎病毒够可怕了吧？可
是，牛魔王的可怕程度与新冠肺炎
病毒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贵阳一
家单位出了件奇葩的事：单位领导通
知员工下班后去参加同事的生日聚
会。有两位员工因手头拮据又怕感染
新冠肺炎病毒，仅通过短信向同事祝
贺生日，没去参加聚会。单位领导竟要
求二人各交100元罚款，还得道歉。一
位被罚员工不服，领导要将其开除。你
只怕新冠肺炎病毒而不怕我牛魔王？
本王让你破财又丢人！还不服？敲你的
饭碗！无毒不丈夫。今天就让你见识
见识本王比新冠肺炎病毒还要毒！

如果你认为职场牛魔王只是罚

几两散碎银子、说几句吓唬人的狠话，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厦门国际银行一
位新员工，面对“A角”敬酒时表示，因
身体原因，不能喝酒，而且将来也不打
算喝酒。牛魔王勃然大怒，当即让这位
员工体会到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后果
——耳光扇在脸上。

如果你认为牛魔王只存在于企业
中，党政机关里没有牛魔王，那你就太孤
陋寡闻了。今年元月中旬，一名受害人的
妻子在网上发帖称，其身为济源市政府
秘书长的丈夫到机关食堂一个餐厅吃早
饭，时任市委书记张战伟问该秘书长：

“你怎么到这里吃饭？”“你是不是把自己
当成副市长了？”该秘书长回答“你能在
这里吃饭，我咋就不能在这里吃饭”。张
战伟当即掌掴该秘书长。受害人妻子向
公安机关报案，警方回复：怎么处理，得
请示领导。党政机关里不仅有牛魔王，其
为非作歹时，政法机关都犯愁！

如果你认为党政机关里行凶打人

的牛魔王只有一个张战伟，那你就又错
了。张战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甘肃省纪
委监委发布通报，称武威市原市委书记
火荣贵违反组织纪律，搞一言堂，个人拍
板重大事项；随意、频繁、大量调整干部；
辱骂殴打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

职场中的牛魔王雌雄黑白高低胖
瘦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在其地
盘上以言代法，为所欲为。《劳动法》

《公务员法》等法律根本不入牛魔王的
眼。这正是牛魔王的猖狂之处，也是其
致命要害所在。《西游记》中的牛魔王
最终在照妖镜下现出原形被擒获。如
今我们用党纪国法照照职场中的牛魔
王，通过舆论把其盛气凌人称王称霸
践踏普通劳动者人权的丑恶嘴脸公之
于众，他还敢那么嚣张吗？

加强监督，依法清除职场牛魔王，
营造风清气正的职场环境，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才能安心耕耘，有尊严地
劳动。

清除职场牛魔王

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觉
醒年代》，再现了100年前波澜壮阔
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是中国文
化的一场革命。正因为它，中国文字
才从文言到白话、从竖排到横排、从
句读不清到标点分明，取得了历史
性的进步。

按说，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了
100年，新型的文字表达方式，也早已
约定俗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
旧文化都会销声匿迹。相反，依然有
人怀念旧文化、推崇和坚持旧文化。

比如，我认识一个爱好写诗的
人，就特别讨厌标点符号。在他写的
所有自由诗里，从来没有加过一个
标点。句末不加，句中也不加。比如

“啊 啊 啊 天空啊 你是那么
的蓝 大海啊 你是那么的宽”。

按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他
加不加标点符号，也碍不着咱什么
事。问题是，他几乎每天，都把这样

的烂诗发在微信群里，而且是每个
群都发，接二连三地三发，早晨发
了，晚上还发。让人看了，如鲠在喉，
很不舒服。

忍不住，有一天，我和他理论：
“你写的那些诗，不加标点符号，让
人读起来很费劲。”而他却理直气
壮：“你不懂，这是一门艺术。”说罢，
依然我行我素。

后来，发现很多所谓的诗人，都
讨厌标点符号。譬如最近在网上爆
红的贾某某的“尿体诗”和“裙子
诗”，也都不加任何标点符号。“晴晴
喊 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 等我们
跑去 郎朗已经镇定自若地 手捏
一块屎 从床上下来了 那样子像
一个归来的 王者”“迎面走来一对
男女 手挽着手 女的甜蜜地把头
靠在 那男人的肩上 但是裙子
下 两腿间流出来的东西 和那男
人内裤的气味”。

先别说这些诗的意境和内涵，单
就看这种杂乱无章的断句，能算是诗
吗？你说不算，可有人说算，不仅算诗，
而且是好诗，开创诗词天地，引领时代
风骚。

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是没有标点
符号的，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和语
法结构等，来表示句子的完结。但由于
字字连贯，没有间隔，不仅读起来艰
涩，而且会经常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
字句的误解。例如清代诗人赵恬养在

《增订解人颐新集》中描述的一段文字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如果用不
同的间隔和语气，就会产生七种读法
和含义。

为此，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
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等6名
北大教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
大会上，提出了《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的
方案》。1920 年 2 月 2 日，北洋政府教
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

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
标点符号，也从此诞生。

相比起一般文章，诗词的最大的
特点，是可以分行。长句短句，一句一
行。所以有些人觉得，加不加标点，都
无所谓。但他们忘了，标点符号的主要
功能，除了停顿和间隔，还可以标明语
气。尤其是那些杂七杂八的自由诗，如
果没有了标点符号，读起来也就没有
了任何的韵味。

有一位诗歌编辑，曾经给一个作
者回了一封公开信。他说：“我可以告
诉你，绝大多数时候，在一首诗中缺少
标点符号，则意味着这是一个初学者，
或者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

的确，现在还有很多自命不凡的
人。他们固执地讨厌标点符号，固执地
坚持半文半白，固执地坚持写繁体字。
自以为很优秀，自以为很天才，自以为
可以标新立异，其实是在开历史的倒
车，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你为什么讨厌标点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