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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鞋的摊子在最西头 ，
是集市的尾处。 四个修鞋匠
散坐在路边， 有三位正在忙
活，只一位清闲着。

我问：“钉鞋掌多少钱？ ”
他接过鞋认真地左看右看 ，
又抬头看我， 不是很坚决地
说：“得五块吧！ ” 我重复一
句：“五块？ ”他马上说：“那，
四块，不能少了！ ”这次的话
倒是坚决了， 但我看得出来
他说得一点也不理直气壮。

我知道， 这样的一双鞋
掌在城里要八块。

他有点邋遢。 因为冷，或
者因为上了年纪不能自制 ，
他的手有点抖， 说话时清鼻
涕滴落在裤子上， 却浑然不
觉。 但他干活很认真， 只是
慢，我觉得他有点紧张，因为
期间他几次抬头看我， 很小
心翼翼的那种， 可能怕我嫌
弃了他的慢。

我觉得人的紧张是因为
没有沟通的缘故， 于是便和

他说了几句， 但他却做不到
一心二用，回答的时候，都要
停下手里的活， 怔怔地想半
天才开口，说完，又赶紧低头
干活。

鞋子钉好了， 因为没有
磨边机， 所以鞋掌的边缘有
点粗糙， 他开始用砂纸细细
地打磨。 这鞋掌是用旧车轮
胎剪的，别看是废物利用，却
比那些现成的好多了，耐磨，
穿三年五年都不会坏。 这不
是我说的，是他说的。 不过，
我信。

我用双手搓着我的脚，天
阴着，凉气袭人，十来分钟等
下来， 我裸露在外的脚有点
冷，他很歉意地看着我说：“别
见怪，人老了，干活慢，冻着脚
了吧？ ”我说没事，不要紧。

不知怎的， 我竟又一次
涌上了和他聊聊的念头，我
先问他一天能挣多少钱，他
尴尬地笑， 说：“挣不了几个
钱，老了干活慢，没人愿意来

我这儿修鞋。 都是捡漏，别人
家干不完的活才轮到我 ，一
天挣个十来块就知足了！ ”我
冒冒失失地问：“那你这么大
岁数了， 怎么不在家好好养
老，家里的孩子不管你？ ”他
倒是没有见怪， 只是说：“不
挣多也挣少， 孩子们都不容
易，能帮衬就帮衬点，咋的也
能挣个买菜舀油钱！ ”

穿上鞋子， 我掏出五元
钱给他， 他哆哆嗦嗦地翻出
一个旧布缝制的钱包， 我说
别找了，你干活仔细，值这个
价！ 他愣了一下，然后急急忙
忙地说那不中，该是啥是啥，
咋能沾你的光？都不容易！我
没再坚持， 将他找给我的一
元纸币小心地放进我的钱包
里。 系好鞋带站起来， 跺跺
脚，我说你手艺真好！ 他呵呵
地笑， 有点自豪的样
子，不复紧张。

（摘自 《工人日
报》 薛小玲/文）

有所思

市场上的养老辅具， 真的
“适老”吗？11 月 9 日，中消协联
合中国家电研究院， 邀请老人
对老年助行车、 电动轮椅等养
老辅具进行测评体验。 结果发
现，老年人感觉最“适老”的，往
往并不是最贵的产品。

两款老年助行车 ， 一款
2000 多元，设计感十足；一款仅
有 299 元，样子也有些“土”，但
参与测评的老年人却更中意便

宜的那款。 测评者给出
的理由很中肯： 价格高
的看着是挺好看， 可就

是太单薄了，座位也高，坐上去
不安全。 这样的意外并不少见，
例如电动轮椅本来就是为了方
便老年人出行，装个屏幕干吗？

贵的产品反而不好用，既在
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类似
的助老产品购买者往往是年轻
人，他们对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并
不了解，在购买时往往会选择时
尚美观、功能繁多的产品。 如果
市场的反馈显示这样的产品更
好卖，那么厂商可能就会更倾向
于继续研发类似的产品。 如此周
而复始，关注老年人真实需求的

产品只怕会越来越少。
此外， 还可以设置适老产

品购买冷静期， 如果产品不实
用，可以在期限内退换。 如果退
换更便捷， 那些花架子产品自
然就会被市场淘汰。

适老产品哪些功能更实
用，应当多问问老年人。 期待让
老年人参与评测成为 “标配”，
对产品的安全性、舒适性、实用
性等方面是否满足老年人需
求，进行全面的了解，促进适老
产品真正利老。 （摘自《快乐老
人报》11.14 谭钧铭/文）

想做一个简单快
乐的人， 只有一个秘
诀：莫往深处想。

再累的工作 ，再
复杂的形势， 只要不
往深处想， 咬咬牙就
挺过去了。 真正把一
个人拖垮打败的，是
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把复
杂的事情绾成结，把十字路
口走成了死胡同。愈往深处
想，方向越迷茫，最终超出
了自身的能力范围。

少年时进山玩耍，母亲
总是告诉我不要往深处走，
她怕我迷了路回不了头。长
大后面对一件事，我也总是
提醒自己不要往深处想，因
为想来想去，事情还是要一
步一步去做， 与其想入非
非，不如脚踏实地。 也曾有
过控制不住胡思乱想的时
刻， 于是便钻入了牛角尖，
进不去出不来， 进退两难，
一番痛苦纠结之后，再回头
看看过程，才发现那个不停
往深处想的自己已然迷了
路， 一颗心陷入逼仄之中，
再小的困境也会被放大，再
容易的问题也会变困难。

莫往深处想，体现的不
仅是一个人的性情和习惯，
更是胸怀与格局。 毕竟，人
生要深思熟虑的事情不是
没有， 但一定不会很多，只
要抛开一己私利，将心怀放
大，则一切尽入眼底，一切

都不是问题。
（摘自 《今晚

报》 连恒/文）

屋檐下

日本的福冈，不用它和东
京的关系来定位自己，而是通
过它和韩国、中国，特别是中
国青岛的关系来定位自己，认
为自己是东亚的交汇点。中国

广西也把自己定位为
东南亚的门户， 日常
中跟东南亚国家的交
往很多。 这方面的文

化意义应该挖掘出来，让老百
姓觉得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其
实很有意思，而不是老觉得自
己的孩子不能再干这个，一定
要到北京去。中心其实是由自
己来定位的。

（摘自《把自己作为方法》
项飙、吴琦 著 上海文艺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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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容易让人变得愚
蠢，容易让一个社会走向末
路。 人活着之所以为人，肯
定是要有精神追求的，如果
没有精神的力量，人类离悬

崖会越来越近。 所幸还有这样一
种不断的提醒， 让我们对于物质
的欲望能停半拍再停半拍， 离悬
崖稍稍远一点。

———迟子建
哭泣是因为希望尚存， 绝望

反而让她平静。
———余华

在这复杂世界里，我们应该拥
有认真过好这一生的四种能力：得
自在、知孤独、记初心、要豁达。

———季羡林
以我的定义， 贵人不是有钱

人，有权人，不是在你遇到事情时
帮你平事的人， 而是在暗夜海洋
里为你点亮灯塔的人， 是在你摔
断腿之后能为你当拐杖的人，是
在你非常不开心的时候像酒一样
的人， 是你渴了很久之后像水一
样的人。

———冯唐
人在常识面前犯错误， 不叫

胆大，而是愚蠢。
———麦家

勤能补拙是良训， 一分辛劳
一分才。

———华罗庚
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

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
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 那么一
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

———王小波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

以了解人生， 直到后来才发现如
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
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
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

———杨绛
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

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
的。 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
乱自己的节奏。 喜欢的事自然可
以坚持 ， 不喜欢怎么也长久不
了。

———村上春树
（摘自《新周报》）

有所悟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应该是比我 29 岁裸辞

转 行 做 摄 影 还 要 疯 狂 的 决
定。 ”2022 年 3 月起，31 岁的摄
影师沁带上父母，开着房车环
游中国。 她在小红书上开通了
账号“沁小暖”来记录旅途。 历
经大半年， 沁从辽宁出发，先
后停留在贵州、云南、西藏、青
海，然后在秋季抵达了广袤的
新疆。

“受疫情影响，本地游、周
边游兴起， 房车具有私密性、
安全性，是很适合自驾游或短
途旅行的方式。 ” 房车生活家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松柏
介绍，每年公司会集结将近四
成的房车到新疆、青海、甘肃
等地，业务收入大概三成也来
自西北游。 租赁房车的客群占
比最高的是亲子家庭，其次是
年轻人。

房车生活实际上更适合退
休后的“银发一族”。 中国汽车
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究分会
秘书长崔东树说，国外房车市
场的消费主体正是老年人。

目前国内市场上， 租赁房
车的主力是中年人和年轻人，
购买房车的主力则是老年人。

供给缺乏多样性
提车两个月后， 在今年初

春，沁从辽宁沈阳一路南下到贵

州贵阳。 在河北唐山市，她遇到
了沙尘和大风天气，在湖北南漳
县又开入了大雾中。一路波折不
断，历经七八天，沁才在晚霞中
抵达目的地。 在视频里，她小心
翼翼地握住方向盘。 上手后，她
发现房车的驾驶感觉与小轿车
全然不同，“用了两个月时间，我
才适应房车的驾驶。 ”

沁购买的是一款国产自行
式 C 型车，车长 5.95 米，高 3.1
米。 这辆车配备了洗手间、厨
房、沙发、长桌、储物柜、空调、
冰箱等，能满足基本生活所需。
有个小麻烦是， 由于城市里不
少道路都会有 3 米限高， 沁有
时不得不绕远路。

因为沁要用到大功率电
器，如果仅靠房车自带的电力，
供电不足， 于是她的房车还做
了电路改造， 合计花费 31 万
元。目前，市面上房车的价格差
异较大，从 20 万元到 100 万元
不等。

为满足个性化需求， 一些

房车爱好者会选择自己改造房
车。郑雨（化名）和丈夫的工作都
无需坐班，两人在社交平台上被
轻松自由的房车生活吸引，于是
从今年 6月起带上孩子，开着自
改房车边工作边旅行。

自改房车要比想象中难。
郑雨表示， 个人改装房车是不
合规的， 要先找到有资质的房
车厂根据相关标准来改， 然后
申请上牌，才能合法上路。国内
有资质的房车厂不多， 郑雨选
中了一家相对成熟的企业，但
疫情期间， 改造房车的需求大
增，这家公司的档期排到了 13
个月以后。因急需用车，她就近
找了一家房车厂改装， 最终花
费 38 万元。

营地建设较慢
小红书博主“昕球漫记”是

自由职业者， 开房车旅行已有
两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她对
记者坦言：“如果对生活要求比
较高 ， 可能不太适合房车旅
行。 ”比如在城市里可能找不到

停车位、需要自己倒排泄物等。
2022 年 4 月，沁到贵州南

龙布依寨的第 3 天， 房车的电
量只剩 20%，打水不方便，也不
容易找到买菜的地方。“有时想
花钱住个营地，但真的没有。 ”

一般来说， 营地的价格在
每晚 100 元左右。沁表示，今年
不少营地有特价， 有时三四十
元也能住进去。 住在营地里补
水、加电、洗漱、吃烧烤都很方
便。

杨松柏指出， 目前中国房
车市场的规模还比较小， 处于
起步阶段， 产业链条上还有缺
失部分。其中，常被提及的一点
是配套的房车营地较少， 标准
化和便利性差。

露营地规划和建设品牌露
云娜美的创始人郭珈铭介绍
称，在公司营地消费的客户中，
开房车的比例不足 10%。 房车
旅行的主要群体是老年人，他
们对价格的敏感度高， 很少会
选择停在营地。

“营地发展早期，主要是民
营企业介入， 但很多适合做营
地的土地， 比如在风景名胜区
内的地块， 民企要拿下做营地
比较困难。 ”郭珈铭观察，近两
年一些地方的城投、交投、旅投
都开始参与营地的建设。
（摘自《南方周末》 封聪颖/文）

从辛巴售假燕窝被打假，
再到如今网红“疯狂小杨哥”被
狙击， 职业打假人在公众中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

12000 元学会打假
记者注意到， 吴先生在网

络上宣称， 他是一名职业打假
人，入行已有 4 年多，现在月入
超过 10 万元，靠打假实现了财
富自由。现在他正招收学员，包
教包会。

11 月 17 日， 记者添加了
吴先生的微信。据吴先生介绍，
他收取的学费是 12000 元/人，
选品、取证、投诉、协商等全流
程一对一教学，可以面授、也可
以线上讲课，“签合同， 一个月
不回本全额退款。 ”

根据其提供的合同， 乙方
（即吴先生）为甲方（即学员）提
供商品质量及真伪鉴别技能转
让。这属于一次性技术输出，知
识付费（合同）一旦签订，非乙
方原因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
乙方一概不予退还甲方已支付
的费用。

该合同还称， 在教学完成
后，甲方按照教程和要求操作，
如达不到效果 （两个月内保障

赚回学费）， 实际产生不了收
益，退还全部学费。

吴先生告诉记者， 他招收
的学员现在的月收入最少都是
1 万元打底 ，“看我朋友圈反
馈。 ”记者发现，吴先生每天都
会在朋友圈晒图片， 有他与学
员们的对话截图、 也有学员们
与商家协商后的收款截图。 以
11 月 17 日为例，吴先生发布 9
条朋友圈，5 条与学员有关，这
5 条朋友圈涉及的学员共收到
6488 元“赔偿费用”。 其中一笔
“赔偿费用”疑似因为该学员购
买的酒没有生产许可证。
官方开应对职业打假培训班

有意思的是，有职业打假人
开设培训班，也有地方开设培训
班教导如何应对职业打假人。

公开资料显示，湖北省市场
监督管理培训中心（下称“培训
中心”） 是湖北省市场监管局直
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其为该省
的市场监管系统提供不同业务
门类的定制化培训产品。今年下
半年，该培训中心在官网发通知
称，多个行业因标签标识及广告
管理不规范而屡遭职业打假人
索赔，职业打假已给企业生产经

营带来巨大压力。为帮助企业更
好应对恶意投诉、规避经营风险
等，培训中心拟举办应对职业打
假人培训班。

通知显示， 该培训班的费
用为 1780 元/人， 培训内容包
括职业打假现状解读、 广告和
标签相关规定及问题案例解
析、应对投诉举报的流程等。

11 月 18 日， 记者联系了
该培训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进行
咨询。该负责人表示，应对职业
打假人主要是靠企业强化自
身， 这一培训班主要讲授的是
职业打假人的常用手段、 产品
标签标识等， 以此规避企业的
风险。

据该负责人介绍， 一般来
说， 普通的职业打假人会盯产
品的标签标识； 进阶的职业打
假人则会关注物流 （冷链）、广
告（“最”字）和适用标准等。

“有的产品是需要有两个
国家标准的， 但是你在产品上
的标签只写了一个的话，他（泛
指职业打假人） 也可以举报你
的。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以他
的经验来看， 食品遭到职业打
假人举报是最多的，约占一半；

其次是化妆品和保健品。
职业打假人与立法初衷存在偏差

目前， 职业打假人的牟利
性打假行为在法律上得到的支
持似乎在收紧。

2017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
院办公厅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第 5990 号建议的答
复意见中称，“可以考虑在除购
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
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
行为。 ”

2017 年 8 月， 杭州互联网
法院公布了十起典型案例，其中
一起案件涉及到职业打假人。

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的律
师韩放告诉记者：“消费者权益
保护相关法规的立法初衷是为
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现在职
业打假人的操作模式明显区别
于普通消费者，与立法的原意、
目的存在偏差。 ”

至于如何分辨职业打假人
和正常的维权消费者， 韩放认
为， 可以参考其购买的产品的
初衷、使用方式，看其“维权”操
作是否成批量、成链条，甚至成
产业链。 （据红星新闻 11.18 杨
佩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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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老产品应多听老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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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房车上的人”：有自由，也有枷锁

学费 12000 元！ 职业打假人开培训班

开房车旅行甚至住在房
车上， 正成为一种新兴的生
活方式， 退休有闲的老年人、
工作自由的年轻人都乐于尝
试。 目前市场上，租赁房车的
主力是中年人和年轻人，购买
房车的主力则是老年人。沁沁和和父父母母在在旅旅途途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