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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2005 年深秋刚接触古玉的场景还
历历在目，一晃，我收藏古玉，研究古玉已有十二个
年头了。
从小就对石头和玉器感兴趣的我有幸遇到贵
人，他能滔滔不绝地讲述玉石文化，并能从玉石的
形状中判断出它的年代、用途和当时社会的兴衰，
刘
雪 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在他的启发下，我对中国古
峰 代玉器和古代文化越发痴迷。我郑重地做了一个决
定，以后的每一天都要与自己喜爱的东西相伴。
“乱世黄金，盛世收藏”，在人们生活水平和文
化素质不断提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古玩走入百姓
家中。也就是在这样炽热的收藏时代中，众多作伪
器物快速充斥市场，令“宝物”更加难寻。当然这类
器物对于经验丰富的 收藏
者来说十分好辨，可是对于
初入门者，不了解玉文化知
识，不知道玉器标准器的概
念，则是云里雾里，不太容
易分辨。一般来说，鉴定一
件古玉的真伪，要从五个方
面着手：一是玉料，二是雕
工，三是器型，四是纹饰，五
是沁色。关键是要掌握各个
时期的标准风格，也就是要
掌握标准器的风格特点，考
古出土玉器则是我们 对古
代玉器进行鉴定和辨 伪的
标准和依据，因此学习古玉
鉴赏的基础以及了解 整个
玉文化的历史是最基本的。
双
《中国玉器全集》、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等书籍要时时翻阅。同时，
脚也不能停下来，但凡有时间，就要跑各个地方的博物馆、各种古玩
市场，
增长知识，锻炼眼力。
记得有一次在古玩市场闲逛，突然看见一件雕工精美的老玉
应该是
器，
于是急忙询价。以这件玉器的纹饰工艺的时代特征来看，
宋代的，
但店主并不是很确定这件玉器的年代。一番讨价还价后，买
下了这件精美的玉器，让我欣喜若狂。
今后，希望能够结交更多喜欢古玉的朋友，一起传承古玉的美
德和文化。
渊作者为安亭镇民间集藏协会理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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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观景
深秋时节袁随车由花桥至义乌行旅纪略
姑苏归客
夜色登程，当月高灯，似水静辉。望低径雁落，东溪正
跨；高桥鹏起，西浦旋接，湖吟弦音，江和律韵，嗟叹何曾谙
此节。深秋唱，欸乃声水舫，梦醉神回。
正著
此程赴会单车，风露润，霜行尤景绝。赏黄花红叶，
心曲；鹭沙莺渚，更诉情贴。花桥枫泾，钱塘杭城，驰过山区
思愈切。年光度，应华年矢志，岁月再惜。

震川书院

防火防盗防“剁手 ”
”

郭华悦
生活中，总有各种各样的购物狂，
尤其在各类购物节将至的日子里，不
免令身边的人提心吊胆，
寝食难安。
疯狂购物，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
带着
经历。
当心中的情绪发泄殆尽后，
大包小包的战果，看着急速缩水的钱
包，心中的悔意如滔滔江水，连绵不
绝。可是，
为时已晚。
“剁手”
，
此时，
当事者往往会立志
可言犹在耳，
当下一
决不再亏待钱包。
次的郁闷再次袭来，人却全无抵抗力。
一边却不由自主地
于是，
一边挣扎着，
“杯具”
再度上演，
“血拼”
。可想而知，
恶性循环。
周而复始，
曾有个朋友，每次和男友不痛快
了，
总会不由自主地用购物来发泄。结

果，钱花了，气消了，但肉痛的感觉却
萦绕在心，挥之不去。想一想，那些名
牌，
平日里碰都舍不得碰，如今却一锅
端了。
这些钱，可都是平日里从牙缝抠
下来的呀！
事后，想都是这么想的。可很多
人，
天生就是感性动物，每次理性与感
性的挣扎，总是感性占了上风，将对方
杀得片甲不留。一旦感情失意，或者生
活工作上不如意，人就会习惯用购物
的疯狂，
来冲淡这种失落。一次次的疯
狂，
一次次的后悔，却一次次再犯。
说到底，
“剁手族”背后多半是负
能量作祟。空虚、冷落、种种不愉快塞
满了心头，无处发泄，只能找一个出
口，否则便会把自己憋疯。我们埋怨

身边的人疯狂无知的同时，却不曾
想过，根源可能是出在自己身上。多
数 的“ 剁手 族 ”都有 过 这 样 的 感 觉 ：
遇到快乐的事情，只想找到最亲的
人，与之分享。唯有觉得不快乐时，
无人倾诉，疯狂购物才会出现在日程
表中。
可见，
“剁手族”，背后多半有着粗
心的情人、或者家人。当身旁的人疯狂
购物时，先别急着埋怨。也许，反省一
下自己，会有更深刻的领悟。
所以，如果你双鬓染霜的父母，或
者执子之手的另一半，陷入了疯狂购
物而不能自拔的怪圈时，别一味责难。
换一种方式，才能在这天干物燥的季
节里，防火防盗防“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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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舟
金秋时节，
我们举家回了我的故乡东北一趟。行程是先到省
我们再乘动车前往老
会——
—母亲和弟、
妹现在那里。住了几天后，
家，
那是北方的一个滨海小镇。离开老家已经六十多年了，去后一
见，
家乡已经完全没了原来的模样。
记忆中的故乡是一个质朴的海边小镇。镇子坐落在一个山
坡上，坡顶有个小广场，镇政府即设立在此。这个像钟楼一样的
建筑，顶部有几个高音喇叭。旁边是建在一个断崖边、用高高的
水泥柱支撑着的影院，下面就是山谷。四周就是高高低低、散落
着的民居。当时只有一所小学，商铺也很少。站在这条街的高
处，眼前就是一片蔚蓝色的茫茫无垠、波光粼粼的大海。常处内
地或封闭环境的人到此，会顿觉心胸开阔。我小时候的家，就在
这条街的北面，对面是镇文化馆。滨海的路靠海的一边有鱼市
场，打渔的船靠岸后鲜活的鱼虾蟹就在这里卖出，当时很是热
闹。
如今，镇子繁华多了——
—有了在当地属于高层的商场和中
学。街道也多了几条。马路和街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商家和其它
单位，也有肯德基。老屋早已不复存在。更主要的变化是，由于填
已经望不见汪
海建造港口，
陆地向海洋延伸。站在镇中心的高处，
洋大海。
家乡变了。我寻觅着，
寻找它原有的踪影。我发现，不变的，除
了它的地理位置，
只有乡音。在历史进程中，语言也会演化，但十
分缓慢。尽管话语中会出现一些新鲜、时髦的词儿，口音却不会
变。再一寻思，
还有一点不变的，
那就是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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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解读
上海市统计局

解读之一：强化问责
野责有攸归袁义无旁贷冶袁责任所在袁不
容推卸遥
2017 年 8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将正
式施行。《条例》充分联系当前统计工作实
际，推出了一系列助推统计事业发展的创
新性制度。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依据
《统计法》进一步细化了监督检查的内容和
统计违法违纪应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旨
在强化监督问责，严惩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统计的责任担当是多主体、多角度、全
方位的，统计机构和相关部门与统计调查
对象一样，都要承担起自身的法律责任。
正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
之间”，要生产出真实可信的统计产品，必
须从每一个责任主体开始，强化责任意识，
稳抓数据质量，才能由点到线、由线带面，
形成一张高数据质量、高工作成效的全国
统计工作网。
《条例》的实施，将会把我国统计法治
工作推向新的阶段，也将使“依法统计、依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法治统”迈上新的台阶。

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解读之二：法律责任

解读之三：统计资料公布

细化法律责任 严惩统计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将
《统计法》的原则规定进一步细化、明确和
充实完善，给出操作层面权威性的规则规
范，
突出对政府统计机构权力的约束，特别
是在细化法律责任，严惩统计违法行为方
面做出许多新规定，是统计法治建设的重
要成果。
《条例》重点规范了三大法律责任：
责任一：严肃追究严重统计违法行为
领导干部的责任
责任二：
加大对统计机构、统计人员违
法行为的追责
责任三：明确统计调查对象的严重违
法情形
《条例》依据《统计法》进一步细化充实
明确了统计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这
是《条例》充分响应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
求的具体体现，通过加大对领导干部、统计
机构、统计人员、调查对象违法行为的追
责，
进一步规范统计活动的各个环节，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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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是国家宏观决策的重要参考
依据，也是社会公众了解国情国力和社会
发展状况的信息载体。一些重要的统计数
据更是经济活动的风向标，影响市场主体
经营决策决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
施条例》对统计资料公布作出了明确规定。

关键点一
什么是统计资料公布
特定主体通过统计调查、国民经济核
算等政府活动取得的有关资料和数据，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都应当按照一定的程序
和方式向社会公开。

关键点二
公布的特定主体
一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根
据《统计法》和《实施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定期公布统计数据。
二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根据《统计法》和《条例》规定，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制定地方统计
调查项目，依法开展统计调查。统计调查取
得的统计资料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已批
准或者备案的统计调查制度进行公布。

关键点三
公布的原则
政府活动获得的统计资料属于公共产
品，
《统计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
的统计资料，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应当及
时公开，供社会公众查询。
关键点四
如何公布
《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公布
主要统计指标涵义、调查范围、调查方法、
计算方法、抽样调查样本量等信息，对统计
数据进行解释说明。
市和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及有关部门
公布统计资料时，应当说明指标含义、调查
范围、调查方法等情况，便于社会公众理解
和使用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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