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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觅渡周话题的网友们注意
啦！提供话题、博文和点评的网友被
选用的，可分别获得价值 80 元、50

元、20元的常州麻糕店电子会员卡。
常州麻糕店“常州特产”会员卡可消费的四大门店：
1. 怀德路店：怀德中路 135 号 86977877；2. 丽景店：

关河西路80号83997877；3.新天地店：湖塘新天地不夜城2
号 楼 81237877；4. 乐 家 食 府 店 ：湖 塘 茂 业 国 际 商 立 方
83217877。

小 启

解决商务馈赠亲友送礼“送什么”“买哪
家”“在哪买”才是真难题——非遗特产礼
盒，常州非遗促进会推荐。

有礼走遍天下
一脉匠心 百年传承
非遗特产 引领潮流

当 你 信 心 满 怀 时 ，别 人 看
见的就是光芒万丈的你；当你昂
扬向上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值得
信赖的你；当你满怀希望之时，别
人看到的就是明亮灿 烂 的 你 。
你的生活，源于你的选择。

——星轨

他人并没有那么重要，人与
人的起点不同，真正重要的，是
我们是否在身边的关系中得到
了满足，是否找到了自己心中
的光。

——天意

做什么事情最容易？向别人
提意见最容易；做什么事情最
难？管理好自己最难。人最大的
敌人，往往是自己。你以什么样
的态度对待生活，生活也会如何
对待你。

——外婆桥

据新华网消息：每小时收费 1000 元的英语课、
四万多元的游学夏令营、数千元的绘画辅导班，暑
假期间，网上频频爆出的暑期培训高额消费账单让
不少人惊讶：放假要花的钱居然比上学的时候更
多。“暑假不自由”如今已成为一些家长不得不面
对的消费难题。来吧，来聊聊你对此事的看法，孩
子只能被各种课外培训“绑架”吗？“昂贵的暑假”
是每个家庭都需要的吗？

◆人生需要一个好脾气，
脾气太火爆，命运就糊了。

◆生活中的经历和懂得，
都在成全一个不同的自己。

◆这个世界上唯一不是努
力就能有结果的，就是感情。

◆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
有的过程和结果，我们要自己
承担。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
可以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同
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能忘。

◆人要有光芒，也要有锋
芒；先要有光芒，再长出锋芒。

◆赚钱，能治愈一切矫情；
有钱，能治愈一切自卑。

◆真 正 好 的 陪 伴 ，不 一
定是靠强迫的。它是气场相
合的两个人发自内心的相互
吸引。

◆只有你放弃的那一刻，
才算是真的输了。

◆不要太纠结于“公平”，
这只会导致你的停滞不前。

◆敌人和知己，越少越安
全。

◆要努力，但是不要着急，
凡事都应该有过程。

◆与其去追星星，不如去
成为像星星一样的人。

◆最先道歉的人最勇敢，
最先原谅的人最坚强，最先释
怀的人最幸福。

◆如果你不吃别人家的
饭，就别太把别人的话放在
心上。

生 活 ，就 是 要 允 许 美 中 不
足。接受天随人愿，也接受事与
愿违。打不开门，能推开一扇窗
也是好的。 ——小鱼儿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不是非
要逼着自己变得八面玲珑，坚不
可摧，而是要学会与生活和平相
处，不再一昧亏待自己。

——钱多多

生活的状态归根结底是一种
思想和精神境界，只要有足够的
勇气去面对现实生活，懂得知足
常乐，那么，你就是幸福的！

——旭日

有人说，人生旅途有两大制胜
法宝，一个是前进，一个是转弯。
前进需要空前绝后的勇气，而转
弯则需要清澈澄明的智慧。

——菊子

有自律才会有自由，放任会
带来短暂的自在，但很快便会被
焦虑包围！一个人的自律中，藏
着无限的可能性。自律的程度，
决定着你人生的高度。

——夏朵儿

我们留不住岁月，唯能做的
就是珍惜现在，珍惜眼前的美好，
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便是对生命
最好的交代！ ——杰克

李育蒙
教育，还是应该符合孩子的天性。急功近利，超前预

支，逼孩子学这学那，只会徒增焦虑。

人参果
光靠这个夏令营就能使孩子突飞，这不大现实吧！

润边幽草
教师和学生都该回返本位，学生在课堂接受教育，教师

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

据《新京报》报道，近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联
合北京市公园绿地协会，发布了《北京市公园管理
条例》，明确规定在公园遛狗纳入“不文明行为黑
名单”。有人认为，狗随地大小便，严重污染优美
的公园环境，禁止宠物入园可营造文明游园的社
会氛围；也有人认为，公园属于向公众开放的公共
场所，禁止宠物入园“一刀切”的做法，剥夺了文明
遛狗人入园权利。你对带狗入园列入“黑名单”怎
么看？一起来聊聊吧。（话题提供：翠竹青青）

暑期孩子辅导
培训游学费用之昂
贵，令人咋舌，亮瞎

眼睛。英语课小时收费千元、绘画
辅导班数千元、游学夏令营 4 万元、
昆明海外游学人均 33800 元⋯⋯于
是乎，绑架、烧钱、暑假不自由，吐槽
之声不绝于耳；监管、处罚、整顿，呼
吁之响三日绕梁。其实，若无信息
欺诈、若没强迫交易、若非行业垄
断，费用再贵也是周瑜打黄盖，一个
愿打一个愿挨。合法的市场交易，
有形之手不宜伸得太长。此所谓政
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
归社会。吐槽无妨，唯慎而已，即要
找准槽点。

烧钱是有钱人的游戏。为了坊
间常谈的让孩子赢在起跑线、抢得
先机，一出手数千数万数十万砸出
去，无论能否烧出炽热火焰助威酷
暑，反正父母心意尽了，愿景有了，
总比花天酒地赌博吸毒强十万倍
吧。然而大爱无声，不必把手圈成

喇叭筒造势。常闻道，谋事在人，成
事在天。游学夏令营或许不过是把
孩子们聚在租来的教室宿舍，找个
外教上上课，再到科研中心、科技实
验室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场所蜻蜓点
水一下。至于收效几何，费效比如
何，既难证伪，也难证实。因而有意
无意的拉风，还是缓行为佳。

无力参与烧钱者，不必过多沮
丧，无需羡慕妒忌恨。孩子成长的
路上，父母有钱相伴固然是好，但是
无钱可烧者也远非死路一条。欧阳
修不幸 5 岁丧父，家里穷得没钱买
纸笔，其母带他到河边折断芦荻作
笔，以沙滩为纸，教他读书，终于考
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
参知政事，且列唐宋八大家、千古文
章四大家，成为“白屋出公卿，寒门
生贵子”的美丽佳话。自古至今，成
名成家成才成大业者，贫寒之士不
乏其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功夫不负苦心人。认真学好学期里
每一门课程，暑假里力所能及阅读
课外读物，多参加实践活动，成长路
上健康有你。

慎吐槽，缓拉风，少沮丧

http://blog.cz001.com.cn/index.php?c=Blog&m=detail&id=70910

http://blog.cz001.com.cn/index.php?c=Blog&m=detail&id=70844

https://weibo.com/577994597?refer_flag=0000015012_&from=feed&loc=avatar&is_all=1

可爱的世界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
工作司一级巡视员李波表示，为进
一步规范互联网慈善募捐，民政部
指导慈善组织将开展的所有公开募
捐活动都通过“慈善中国”进行网上
备案；同时，优化办事服务流程，推
动实现慈善信息全国“一网可查”。

过去，因透明度不高，慈善机
构曾经引出不少话题。截至 2017
年，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
息中心，已连续 6 年发布年度中国
慈善透明报告。报告显示，有 77%
的公益慈善组织透明指数得分不及
格，五成公众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
不满意。基于此，2017 年 8 月，民政
部出台《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
要求慈善组织必须向社会公开慈善
相关信息，特别是要公开募捐信
息。这次民政部推动实现慈善信
息全国“一网可查”，表明我国慈善
信息公开，已迈出实质性一步。

不可否认，过去，中国慈善在
信息公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

存在差距。比如，发达国家已逐步
形成一套慈善机构自律和政府监
管并重的机制，使得慈善捐赠成为

“玻璃口袋”里的透明事业。特别
是在监管上，利用第三方评估机
构，提高了慈善透明度。在美国，
不经过外部财务审计的慈善组织，
不可能吸引到慈善资金。更重要
的是，美国十分注重行业自律系统
建设，尤其是自主项目申请、款项
拨付及运营费用的预算等，有一套
严格的程序。美国的慈善募捐法
还要求募捐机构对外公开其记录，
以便捐款者和潜在捐款者了解捐
款是如何使用的。

因此，实行信息公开，让慈善
事业阳光透明，中国慈善组织必须
卧薪尝胆，在信息公开和慈善监督
等方面下苦功。一方面，规范慈善
机构的运作，由政府设立一家独立
监督机构，负责监督善款的使用情
况，并定期审查有关组织对善款的
使用，是否符合节约和有据可查的

原则；另一方面，强化行业自律，实
行信息公开，公开的内容包括年度
目标和任务、最新财务审计报告、
最新项目信息、捐赠者名单、善款
去向、年度收支情况等，让慈善真
正成为阳光下的透明事业。

换 言 之 ，慈 善 信 息“ 一 网 可
查”，倒逼网络募捐真实透明。募
捐基金是否安全，社会责任大，公
众关注度高，使用和管理是否规
范，关系到爱心资源的保护，关系
到自身的信誉和公益事业发展。
因此，不管是慈善机构，还是受助
对象，均要公开募捐资金使用情
况，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监
督，使公众及捐赠人，能够及时监
督慈善机构和受助对象，对善款的
使用是否符合节约和有据可查的
原则。只有募捐基金安全可靠，真
正让受助对象获益，才能广泛传播
公益慈善理念，切实营造人人关
爱、人人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使
公益慈善成为大众的普遍情怀。

慈善信息“一网可查”倒逼网络募捐透明

群主以违反群规为由将群友
移出微信群，是否要负法律责任？
最近，山东青岛莱西法院对此类案
件作出的裁判，很有讨论价值。

大致案情是，山东平度法院立
案庭庭长刘德治任“诉讼服务群”
群主，平度律师柳孔圣通过他人邀
请的方式加入此群，因为两度发布
与“群规”要求不合的消息，经提醒
后拒不改正，刘以违反群规为由将
柳移出群。

柳孔圣向法院提起名誉侵权
之诉，要求刘德治重邀其入群、赔
礼道歉和赔偿 1 万元抚慰金（后变
更为 2 万元）。平度法院受理后，报
请青岛中院指定莱西法院管辖，后
者近日裁定驳回起诉，核心理由是

“群主与群成员之间的入群、退群行
为，应属于一种情谊行为，可由互联
网群组内的成员自主自治，不属于
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我认为，涉事法院的裁定理由
并无问题，对于某些争议性话题也
不乏判例价值，比如微信群踢人是
否属于侵权等。依照该法院的口
径，个人为特定宗旨建立的微信
群，群主发布群规，志趣相投则加
入群聊，志趣不投则离开群聊，是

一种情谊行为，不由法律调整，这
其实也是从法律与常情层面，对涉
及微信群建群和退群等行为做出
了评析。

情谊行为，可大致理解为生活
中体现友谊关系的行为，法律不管
友谊和一般道德之事。例如答应
叫醒某人到站下车，结果自己也睡
着了，某人坐过站误事，就不能通
过法律救济，至多是道德谴责。

本案中群主刘德治发布群公
告，并@所有人，主要内容为：请大
家实名入群；群宗旨主要交流与
诉讼立案有关的问题；群内不准
发红包；群内言论要发扬正能量，
维护司法权威；违者，一次警告，
二次踢群。群友柳孔圣在群里两
度发布不当消息，刘德治认为违
反群规，将其移出群，无可厚非，不
仅法律不能干涉，恐怕道德上也不
好非难。

本案成讼可能与两个因素有
关，一是群名为“诉讼服务群”，又
是立案庭庭长当群主，容易让人误
解为公共服务群，原告即有这样的
误解；二是群主将群友移出群聊，
习惯使用“踢群”一词，本案群主也
使用了该用语，这容易让被“踢”者

有受侮辱之感。其实，作为一种通
俗的网络用语，“踢”这个字指向的
是移出群的动作，硬说是故意侮
辱，有些严重了。

总之，私人建立的微信群，群
主与群友之间是基于情谊的关系，
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属于法院主管
范围，对此法院可裁定不予受理；
即便不慎受理，也应当驳回起诉，
避免介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群主在
“踢”人时，应避免使用侮辱性词
语，否则也会有成立名誉侵权的可
能，那不是踢人本身的后果，而是
使用侮辱语言的结果。另外需要
指出的是，微信平台设置群主有

“踢人”的权力，是同群主的责任联
在一起的，符合权责一致的原则。
因为《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规定了“谁建群谁负责”，对于
群友在群里发布危害国家安全、损
害他人名誉以及传播黄赌毒等违
法内容，群主放任这种行为的发
生，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互联
网不是法外之地。在这种情形下，
群主与群成员之间，就不仅仅是情
谊关系，而存在法律关系了。

起诉群主踢人被驳回，法律确实管不着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9/0731/c1003-31266380.html

https://pl.ifeng.com/c/7okbHAAFnIu

不能否认，长
达两个月的暑假正
是后进生“弯道超

车”的最佳时机，可以为学业不佳的
孩子实现人生逆袭提供现实的可能
性。“假期不努力，开学伤不起”“不
怕同学是学霸，就怕学霸过暑假”不
仅仅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广告语和营
销口号，更是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
一种现实。不少学霸都吐露过心
得：“暑假不是用来休息的，而是用
来反超的。”然而，孩子们究竟需要
怎样的暑假？父母们的高价投入是
真正为了教育，而是为了缓解糟糕
的跟风攀比氛围中的内心焦虑？

我相信没有一位家长真的喜欢
用金钱堆砌孩子的暑假，但我深刻
地理解，无论是猫爸还是虎妈，不分
佛系还是魔界，正如蔡康永所言“焦
虑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位父母都会
担心自己的孩子在未来竞争中失利
落败，导致阶层固化或者身份滑落。

虽然孩子们之间的差距，也许
就是这么一个一个假期逐渐拉开
的，别人都在奔跑甚至领跑抢跑，没
有一位家长会不助跑陪跑并鞭策孩
子跟跑。但生命的成长永远不是父
母与老师可以代劳的事儿。一个人
懂得自己为自己做决定，才是真正
成长的开始。

这个暑期档火热上映的电影
《银河补习班》里单亲爸爸和学渣儿
子的成功逆袭恰恰揭示了家庭教育
的真相：始于陪伴，忠于教育，形于
三观。为人父母最需要做的，不是
无条件为孩子提供优渥的环境，而
是输送给他对抗世界的力量和信
念。不要总逼着孩子赶路，而要让
他们明白自己真正的梦想是什么，
学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这
种基于父母真情深爱以及孩子成长
必须的亲子教育，才是全世界最昂
贵和珍贵的补习班！

在漫漫夏日里，唯有父母和孩
子共同成长才会带来孩子真正的成
长。

努力在假暑假里收获真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