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地址：启东市长江中路723号 邮政编码：226200 联系电话：总编办83128890、事业部83128870、快报部68263873、管理部83128810、采集部68263322、编发部83128820、广告部83128807

时评 04http://www.qidongnews.com
2018年9月20日 星期四

编辑：潘忠平 组版：陈燕丹 校对：吴佳玲 联系电话:83128820

来论 樊树林
头条 张淳艺

记者9月18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最高法近日发布《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
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
（2018－2023）》。其中提出，适时出台防卫
过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
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
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9月18
日《新华社》）

前不久的昆山反杀案中，尽管
警方最终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
卫，不负刑事责任，并依法撤销案件，但

该案仍再次暴露出正当防卫认定缺乏具
体适用标准的尴尬。在我国，正当防卫最
早出现于1979年刑法中，“为了使公共利
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
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正当防卫
行为，不负刑事责任”。1997 年刑法修改
时，又增加了无限防卫权的规定，“对正
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
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
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
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虽然法

律确立了正当防卫制度，但由于规定得
比较原则和笼统，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
困扰。

认定正当防卫行为，需要同时具备
起因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件、对象条
件、限度条件等五个要件。而每个要件又
涉及很多具体问题，尺度很难把握，直接
导致各地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的裁判标
准不统一。一些地方司法部门对于认定
正当防卫比较谨慎，尤其在致人死亡的
案件中，大多倾向于认定为防卫过当、故
意伤害，从而影响了正当防卫制度的作
用发挥。有研究者选取了100份正当防卫
案件的判决样本，其中被认定正当防卫
的判决比率仅为6%。

如今，最高法在表示将适时出台防
卫过当认定标准的同时，首次明确提出

“鼓励正当防卫”，堪称司法一大进步。这
意味着正当防卫制度不再是受害人自我
保护行为的一种权利救济，而成为推动
公众与不法侵害斗争的价值导向。在“鼓
励正当防卫”的理念指导下，防卫过当的
认定标准势必相对放宽，向更有利于保
护防卫人的角度倾斜。

从正当防卫的制度价值看，应当优
先保护防卫者，肯定正义行为对不法侵

害的反击。但在过去，一些地方对于正当
防卫的认定，往往是建立在“理性假设”
的基础上，苛求受害人作出合理选择，以
期给加害人造成的代价最小。更有专家
循循善诱，“正确的正当防卫姿势就是
跑”。事实上，面对猝不及防的不法侵害，
防卫者在仓促、紧张状态下很难准确地判
断侵害行为的性质和强度，难以周全、慎
重地选择相应的防卫手段。倘若为防卫的
手段和尺度投鼠忌器，甚至退缩逃避，反
而会纵容犯罪分子的行为。只有适当放宽
防卫限度条件，鼓励正当防卫，才能更好
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震慑和减少违
法犯罪行为。

同时，鼓励正当防卫，有助于惩恶扬
善，弘扬正气，倡导更多见义勇为行为。
防卫的对象不仅是本人权益，更包括他
人和公共利益，因此正当防卫常常与见
义勇为相伴而生。倘若正当防卫的认定
标准过于苛刻，很可能造成见义勇为者
出力不讨好，流血又流泪。鼓励正当防
卫，就等于鼓励见义勇为，打消公众对见
义勇为可能遭遇风险的后顾之忧，使更
多人在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利益
遭受不法侵害时，都能挺身而出制止违
法犯罪行为。

鼓励正当防卫体现司法进步

70岁的杜大爷是无锡一些展会的常
客，他参加展会并非对此感兴趣，而是因
为这些展会上通常会发放一些小礼品。
无独有偶，刚退休的朱老伯三天两头跑
各种健康讲座和商家促销活动，每次都
有各种小礼品拎回。这些“退而不休”的
老人，忙于赶场子领取小礼品，有的甚至
堪比上班，也由此受到家人的指责。（9月
18日《江南保健报》）

对于老人的“赶场子领礼品”现象，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科主任医
师刘晓伟认为，这些老人之所以热衷于
此，既有苦难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
记，又有老人想方设法体现自身价值的
需要，也有心理情感上的缺失，当然还有

的老人可能患上了囤积障碍症。因此，作
为家人，比起一味指责或阻止他们外出
更有效的方法，或许还是情感关怀。

那么，老人“赶场子领礼品”除了以
上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呢？笔者
以为，其实老人未必在意那一份小礼品，
这些小礼品值不了几个钱，有的是几块
钱，有的是10多块钱，坐公交、打的去领
小礼品，并不值得。在我看来，老人“赶场
子领礼品”，其实领的是礼品，打发的是
无边的空虚和寂寞。

现实生活中，建材展、汽车展、房企
展、商品展、食品展、母婴用品展……只
要老人知道有这样的展览，他们总是风
雨无阻前去参加。在这里看看，到那里转

转，这些展览都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
既不需要买房子，也不需要买汽车，更不
需要购买母婴用品。然而，老人们却热衷
于参加各种各样的展览。当然，在参加这
些展览的时候，他们也是“收获颇丰”，将
商家赠送的钥匙扣、佐料盒、小围巾、小茶
杯等等带回家中。但是，我们明显可以感
受的是，他们更在意的是在展会现场的惬
意。他们图的其实是这样的热闹场景。

忙碌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终于
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了，可是老人们却发
现退休在家之后无所事事了，没事可干
了，除了能够照顾孙子、接接孩子之外，
他们感到自己“就是多余的”。于是，他们
盼望着“孩子能常回家看看”。但是，由于

孩子都很繁忙，他们的生活空间就是寂
寞的、孤单的了。

为何现实生活里，出现了一些涉及
老人的犯罪案件？比如，没事就赌博的，
甚至还有吸毒的。真的是“老人变坏了”？
其实是寂寞的老年生活的乏味导致的一
种现象。打开电视机都是卿卿我我的情
感剧，打开手机客户端都是乱七八糟的
哗众取宠的新闻标题，买本书看都是“很
小的字体”，满街都是KTV、酒吧，哪一样
是老人需要的娱乐方式？可以说，适合老
人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少。

老龄时代，我们应该打造更多适合
老人的文化娱乐方式，让老人也能开开
心心地玩，开开心心地娱乐。

老年生活，不能只剩下“赶场子领礼品”

深论 郭元鹏

为了迎接新阶段的校园生活，新
生们做了许多开学准备。部分新生昂
贵的“装备”“行头”引起了关注：某品
牌电子产品几件套、一线品牌护肤
品、奢侈品牌服装……上周，中国青
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0 名大一新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85.6%的受访大一新生坦言周围
新生中攀比“行头”、“装备”的现象
多，衣服鞋帽、电子设备方面表现得
最严重。（据9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
不同”。大学新生开始人生新的芳华
岁月，确实需要装备一下自己。况且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很多
家庭已经从温饱开始步入了小康，对
步入大学的孩子在装备上“提档升
级”也无可厚非。毕竟，大学生的衣食
住行等必备品也是一个时代前进的

“观瞻平台”。然而，当一些家长将“整
容”当成开学礼物送给孩子，动辄就
给他们购买上万的奢侈品牌服装，这
无形中导致新生开学“装备”的攀比
现象。

正如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
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名大一新生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5.6%的受访大
一新生坦言周围新生中攀比“行头”、

“装备”的现象多，衣服鞋帽、电子设
备方面表现得最严重。之所以如此严
重，既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现实镜
像，更是社会上推崇的“用消费来构
建身份和地位”思维的写照。大学是
人们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神圣殿堂，更
是生命个体新的起点，因此我们在呼
吁开学装备的购买上精打细算、理性
选择外，更需要大学新生在精神层面
进行精心装备。

“精神装备”里要有独立思想。当
大学新生们背上行囊的那一刹那，就
注定成了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作为
一个成年人需要具备独立的思想，需
要具备生活自理能力，不能再指望自
己的父母为自己操心。在以后的大学
的学习和生活中，要具备把握自己情
绪的能力，在诸多坎坷面前，能敢于
直面和化解，能构建良好的人际关
系，这些对以后走向社会大有裨益。

“精神装备”里要有惜时概念。
“岁月无声，人生有序”。青春是美好
的，但也是短暂的，尽管大学的时间有
4年，但对于整个人生而言也是转瞬即
逝。因此，大学新生在步入校门的那一天起，就应该珍
惜时间。不能让自己的大好时光在手机屏幕上“逃去
如飞”，也不能让美好的光阴在“卿卿我我”间匆匆逝
去。“成功总是等待有准备的人”，不妨像俞敏洪一样
认真利用大学的时间，为自己的人生做好储备。

“精神装备”里要有奋斗精神。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人生的不断前进，源于不懈地奋斗。因此，大学新
生们必须摒弃“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概念，在
这个人生成长的黄金时期，保持强烈的求知欲。日
前，教育部已经印发通知，要求“全面整顿本科教育
教学秩序，严格过程管理”，因此大学生们需要不断
挑战自我、充实自己，为自己以后的腾飞打造一双强
硬的翅膀。

“大学真的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几年前，央视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演讲中为大学生这样明确。笔
者希望，大学新生们从踏入校门的那一天起，就和过
去挥手告别，不过度追求物质需求，而是真正充实自
己的“精神装备”，因为这才是最珍贵、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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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人生的不
断前进，源于不懈地奋斗。因此，大
学新生们必须摒弃“玩命的中学，
快乐的大学”的概念，在这个人生
成长的黄金时期，保持强烈的求知

欲，为自己的人生做好准备。

最高法首次明确提出“鼓励正当防卫”，堪称
司法一大进步。正当防卫制度不再是受害人自我
保护行为的一种权利救济，而成为推动公众与不
法侵害斗争的价值导向。既有助于更好保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震慑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也有助

于惩恶扬善，弘扬正气，打消公众对风险
的后顾之忧，倡导更多见义勇为。

9月16日，智课教育联合新浪教育共
同发布的《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
告》显示，中国家长整体上处于比较焦虑
状态，孩子在幼儿园、小学阶段最为焦虑，
进入初中、高中、大学阶段则依次出现下
降趋势。（9月18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家长整体焦虑，且孩子在幼、小
阶段尤甚，凸显的其实是广大家长的“起
跑线焦虑”。曾经，微信朋友圈一个小朋
友的作息时间表引起争论，这个9岁小孩
每天从5点起床，一直要各种学习到23点
才能睡觉。古文、钢琴、围棋等九种课外
辅导班将9龄童变成“学习机器”。在“不
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口号下，一些家

长似乎找到了“下一代赶超”的秘诀：孩
子越小接受培训越好，知识技能兴趣爱
好一样不能少，脑袋里塞得东西越多，做
父母的也越是“心安”。

毋庸置疑，早期教育特别是幼、小阶段
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作用不言而
喻。实践也证明，知识层次更高、经济条件
较优裕的父母，能给子女营造更好的学习
环境，给予更多指导。父母受教育程度较
低、经济状况欠佳，孩子在学习和成长过程
中能得到的帮助则相对有限。这种基于家
庭差异而造成的不平等现象是人之常情，
由此而催生的“起跑线焦虑”也无可非议。

但问题在于，许多家长焦虑的并不

只是这些，他们的焦虑更多地来自于教
育的“起点不平等、机会不均等”，也就是
对教育不公的焦虑。虽然我国近年来在
教育均衡化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教育资源配置的
城乡差异，乃至同一城市内不同区域的
差异，仍非常明显。农村家庭内部的教育
氛围本就不及城市家庭，而教育资源向城
市过度集中现象并未得到有效改变。即便
是在城市，“学区房”的存在，导致经济条
件较差家庭的孩子往往也只能上较差的
学校。这无疑更加放大了因家庭出身差异
而导致的“起跑线焦虑”。

由此可见，一些家长将孩子送进各

种辅导班，其实是试图用自身努力弥补
学校教育的不足。纾解“起跑线焦虑”，如
果仅仅着眼于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理
念，显然远远不够。用教育公平纾解“起
跑线焦虑”，才是治本之举。因为教育公
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只有一手抓均机
会，一手抓强资源，让机会公平与资源平
等成为“双阀门”，两轮驱动，两翼齐飞，
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公众对于获取优质教
育资源的焦虑。期待各级政府本着“不落
下每一个孩子”的精神，不断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增加教育产品供给，让孩子们的

“起跑线”能够不再沉重，让每个孩子都
沐浴在政府公共服务阳光下快乐成长。

用教育公平纾解“起跑线焦虑”

纵论 盛人云

启东店：公园中路438号15门面（世纪联华向南200米）公交
106、109宝岛花园站下车即到
吕四店：府前路华泰综合楼102门面（农商银行向东30米）
咨询电话：0513-8384 8222

有鼻炎困扰
欢迎来免费体验

好消息，好消息。启东日
报报享购周年庆：旗下九防
健步鞋，夏款超轻鞋原价298
元，特惠价99元。天造牌茅
台镇原浆酒，原价 1788 元
（一箱6瓶），直购价100元
（一箱6瓶），香港包黑炭自然
黑发半价体验只要99元。周
年庆之际，以上任意产品，随
便组合买500元可得600
元产品。

活动赠品均由厂家提
供，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活动地址：启东日报大
院内（长江中路723号，和平
幼儿园对面）

咨询电话：8384 0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