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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社会危害面最广，恐怕要

算传销罪了。所谓传销罪的法律名称

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或许很

多人会说，像自己这样有社会阅历、头

脑清楚的人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一

眼能看出这是传销，因此就不会参与

其中的，更说不上犯“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罪”了。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当

今，社会上一些有名望的中年人，一些

从公务员队伍退下来的老同志都糊里

糊涂地陷入了传销的漩涡。对此，广大

中老年人需要提高警惕。

马女士是某县的政协委员，同时

是个成功的经商者，家境殷实，社会交

往广泛。一次，她在一个饭局上认识一

个姓孟的客户。孟客户问她：“马总，您

平时交际广泛，是不是手机电话费很高

啊？我这儿有种电话卡叫‘易金话卡’，

用这种电话卡话费便宜，如果您用着

好，还可以介绍给朋友，每介绍一个朋

友，您还可以分钱，您的朋友介绍了下

线，下线也会返给您钱。”马女士一听，

思量平时自己手机电话确实很多，一听

电话卡不过百十块钱，就买了一张。试

打电话后，电话费确实比以前省了许

多，于是就前后买了几十张，除了一小

部分卖给朋友，大部分都免费赠给了寺

院里的义工。

没想到的是，两个月后当地公安

机关突然传唤她，使她摸不着头脑。心

想：“自己也是个有些名气的人，一不

偷二不抢，警察找我干什么？”到公安

机关她才知道因为自己出卖和赠送电

话卡，竟然触犯了“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马女士觉得太冤枉了。首先，买

的电话卡大部分免费送人，根本没有挣

钱；其次，自己试过，电话卡确实省钱，

出售这些电话卡是对老百姓有好处啊，

做好事怎么犯罪了！

后来，马女士经过办案人员的教育

和律师解释才明白。“传销”是政府明

令禁止的销售手段，一个人不管他自己

是否知道自己在传销，只要是传销到了

一定层级、传销达到一定人数，并且直

接或间接地收取人头费，就涉嫌“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此罪名与其本

人是否盈利是否明知自己进行了传销

活动无关。马女士出赠或赠予他人电

话卡，导致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她的

下线达到了一定人数，从而违反了有

关法律规定，就构成了“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罪”。

媒体上，类似案例不胜枚举。前不

久，我县一些退休人员也涉嫌参加了一

次相当规模的传销活动。当地公安机

关受理后初查时，一些人感到很冤枉，

说自己不知怎么就上当受骗了。

通过这些案例，可以得出以下教

训：首先，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没有

经过辛勤工作和劳动就能赚钱的事，一

定要谨慎对待。其次，遇到自己不了解

或拿不准的，要咨询专业人士，尤其是

请教政法人员。马女士案件最终检察

办案人员采纳了律师关于马女士犯罪

情节较轻，主观上无恶意的观点，对其

免予起诉，但对她造成了一定的负面

影响，教训是深刻的。最后，建议中老

年人群加强法律知识学习，特别是新

闻媒体所披露的典型案件报道，以及政

法公安部门的提醒，切实引以为戒，勿

重蹈覆辙。 （陈周驹）

当心陷入传销罪

年近 70岁了，还是小孩心，喜欢游

走。2018年元旦，伴随友人去东乡三合

镇。坐在车里游想到“和合”“三合”，

就问“三合”区域名的起因。友人说：

生于此，长于此，三合的地名由来却没

有听说过，不过在我们地方，传说有条

皇帝走过的山岭，叫皇经岭，《府志》

《县志》有记载。皇经岭下灵溪幽岩自

古还是有名的风景点，两者在历史上

很有名气，故事也很动听。于是，友人

向我娓娓道来。回家后，我把听到的和

资料上查到的串联成文，供大家欣赏。

皇经岭，顾名思义，就是说某皇帝

曾经走过的山岭。天台东乡皇经岭，据

说宋朝高宗皇帝确实经过这条山岭

路，还留有宋高宗皇帝赞美苍山灵溪

幽岩胜景绝唱诗篇。民国二十五年《台

州府志》一百一十六页书载：“高宗留

题。高宗经黄振岭幸周氏宅题诗，旧志

已载”。天下事情无巧不成书，原来岭

名“黄振岭”就是天台话谐音皇经岭，

高宗皇帝经过此岭，后人就改写成“皇

经岭”了。

这条山岭路，在天台三合镇与浙江

临海河头镇交界处，最先传说是晋代

谢灵运为游天台山，请人开辟的，没有

取路名，随后成为杭州、台州、温州官

路交通枢纽。

到宋代，据说当年金兵南下，宋才

子皇帝高宗为躲避金兵，暂驻浙江台

州，后击退金兵北归。真是八月好天

气，才子皇帝高宗仰慕天台山奇山佳

景，大部队先行，自己由一小队士兵护

送漫游，道经这条山岭，下岭时，经过

一带清流的灵溪峡谷，广阔空灵，两岸

奇岩高耸，岩桂飘香，枫叶耀眼，好一

幅天然水墨画。高宗皇帝伫立良久，口

中默语，赞叹不已！

出峡谷口，经霞峤村，村里有户周

姓人家，上辈人曾在晋代获封光禄大

夫，此时，其二十一世孙周忠厚为其母

亲曹氏举办六十大寿庆典，蛮有排场。

高宗皇帝颇有兴趣看其热闹，被周忠

厚父彝常见之，说其有缘，热情邀请，

要接待远方经过此地的不速之客。主

人安排兵士就餐，忠厚父子陪客官小

酌，只见客官气度超然，言语斯文，又

平易近人，认定这位客官不是平常等

闲之人。高宗皇帝酒足饭饱，在主人陪

同下，巡看了全村，连连赞叹好地方，

村风朴实，村民和合。高宋皇帝又请主

人沿灵溪峡谷导游一回，并得知原来

这地方，就是古今文人墨客向往的浙

江天台山幽岩胜景之地。真是青春作

伴好还乡，高宗皇帝兴奋之极，诗兴大

发，与主人回到家，要上墨宝，在主人

点头含笑下，在堂屋壁上秉笔直书一

首绝句，没注皇号、姓名和日期：“秋入

幽岩桂影团，香沁日夕照林丹。应随王

母瑶池晓，染得朝霞下广寒。”此事此

诗后记入周氏宗族谱。诗句赞美了天

台山幽岩佳景，独特风景美丽如画；又

贺曹氏大寿如天仙般荣光，别具一格

热闹和合。此诗诗情画意也成为高宗

皇帝私爱。传说，高宗皇帝定都杭州

后，一次空闲书画，曾在团扇上画天台

幽岩桂影景，并题上此诗。

周家父子送别高宗皇帝时，隐约听

到士兵说高宗皇上今日与民同乐，才

知那日不速之客乃是当朝皇帝宋高

宗。一传十，十传百，村民们都感到生

于此地的幸运，就把高宗皇帝途经的

东乡山岭取名为“皇经岭”。每天慕名

而来观看周忠厚家御诗的文人墨客、

平民百姓络绎不绝。人人赞赏堂壁御

诗：笔势飘逸潇洒，如鱼游春水，龙戏

天池。周忠厚家人更是珍惜不已，遵照

族长提议，遂请能工巧匠，选定好日

子，焚香拜镌，制作成小屏风，珍藏在

家，世代永珍之。从古至今，皇经岭、周

忠厚家御诗、灵溪幽岩成为天台东乡

百姓的美谈。

写就此文，突发联想，天台福地正

在裂变开发大旅游产业，如何串联天

台东南西北中，点连着面，面覆着点，

让历史景观和自然景观为现实服务。

设定出天台二日游、三日游线路，东乡

三合皇经岭、灵溪幽岩、霞峤村周氏家

屋，可设为一点，值得开发。

（曹善清）

志载道听“皇经岭”

许杰先生青年时在上海与家父曹

文泉认识，上世纪 40年代曹任天台省

三小学校长，许离开家乡，去东南亚办

报宣传抗日，托曹照顾其子女义生、国

生读书，我才与他们兄妹同窗直到天

台中学毕业，国生的爱人许文虎，也是

天中学生，我与他虽未同班，但因校刊

《天中生活》约稿而多有联系。

50年前，我曾拟写科学家徐光启

的史绩请教许老指导，他百忙中及时

复信。又在 30年前，我春游到上海，去

华东医院拜望许老，他抱病题诗：“默

默耕耘辛垦地，殷殷切盼自由天，晚来

识得人生味，归咏春风大有年”旧作一

首。特行再抄出，应可园同乡弟存念，

九三老人许杰，1991年 3月。许老并要

我代为问候家父，他的真诚使我大为

感动，至今我还留着墨宝。当晚，我住

在许老华东师大专家宿舍里，次日，国

生和其小女儿送我出门，并嘱几起家

事代办。最主要的是天台博物馆筹备

“许杰纪念室”事宜，要我先了解试展

情况。国生早先有信函寄给我，我带着

信并约同张德江找博物馆领导，他们

以为我是许老的亲戚。我说我只是许

老的学生，其子女都是我的好友。

许杰 1993年去世，他的两个儿子

也去世多年了。20天前，又惊悉，文虎

君久病而逝，我写了悼词以纪念之，并

约同学许尚枢、范永秋、林柳如、袁春

生去灵前祭拜，慰问了他的三子一女，

其长子许懿还将我的悼词“四哭文”

带去宁海：词曰：一哭最尊敬之导师，

高寿之教授，文界领袖，学苑泰斗“许

以杰出”的永诀。二哭、三哭，先师子

女，“为义而生，为国而生”为培养下

一代竭尽心瘁，仅留下音容笑貌，怎不

令人感慨？四哭，师之贵婿，大学高才

“文林虎王”屡失猛威，只遗影背，寂

然隐退。

惜哉！惋哉！一门四位皆因工作拖

累，体弱力衰，诊医无效，父先子随，乘

鹤西归，至哀至悲。春风拂指，罡风劲

吹，却难舍亲朋魂兮萦回，永无人来。

我们不禁痛洒热泪，滴滴顿化浓墨，摒

除色彩，倾泻直抒。敞开胸扉掏心诉

肺，以表述诚谊数十载，逝者长已矣，

存者尚健在，仍团结互慰，聊发余辉，

以告先师教诲，学友挚爱。（曹可园）

怀念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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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完事情，开车赶回塔后，范姨来电话说：“快

可以吃晚饭了。”我回了句：“好。”

迎着远处的夕阳，右转，拐入天北线，夕阳瞬间

隐到赤城山后。但我知道，只要从塔后村口的坡路

缓缓开下去，夕阳肯定还在远山等我。

追着落日回家，没有比这更好了。

多好的落日呀，我把车停在路边。拿出手机，定

格瞬间。

前年，也是这样一个晴好的冬日黄昏，四处为

民宿选址的我，在北山上漫无目的地转了些地方，

无所收获，心里多少有些黯然。经过塔后村的路口，

又或许是眷恋那一抹夕阳，掉了个头，顺着村庄的

路慢慢开进去。

不远处的村庄炊烟升起，隔山之遥的城市高楼

耸立，再望过去，远山如黛，一轮褪去光芒的夕阳沉

稳地挂在西边。我静静看着远方的落日，觉得心安。

多久没有这种心安的感觉了，真想时间过慢一点，

再慢一点。那一刻，落日下的村庄给了我回家的感

觉，那是在城市里漂泊所体会不到的安心和温暖。

天黑了，我在村里转了一圈，塔后已有许多家

民宿，尽管村落现代，倒还安静。回去后大致分析了

一下村庄的位置，背靠赤城山，距离国清寺和琼台

仙谷比较近，又是去北山的必经之路，离城区近也

是它的一大优点。还有一个吸引到我的地方是塔后

民宿村已有些雏形，村民意识与无人做民宿的村落

不太一样，这很重要。

我抛掉以前非山居不可的理念，着手在塔后周

边打听带院子的闲置房屋。

半年后，果真寻到一处小院落，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贴着马赛克、围着花瓶柱栏杆的房子。一同来

看房的友人大多反对，理由是将来要亏的。我心里

明白，房屋外形已经决定将来房间的价格，加上紧

挨着村落，开门见山的情怀是没有了，即便是做的

成功周边没有开发的余地。

不是没有犹豫过，毕竟不是有闲钱无所谓随便

扔在这里玩玩。

而那时正好有一个单位找我，希望我尽快回

复。我思量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去塔后。我把能想到

的最坏结果都想好了，如果做不成民宿，就种花、写

文字、租点地种菜。我不怕生活的艰苦，我宁可折

腾，也不要失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很庆幸那时的勇气，才有了现在的花谷闲农民

宿。这当中的辛苦自不必说，往后都将是好日子了。

熟悉的铃声响起，才回神，是范姨打来的。天色

已晚，赶紧追着最后一抹霞色回家。 （花谷闲农）

今天，在微信里看到一篇深度好

文———《一个人的精神长相》，我就第一

时间转发给了闺蜜“红石梁瑜伽”，紧接

着就抄录在笔记本上。

相由心生，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

表。文章中说：精神长相，是一种看不到的

能力，这个能力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力

量。这些话直击我的心灵，使我想起了朋

友和同学老是心疼地规劝我说：一定要记

住，不能太善良！于是我便慢慢地学会如

何做到恰到好处的善良。

大姑这两天在中心医院住院，晚上我

从医院回家坐公交车，途中上来一个小姑

娘，身边没带钱，拿着手机让售票员扫微

信，售票员很为难地说：“不能扫。”我口

袋里刚好有 5元的纸币，就赶紧掏出来递

给小姑娘。小姑娘边接钱边要加我微信，

我委婉地拒绝了，小姑娘连声致谢，售票

员也感激地把找回的 3元零钱递给我。对

于我来说，这种事只是举手之劳，整个过

程都非常顺其自然。我想小姑娘根本记不

得我长什么模样，就好像我也没看清她的

模样一样。我多么希望在我们这座城市

里，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善良成为

一种习惯、一种时尚。

我看到售票员大姐把 3元零钱递给

我时，脸上有种淡淡的微笑，比起刚才偷

偷责备在市民广场下车的妇女来，看上去

漂亮许多。刚才从中心医院出发时，售票

员吆喝着：“有在市民广场下车吗？”没人

反应，可车子一到，坐在售票员斜对面的

中年妇女就站了起来走下车去，售票员在

嘴里很细声地嘀咕着：“跟哑巴一样。”嘀

咕完了，吆喝的声音更大了些：“市政府

前面有下车吗？”我仔细看她表情就是一

张苦瓜脸，面部肌肉非常主动被地球引力

往下吸引了。正如文章里所说的：你内在

的素质，内在的修养决定了你外在的形象

和风貌；你前半生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学

到的知识、悟出的道理、懂得的经历，无形

中都在改变你后半生的长相。虽然我有时

会太善良，但我觉得自己不会吃亏，有时

即使物质上被人占了便宜或者被人误解、

遭人诽谤而未能计较，但至少可以图个心

安。

当我一路想着应该如何做到恰到好

处的善良时，家人的一个电话又让我觉得

“太善良”真的是有点“自残”了。家人

说，国庆节前有同学让他做担保，现在好

多同学都在议论说那个借钱的同学跑路

了。我却一点都没想到要去责怪那个跑路

的同学，而是同情可怜起跟我同病相怜的

家人来，我们都一样，都没做到恰到好处

的善良，于是商量着如何保守这个秘密，

不能让生病的妈妈知道此事，不然妈妈会

操心得睡不着觉的。另外，还有更困难的

同学也受了牵连而不得不卖房子了，善良

却成了别人作恶的帮凶，真的是到了该好

好反省的时候了。

我非常喜欢文章中“知世故而不世

故，历圆滑而留天真”这句话。在这个纷

杂的社会，我们要生存，就必须要和人、和

事打交道，这个过程中，把握好尺度的同

时也要保留真实的自我，这不是轻而易举

就能做到的，而是走过千山万水去感悟和

修炼的结果。我想做到恰到好处的善良，

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须不断地修

炼，不断地承担“太善良”所带来的后果，

才能走向真正的成熟，到那时才有“恰到

好处”的善良。

一个人真正的资本，不是美貌，也不

是金钱，更不是学问，而是有“恰到好处”

的善良，这种恰到好处的善良就是你的精

神长相，愿每个人都能早日拥有善良而自

信的精神长相。 （橄榄青）

学习恰到好处的善良
追着
落日回家

生活

我的老妈虽已 70多岁，身体多病，但

是，依然不辞劳苦地操持着家务，服务着

家人。这不，听说我妻子小青病了，老妈坚

持要到我们这儿住下来照顾她。

忙完家务后，老妈好不容易闲下来，

她突然发现外面起风了。于是，她就唠叨

开了，一会儿说小青不该要强，应该请假

休息；一会儿说小青单位不近人情，晚上

还要开会；一会儿说我工作忙，心太粗，不

会照顾人；一会儿又说可怜小青的父母去

得早，要不可以照顾一下病中的她。我笑

着说：“妈，小青都四十好几了，又不是孩

子，你就别操心。”“就是 100岁，在我们

眼里都是个孩子！”老妈高声嚷道。我“嘿

嘿”一笑，赶紧闭上了嘴。老妈不时望望

外面，问问时间，大概是在盼着小青快点

回来。我还知道，电视里的新闻联播结束

后，老妈就该去睡了，她脑萎缩，脑部供血

不足，每晚睡得早。

果然，央视里天气预报一结束，老妈

就蹒跚着走向我的书房，她的床就在我的

书房里。突然，我听见老妈在房里自言自

语说了一声：“哦，我想起来了。”话音未

落，就见她穿着秋裤，从书房里快步奔出

来，向我的卧室走去。记性渐差的老妈一

定是在脱衣睡觉的过程中，努力地想起了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只见老妈手托着小青

的一件中长装出来了，然后放到沙发上，

对我说：“你刚才不是说等一会去接小青

吗？你带上衣服，她不能着凉。”原来老妈

怕小青路上着凉呢。我“嗯”了一声，站在

书房外，想进房去用电脑写作，又怕打扰

她。老妈看出了我的心思，边走边说：“你

要用电脑就去用吧，我不怕灯光，睡得着，

没事的。”

我刚打开电脑，还没坐稳，就听见已

经躺下的老妈嚷了一句：“手机，你的手

机。”我用手机这么多年，老妈没有问过，

怎么今天记起我的手机来了呢？我答道：

“手机在我房里呀。”“去拿过来，等一会

小青散会后会打你手机的。 ”老妈是怕

我耽误跟她媳妇联系，怕她媳妇在风中等

车冷啊。老妈呀老妈，你可想得真周到啊。

拿来手机后，我埋头敲起了键盘。身

后，老妈没有像往日那样一会儿就入睡，

她在床上不断翻身的声音，表明她并没有

睡着。是电脑的敲击声影响了她吗？我寻

思着，今天老妈不安神，我该早点关电脑，

让她睡个安稳觉。“你一定要嘱咐小青。”

听到老妈开口，我回头看见满头华发的她

翘起头，认真地说：“你们换下的衣服，留

给我明天洗。她不能下冷水的。”听见了

我的“嗯”，她吁了口气，头又回到枕头上

了。这之后，我才听见她轻轻的鼾声响起

来。

我想，今天我经历的这一切，一定要

告诉妻子。 （黄琼）

今晚老妈心不宁

遗失声明
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 （就业创业

证），证号为 2017-060，声明作废。

声明人：陈菊青

遗失声明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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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遗失声明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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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人：王其侠

公 告
根据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2017）

浙 1023 执 1812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

（2017）浙 1023执 1812号协助执行通知

书，乐柯卫、杨彩萍所共有的坐落于天台

县福溪街道法溪西路 88号 7单元 501室

房屋 [土地证号：天台国用（2013）字第

03482号、房产证号：095148号、抵押权人

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县支
行的抵押证号为 4287号、抵押权人为许

晓玲的抵押证号为 1026号] 的土地使用

证、房屋所有权证、抵押权证，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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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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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权（土地证号：天台集用 1996 字第

31825号）土地使用证，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天台县三合国土资源所

2018年 1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