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税常识

国际上个人所得税制
有哪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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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按税制设计及其征收方式可分为

综合税制、分类税制以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

制三种类型。

1.综合税制。综合税制是就纳税人全年全部

所得，在减除法定的生计扣除和成本费用扣除后

的余额，适用超额累进税率或比例税率征税。综

合税制充分考虑纳税人的综合收入水平和家庭负

担等情况，反映纳税人的综合负税能力，体现税

收公平，可以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但征管

要求高，不易管控，稽征复杂 ,手续繁琐 ,税收成

本高。

2.分类税制。分类税制是将个人各种来源不

同、性质各异的所得进行分类，分别扣除不同的

费用，适用不同的税率课税，而不将个人不同类

别的所得合并计算征税。分类税制广泛采用源泉

课征方法，易于掌握特定的所得来源，征管简

便，节省征收费用，但不能全面反映纳税人的综

合收入水平和经济负担。

3.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综合部分项目

所得，适用累进税率征税；对另外一些项目所得

按不同的比例税率征收，可以较好地兼顾税收公

平和效率。

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如韩国、日本、澳大利

亚、瑞典、法国、意大利、荷兰、墨西哥、加拿

大、德国、西班牙、瑞士、土耳其、英国、南

非、俄罗斯、巴西、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

等，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我国目前实

行的是分类税制。

去年夏天，读大二的女儿在学期末与朋友们

踏上了西南之行，赏过了层叠错落的龙胜梯田，

踏过了丽江古城雨后的石板街，登过了高耸入云

的梅里雪山，行过了江风阵阵的重庆夜晚。我看

着丫头发来的照片，读着她即兴写的古诗词，不

禁感叹着，年轻真是好，能带着满满的朝气与轻

松的行囊游走天下，去亲眼看看那如画的山水，

去亲自踏遍前人的足迹，去远行，去流汗，用视

觉与触觉体验祖国的壮丽，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

中国地域之广，风貌之奇，不是坐在家里观

看纪录片就能见识到的；而文化的多样与历史的

厚重，也非读书万卷就能了然，更要去跋涉，方

能领略山水的辽阔与人生的沧桑。想起多年前读

过的文化苦旅，从书架里翻出，墨香不褪，纸页

泛黄。“……每到一个地方，总有种沉重的历史

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

叹……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落在山重水复、苍

苍莽莽的大地上。”不禁莞尔，读书与旅行，确

乎一样也不该少，那是我的最爱。不能远行时，

勿忘翻书品读，则可身居一隅而知晓天地之大；

踏上旅程时，又该静心感受，不是走马观花，却

为着感受古与今的重叠，人文的气息，与自我的

渺小。

翻开书本，重温那隽永的文字，竟仿若故地

重游。好的作品自有这般的感染力，往往使人身

临其境，在书卷里穿行，活出另一个生命体。读

文化苦旅的时候，我就时常感觉，自己不像是坐

在家中，而是徒步在祖国的各地，纵情山水中，

从山水风物里窥见那文化的风貌，历史的深邃。

读到江南小镇时，眼前就时常浮现出那黑瓦

白墙的建筑，清绿的河道，摇曳的乌篷船，耳畔

也仿佛响起了落在屋檐上的雨声。走过的这些地

方，最是喜欢那些江南小镇，走在那河畔长长的

木廊里，望着远处精致的石拱桥，两岸含烟的花

树，犹如置身水墨画之中。临河的房子那铺了青

苔的石阶伸到水中，有妇女蹲在阶上浣洗衣裳，

意态安详。指尖划过书页上的字句，“浅渚波光

云影，小桥流水江村。”江南小镇正是这般柔丽

凄迷的景致，配以淡泊而安定的生活。“大隐隐

于市，最佳的隐藏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

了……斑剥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残梦，交错的双桥

坚致而又苍老……在自己的鞋踏在街石上的清空

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

的启悟之中，流连忘返。”于是明白了，那时行

走于青石板街上的恬淡宁和的心态，不全然是景

致的原因，更是一种脱离烦嚣与喧嚷后的人生哲

学。于是知晓，在游赏时的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

感受，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与景致融为一体后，

幻化成的心灵感悟。当这种感悟与书中的解读相

遇时，曾经的风景便会与此刻的哲思瞬间重叠，

升华为崭新的文化认同与认知。

当然，也未必所有的时候都能浮现这般认同

的。去年九月中旬，G20 后不久，我们送女儿出

国顺路杭州转萧山机场，也自然逛了西湖，再次

来到西湖，本是为着湖光山色，却不成想唯见满

眼人山人海。这和多年前的印象完全不同，那时

旅游业不似今天发达，西湖仍迤逦着保留了古韵

古味，浅吟低唱；可现如今，那断桥垂柳，柔绿

水色，竟都因为拥挤的人群与过分的喧嚣而失了

那份缓慢与幽雅。转眼书中的西湖梦，余秋雨如

是写道：“堤岸是西湖间特别自然的景物。不知

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

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

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后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

……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树木也

生得平适，鸟鸣也听得自如。”不禁苦笑，时过

境迁，杭州依旧是那个人间富贵乡，可只怕这西

湖苏堤边的从容漫步是再别想求得的了。将如今

的现实与书中的诗意两相对比，心中生出种感

叹；不是西湖变了，而是当名胜被旅游景点所取

代，当过盛的名气盖过了文化的灵魂与文人的才

气，西湖自身的美与灵，便在如织游人的脚步与

嬉笑声中掩裾而去了。由此心生遗憾，却也因此

而对书中的描绘与思考心生感动。过去的时光是

回不来了，可它们真切的存在过，被记录过，那

桃红柳绿、山水宗教、人文汇聚，至少仍然可以

从书中找寻，不得不叫人静心品读，于是景致与

文化之美，在读者的感慨中，获得了重生。

除东南之外，这本散文集中也有其他各地的

游记与文化解析；大漠荒荒的甘肃，两岸连山的

三峡，气蒸云梦泽的洞庭湖，诸多山水名胜，无

不与历史文化缱绻携手，与文人墨客紧密相连。

也曾持书欣赏，不忍释卷，暗自期待要把这些地

方一一走遍，最后却每每败给现实工作与时间的

局限。但是对旅行的热爱却从未束之高阁，虽然

依旧做着繁忙普通的都市上班族，但依然在有限

的时间和工作中，挤出那么点点的假期去行走。

翻看着文化苦旅的自序，作者道：“待到随着年

岁渐趋稳定的人伦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

及其他许多定位把人重重叠叠的包围住，不再企

望迁徙，听任蔓草湮路，这便是老。”

人到中年，正是缓缓步入年龄设下的陷阱，

身未动，心已老。若有时机，不妨抛去世俗的繁

琐与顾虑，呼吸异乡的空气，拥抱不同的文化；

若无条件，也未若在书中细读那些充满文化感悟

力与艺术表现力的言语，追忆古典文思。用远行

与思索换得些超拔的念头，哪怕只有片刻，也可

丰富人生的回忆，在暮年时期，不会聆听空阶雨

滴，徒留声声叹息；而行走在书卷之中，即使不

能自由地游遍天下，也可从章句之间窥探世界，

遍读山水。

《寂寞圣哲》，名字有些神秘。

寂寞，似乎原本就是世人的处世哲学，投入寂寞

越深，那种自心灵养成的大彻大悟，浩然正气也就积

蓄的越深。

圣哲们自然是寂寞的。若不寂寞，老子怎会出关

而去，一去杳然？若不寂寞，孔子怎会在长年游说中

奔波往复？若不寂寞，庄子怎会与同时期的孟子擦肩

而过？可虽寂寞，他们却也甘之如饴。没有寂寞，就

不会有他们世纪性的哀叹，就不会有他们传给千秋万

代的警示。数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脑中想象他们的形

象时，出现的定是一位极具风骨的翩翩使者。他们在

自己的思想中构建自己的“存在”，在梦中寻找着自

己的家园。他们一意孤行，却充满着光明磊落，但坦

坦荡荡。

寂寞，也许是偶然的心情，也许是一段时期的心

态，然而圣人们的寂寞耐人寻味。他们因自己的思想

而看似寂寞，没有良好文化熏陶的人往往也没有文化

负担。他们有这种负担，像牢牢的人生枷锁一般。

然而，这么多圣人中，我却偏偏对庄子情有独

钟。

他身居世俗，心却早已踏上寻找“故乡”的路。

他有时刚强到执起秃笔，以最强硬的姿态对抗世

界 ;他有时顽劣的像个孩子，时而吐出一句闲话也能

让人回味一番 ;他又十分坚定，即使槁项黄馘，也依

旧选择做一只乌龟，在泥水混杂的小河里摇着尾巴。

他是宇宙中那么渺小的一点，却也是最伟大的存

在。

他是一棵孤独的树，是一棵孤独的在深夜看守心

灵月亮的树。当我们都在黑夜里昧昧昏睡时，月亮为

什么没有丢失？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两棵在清风夜唳的夜中独自看守月

亮的树。

一轮孤月之下，一株孤独的树，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妩媚。

永恒的乡愁，是他永远逝去的梦中的家园。

我想，也许我永远也达不到庄子的境界。或许达到了，那恐怕也是

几十年后的事了吧，在我一切稳定，不再需要为生计绞尽脑汁的时候，

我会努力体会一下庄子的风范吧。因为，我想我始终放不下金钱，权利

的“诱惑”，无法逃离世俗。我做不到在自己饥肠辘辘的时候，依旧坐

在那里淡定的钓鱼，看也不看一眼邀请函，坚定的回绝了皇帝。和芸芸

众生一样，我也在努力着，为了人们口中所谓的“成功”奔跑着，我也

会一边批判着中国的应试教育，对之产生种种不满，一边又在绷着全身

的细胞“求上进”，这样地苟活着。

如果庄子来到了现代，面对这个五光十色，复杂缤纷的世界，不仅

有社会各阶层，各式各样的人和事物，物欲横流，到处充满着商业的现

代化气息，他将会做出怎样的取舍与抉择，给我们演绎一条怎样的人生

之路。我想，庄子应该不会入仕做官。庄子主张“天人合一”和“清静

无为”。他的精神是皈依于老子的哲学。庄子曾做过漆园吏，生活贫穷

困顿，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

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况且当时官场规矩太多，官员很俗，庄子是不可

能跟这帮人同流合污的，如此痴于逍遥，追求“无所待”之人怎能守得

住这方圆之禁铟，由此仅谬推他应该远离官场纷争。我还想，庄子也不

会经商的。前面也提到，他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至于经商，则早

被视作“巧利”，是损德的事，庄子更不会做。

那么，庄子会不会成为一代文豪呢？我想，他可能会成为时代的批

判者，抑或是愤青，从最深反思，并对当今社会发出尖锐的批判，他定

会反感我们的应试教育，这样的模式让他失望。他定不会是个乖巧的学

生，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今的文坛不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

多种未知的可能，当然，这也都是一些无端的推测罢了。

或许只有庄子才能做到如此的随性洒脱。

庄子，我们永远的心灵憩园。

行走书卷 遍读山水
———再读《文化苦旅》

药剂科 闫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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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医药法，这是中

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继承和弘

扬中医药，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中医药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

践和与疾病做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

的医学科学，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

贡献。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

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是我国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体现。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对

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人民群众健康

水平、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

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制定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就。中医药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水平和

服务能力逐步提高。截至 2015 年年底，全国共

有中医类医院 （含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

院） 3966 所，中医类医院床位 82 万张，中医类

执业 （助理） 医师 45.2 万人，中药工业总产值

7800 亿元。中医药在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

及疑难病症、重大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得到进

一步彰显，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中医药的

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已经传播到 183 个国家和

地区。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法治的保障。

2003 年国务院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条例》，对于促进、规范中医药事业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医

药事业发展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

为：一是中医药服务能力不足，中医药服务领域

出现萎缩现象，特别是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薄

弱，发展规模和水平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

求；二是现行医师管理、诊所管理和药品管理制

度不能完全适应中医药特点和发展需要，一些医

术确有专长的人员无法通过考试取得医师资格，

同时现行审批管理模式导致开办中医诊所门槛过

高，医疗机构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出现萎缩现

象；三是由于中医药人才培养途径比较单一，中

医药教育体系不够完善，导致中医药人才匮乏；

四是野生中药材资源破坏严重，人工种植养殖中

药材不规范，导致部分中药材品质下降，影响中

医药可持续发展；五是中医药科学研究能力不

足，导致在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传承、创新

方面面临不少困难。

为了在法律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和 《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

干意见》 明确要求加快中医药立法工作，中医界

也一直呼吁制定一部较为全面的中医药法。为了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解决当前存

在的突出问题，需要在现行 《中华人发共和国中

医药条例》 的基础上制定中医药法，依法保障中

医药事业的发展，促进健康中国建设。

（党办）

（摘自 《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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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 2014 年的一个周末，我逛书店无意

中发现了 《幸福要回答》，我是被杨澜的个人魅力

深深吸引而选择这本书的，这本书不是杨澜的借

壳之作。我带着对作者的崇敬和对这本书的期待，

走进了这个幸福世界，感受着作者独特而又随处

闪烁的人生智慧。

成功离不开各自的机遇和环境，他人无法复

制。读者与作者通过文字进行交流，我们通过学

习和感悟，学到的是其对待生活、对待工作、对

待亲人朋友的态度。在 《幸福是什么》 这本书中，

我找到了，学到了。

本书许多故事取材于 《天下女人》 和 《杨澜

访谈录》，这两档电视访谈节目我一直都很喜欢，

而本书把实实在在的故事娓娓道来，从多角度分

析，有感而发，为我们诠释着幸福从何而来，我

们也相应的从中体会着幸福的由来。我从本书中

体会到的是，幸福的感觉是混合交融的味道，而

非纯粹。这种体会让我找到了自身不具备的、以

往没有发现的东西，让我的内心变得强大。

杨澜被全国观众熟知并喜爱，她靓丽、自信，

但她曾经也是相貌平平，扎进人堆里也找不出来

的普通人，甚至她在书中也自嘲曾是“自惭形秽

的小眼睛丫头”，我从她做的节目里体会到的是一

只小小的话筒给她带来的无限幸福与乐趣。从事

业到家庭，我更羡慕的是作者在成为职场精英的

同时，同样也在扮演好母亲的角色。身为年轻妈

妈的我，对这一点的感触更深刻。

我还记得儿子刚出生那段时间家里“热闹”

的景象，全家人，包括我自己，所有的时间安排

都围着孩子转。但经过了一年，我觉得那样的状

态有问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总是要有重点的，

每个阶段就应该有每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我们要

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最该做的事情上。陪伴孩子也

不应该是成天围着孩子转，而是一起成长，寻找

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点。慢慢地，生活状态改变

了，家人们不再那样忙乱，有了自己的生活工作

节奏，儿子也健康快乐地成长着。家庭与事业的

双丰收、双成功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都在追寻

美好中交织感受着快乐、痛苦、渴望与幸福，我

们得到了吗？我们失去了吗？我们还在追寻的路

上安静的走着。

在这个痛苦与幸福并存的社会中，我们对外

界有了戒备和防护，我们用厚厚的伪装掩盖了自

己的真性情，用冷漠面对生活，以减少生活对自

己的伤害。我们不能因为生活中的不如意，进而

推开整个生活中的感动和幸福，那样，我们就得

不偿失了。我们要用心聆听生命的脚步，用心捕

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你，不幸福吗？只怕是幸

福太多，才让你忘却了什么是痛苦，我们每一个

人都是幸福的！是的，我们都是幸福的，就因为

我们每天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要大声的说出

来：我们是幸福的！面对生活，面对一切，幸福

要回答！

最后，摘录一段作者书中的话，与大家共勉：

“虽然我不能选择出身，我还可以选择人生；即是

我不能改变环境，我还可以选择离开；如果我爱

的人不在身边，我就出发找他回来；也许悲哀、

绝望、死亡都无可避免，但我相信喜悦、希望、

生命与之同在，这就是我存在的证明。”

幸福是什么？
———杨澜、朱冰《幸福要回答》 读后感

院办 姜 颖

庆“三八”

读书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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