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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昨日开奖

天天彩经
广告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 摄影报道）近日，网
上多家媒体曝光外地“奈雪的茶”“书亦烧仙
草”等网红奶茶店存在“使用腐烂水果”“随意
更换产品标签”等多种乱象。为此，我市市场
监管部门迅速部署，对全市网红奶茶门店展开
排摸，并组织执法人员进行了突击检查。

4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出动执法人员
74 人次，对全市网红饮品店进行了突击检
查，重点检查食品是否在有效期内、食材是
否腐烂变质、从业人员是否持有健康证上
岗、是否存在销售剩余变质食品等问题，逐
批核对了“书亦烧仙草”“蜜雪冰城”等重点
网红饮品店拆装食品有效期是否和原包装
一致，以及拆装食品拆装后保质期的期限有
无篡改等。

经排查，我市现有“书亦烧仙草”门店20
家，其余饮品店289家，无“奈雪的茶”门店。从
检查情况看，被抽查的门店并未发现网络媒体
曝光的使用腐烂水果、过期食材等问题，但也
发现部分门店存在原材料摆放不规范、未建立
水果等原材料进货台账、从业人员操作不当、
操作间内摆放有个人物品、健康证过期、疫情
防控制度落实不严、暑期临时工不熟悉操作规
范且无健康证等问题17个，以上问题均已责令
相应门店立即整改。

下一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强化
监督检查，督促网红饮品店落实主体责任，加
强从业人员培训，提升操作规范，严格执行疫
情防控要求，严查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加大
曝光力度，全力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我市突查网红饮品店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检查饮品店原料

本报讯（记者 吴薇）4日，记者从乐山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获悉，根据省上相关要求，乐山全市住建系统将
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两年行动。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将重点对在建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基坑工程、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
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地下暗挖工程等危险性较大分部
分项工程、有限空间作业、预防高处坠落、临时用电和消
防管理等薄弱环节进行整治。

根据要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将建筑施
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两年行动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计划、建筑施工“创安2021”监管执法结合起来，
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在监督检查
中发现的安全管控体系不健全、管理不规范、隐患排查
整改不到位的企业，采取公开曝光、警示约谈等方式，严
肃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和安全基础薄弱企业。

要建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预防控制体
系，全面推行全省建筑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智慧监管
平台，实现施工现场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即查、即
报、即改、即验全流程线上线下同步管理。

此外，要加强监督检查。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要严格按照专项整治时间安排抓好落实，在企业、项
目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对重点企业和重点工程开展拉网
式、穿透式工作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立即“清单
交办”督查整改，组织“回头看”，严查“屡查屡犯、屡改屡
犯”行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将定期组织暗访督导，对
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不力的进行提醒、通报、约谈。

乐山开展建筑施工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两年行动

本报讯（记者 吴薇）为确保汛期饮水安全，近日，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省疾病预防中心和乐山市级
卫生部门，联合对乐山电力乐山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市水公司）所属市第一、三、四、五水厂生产厂
区开展了实地巡查，并指导水质监测工作。

为了从源头杜绝水污染，巡查组一行对大渡河安谷
水源地和青衣江陶渡水源地水源保护工作进行了巡视
督导，对各水厂水源水、工艺过程水、出厂水和管网末梢
水水质进行了抽检，并实地查看了市水公司水质检测中
心水质检测仪器工作情况。

汛期水质巡查
让群众用上放心水

汛期水质巡查现场 市水公司供图

本报讯（记者 宋宇凡）近日，市中区人
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依法对华某等15
名被告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
作出一审宣判。华某等6名被告人分别被
判处6个月到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石某等9名被告人被判处单处罚金的刑事
处罚。因疫情防控原因，5名被告人通过“云
上法庭”、车载法庭参与庭审，10名被告人
到庭。

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期间，华某
通过网络结识位于缅甸、名为“小金”的男
子。二人结识后，“小金”通过网络让华某帮
忙“跑分”（转账）挣钱。后华某邀约邱某伟、
杨某入伙，由华某负责同缅甸方联系、算账、
分赃，其余两人负责找人提供银行卡、POS
机刷卡、银行卡转账等，3人按照银行卡流水
总量1%提成。3人又找到其余12名被告
人，以提供银行卡方式共同实施犯罪，并流
窜乐山、眉山等地作案。

截至案发，15名被告人的银行卡共涉

及全国120件通过裸聊、短信、现金等手段
实施诈骗的电信诈骗案件。银行卡流水累
计达人民币1700万余元，部分银行卡收取
或转移诈骗、勒索款共计人民币 70万余
元。15名被告人共分得赃款约15万元。

法院一审认为：华某等15名被告人明
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
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依法应予惩处，遂作出上
述判决。

法官提醒，手机卡和银行卡属于电信
网络诈骗的必要载体，因此不法分子会通
过高额买入他人手机卡、银行卡，用于实
施下一步网络犯罪。大多数出卖手机卡、
银行卡的人，认为自己没有直接参与犯罪
活动，便不构成犯罪，这是极为错误的。
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行为
的情况下，仍旧出借、出售银行卡、手机
卡，为他人提供便利、帮助的行为已经涉
嫌犯罪，若情节严重，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买卖银行卡
电信诈骗“帮凶”获刑

推进依法治市
建设法治乐山

作家简介
王晓阳，文学学士，高级记者，知名报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绵阳日报社总编辑、四川省报纸副刊研

究会副会长、绵阳市社科联副主席、绵阳师范学院客座教授。长期专注于新闻、文学与文化，酷爱读书、写作，先
后发表作品300万字，有作品入选多个选本，出版文学作品及学术专著三部。个人曾先后获评“绵阳市首届十
大名记者”、绵阳市科技拔尖人才，曾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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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起源 阅读引发的文化思考

写作《论语读记》，是王晓阳在长期阅读中触发的。
作为一位资深阅读者，作者尤其对国学经典倍感兴

趣。他对阅读文本的版本极为挑剔，一本著作他总是会
选择不同的版本进行比较阅读。对《论语》的全新认识，
就是他在阅读中感受到的。

作者与《论语》的深入接触，是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
时开始的。最初，作为汉语言文学系的学生，他对《论语》
只是因为专业的关系在业余时间闲翻，慢慢地就喜欢上
了这本薄薄的经典。那以后，每隔上几年，他就会重新阅
读一次，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认识和体会。

王晓阳的阅读，有批注和写札记的习惯。在阅读《论
语》的过程中，他断断续续写下了不少心得，觉得一些内
容还有点新意，至少对人们重新认识、理解《论语》有一点
帮助，于是他有了将这些文字整理出来的想法。

还是在阅读中，王晓阳发现不少版本的《论语》注译、
解读很随意，有的主观性太明显，还有的则是臆说乱解、联
想发挥，强加个人的想法，把一部忧国忧民的伟大思想著
作弄成鸡汤读物，或管理秘籍，或谋略法则，或处世宝典。

他认为，那些解读多少有点离题，有的甚至是对《论
语》的曲解，这类解读“非红孔子，乃黑孔子也”。他觉得
有必要把自己的想法和认识表达出来，于是他又有了写
一本正解《论语》的冲动。

艰苦跋涉 历时五年的文化解码

《论语读记》的正式写作，是从2015年春季开始的。
多年的阅读积累，让王晓阳熟知关于《论语》的注解

版本哪些是最权威的。他先后找出了十多位学者的注解
文本进行再次阅读，在对比阅读鉴别中，修改、确认最符
合《论语》原文的注释和译文，有些内容实在不满意，他就
查阅《说文解字》，从字的本义出发，重新进行注译。

在写作之初，王晓阳以为有那么多前贤的大作作为
参考，自己又有多年积累的阅读札记，写起来应该很轻
松，但真正动笔之后他才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类似
于长途跋涉的艰苦工作。

《论语》的文字是典型的文言文。古人写文，将中国
汉字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往往一个字在不同的语境中
会有不同的读音或释意，有时候同样的字在一段文字中
出现几次也有不同的意思。

在《论语读记》的写作中，作者经常为了斟酌一个字
的解释、一句话的翻译、一个章节的解读而耗费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时间，进行反复地比较、辨析、查证，尽可能准确
地破解古人留下的文化密码。

作者是一位媒体人，每天，甚至时时刻刻都要与新闻
打交道，任务相当繁重。而多年养成的习惯，让他总要想
办法挤出时间进行阅读写作，《论语读记》的写作，多在夜
间、双休日和假期进行。

就这样断断续续，历时五年，先后六易其稿，王晓阳
最终完成了《论语读记》的写作，今年6月正式出版。

特点鲜明 国学经典的全本注解

大开本的《论语读记》共433页、40余万字，相当厚重有
分量，对《论语》的“全本、全注、全译、全解”是这部学术著
作的最大特点，使它与相对单一的注译类、集释类、疏证

类、讲解类等《论语》注解本区别开来。
在《论语读记》中，作者根据《论语》的原本内容篇目

分篇，分“原文、注释、译文、读记”等四部分，对《论语》进
行逐篇逐章的注解、翻译、解读，对生僻字和与现代读音
不同的字进行注音，确保内容的完整和阅读需求的全面。

《论语读记》的每一篇都写了“题解”，概括该篇的大
意，明确具体的章节篇目数量，列出该篇中流传至今的名
言名句。对《论语》原文，以《宋蜀刻本论语注疏》为底本
进行参校，同时，参考多位现代名家注本对《论语》进行分
篇、分章、分段和标点。

《论语读记》参考了多家权威注本，王晓阳认为，“单
看任何一本都还不能算是尽善尽美”，有的注释太简单，
读者不容易理解，有的又过于繁琐，虽对研究有用但对一
般读者则没有必要，也容易产生阅读障碍。因此，他综合
各家所长，进行增删、修改、补充，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在写作中，王晓阳对《论语》中难解的字词尽可能都
予以注释，做到简洁明了，让人一目了然，一看就懂。若非
必要不做繁琐考证，不做各种对比，不做古今追溯，也不做
不同词义的辨析和不同的语法讲解，给一部严谨专业的学
术著作，注入了通俗易懂的基因。

独特理解 探寻经典的当代价值

在一些人不懂传统经典、怀疑传统经典的今天，《论
语读记》的出版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与《论语》其他注译本相比，《论语读记》的最大价值
是“读记”。每一篇“读记”是作者读名家权威版本后，在
确保不误读原本原意的基础上，结合现实和自我人生体
验，表达出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并以此探寻《论语》在当时
与现在的价值。

“读记”的最大价值在于对《论语》的独特理解。在
“读记”中，作者对《论语》不同篇目和不同章节之间的意
义进行互见、互解、互证，注重《论语》本身及《论语》与西
方思想家、现代思想家的某些对照，时而打通《论语》全
本，时而纵横古今中外，表达出自己独特的理解。

比如，解读《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时认为，在孔子那里，“义”与“利”也不是那么对立的，他
虽然“罕言”利，但并不讳言利，只是反对见利忘义。南宋
永嘉学派叶适等人提出“义利并举”，是对宋儒程朱学派
的纠正，实在是难能可贵，正是这一脉思想，影响并产生
了二十世纪后叶的“温州模式”。

比如，解读《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时
认为，现在大多数人读《周易》主要目的不是去明白人道、
天道的哲理而顺应规律，而是想趋吉避凶、祈福免灾。自
己不修德守正，而企图通过学习一种方法或者通过所谓

“大师”的指点来实现，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再如，解读《论语·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

惧”中的“勇者不惧”时认为，真正的勇者，第一，要有力量，
要有对付邪恶的力量，包括个人、集体的力量。第二，心地
要光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第三，不做亏心事，不做对不
起国家、社会和他人的事……

《论语》博大精深，意蕴复杂，王晓阳坦言“不敢保证
《论语读记》中所有注释、翻译、解读都正确精准”，但他尽
了最大的努力，并希望以此为读者全新阅读认识《论语》
提供参考，如此足矣。

《论语读记》：王晓阳/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6
月出版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在学术界，有“不学《论语》不足以谈国学，不学《论语》
不足以谈中华传统文化”的说法。一部《论语》，从古至今，历代学者的注释书籍就超过3000种。

对于《论语》这样一部伟大经典，应该怎样去正确认识并阅读？前不久，绵阳学者王晓阳历时五年创
作的《论语读记》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参阅多个名家对《论语》注解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人生
体验与文化认知，对《论语》全本进行“全注、全译、全解”，给阅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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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读记》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