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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教授纷纷开
必读书单的时候，复旦
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却
为学生们开了一个“不
必读”书单。

1. 绝大多数的中国
古典小说

这么说会激起很多
人的强烈反感，但小说
真的不是我们的强项。
具体原因这里就不展开
了。除了四大名著、《金
瓶梅》《儒林外史》《聊
斋》“三言二拍”等以外，
好的真是不多了。

2. 绝大多数从“五
四”到1949年的中国现
代文学作品

我很佩服开天辟地
的现代文学先贤们，他
们的功劳永垂不朽，但
这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说
的。除了鲁迅、沈从文、
老舍、张爱玲、曹禺等少
数几位，总体上真的比
较幼稚，从普通读者的
角度，真的看不下去。

3. 绝大多数从1949
年到197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
作品

我基本上全部看过，有绝
对的发言权。这段时期的作
品，非文学的因素占比例太大，
而这些非文学因素也已经时过
境迁，今非昔比，所以，不必像
我们小时候那样饿急了什么都
吃，捡到碗里都是菜了。

4. 绝大多数的当代中国
人写的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是最难写的小说

之一，需要经历、学识、性
情、沉浸，最吃细节、韵
味、笔力、文字功夫，这些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
尤其困难。比如有一位
非常有名的历史小说作
家，描写一位晚清宦海
沉浮几十年的封疆大
吏：“激动得两眼闪动着
泪花”“激动地握着桑治
平的手说”“两双滚烫的
大手紧紧地握着”“凝重
的目光遥望着窗外”“人
生难得最是情。是的，情
难得！”……

5. 绝大多数的西方
通俗小说

其实也很烂，真正好
看的也就那么少数。请
注意，我这里说的还仅
仅是好看，还不是好。
我业余喜欢看外国通俗
小说，但这是一个很痛
苦的爱好，因为好看的
实在太少了，包括许多
知名作家的知名作品。

6. 所有名著的续书
无论中外，名著的续

书都很失败，道理很简单：期
待太高，此作者非彼作者。
《刘心武续红楼梦》《德温特夫
人》《斯佳丽》《傲慢与偏见与
僵尸》……都完美解释一个成
语：狗尾续貂。

7. 所有的成功学、心灵
学、鸡汤类书

8. 所有的计谋论类书
毕竟人生有涯，与其浪费

在不值得的书上，不如多读些
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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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一 款 名 为
“量子饮粒”的饮品引
发关注。该产品宣称
可改善三高、心脑血管
等 疾 病 引 发 不 少 质
疑。对此，食品工程专
家表示，其所宣称的功
效站不住脚，只是将平
常食品包装成有保健
功能，堆砌科学名词忽
悠消费者。

□时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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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5月22日印发公告，经
国务院批准，自2018年7月1日起，将税率分别为
25%、20%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15%，降税幅度分别
为40%、25%；将税率分别为8%、10%、15%、20%、25%
的汽车零部件关税降至6%，平均降税幅度为46%。

2006年7月以来，我国的整车进口关税一直稳
定在25%。十多年来，尽管国家多次提出要降低关
税，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此次正式下调
关税，而且降税幅度之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
充分显示了我国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的决心。经过此次降税，我国汽车整车平
均税率为 13.8%，零部件平均税率更是低到只有
6%，符合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

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将在多个方面产
生积极效应。除可以起到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
的积极作用外，还有利于推动我国汽车行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促进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引导汽车产品提质增效。

但是，市场的变化将对国产汽车厂商产生积极
的倒逼作用，推动国产汽车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加
快产品升级换代。中资汽车制造企业只有积极参
与国际市场竞争，提高自己的品牌影响力，着力开
拓多元化市场，以过硬的产品和让消费者满意的售
后服务，才能不断扩大国产汽车的市场空间。

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还有利于满足国
内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给国内消费者带来更丰
富、更实惠的消费体验。通过此次相当幅度降低关
税，我国的进口车消费量有望向150-200
万辆的规模迈进，特别是高档进口车的消
费将有明显的提升。国内消费者将有更
多机会消费更多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优
质汽车，汽车消费可能出现较大规模换购

需求，从而推动我国汽车消费升级，对于提升我国消费
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也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一次宣示，我国宣布
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在市场上产生了热烈反
响。这一消息公布后，无论是中国消费者还是外资汽
车厂商，普遍对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政策表示高度肯
定。由此可见，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还有利
于我国进一步吸收外资，推动中国汽车市场与国际汽
车市场高度融合。 □北青

单位资金使用节俭，工会福利
大量结余，员工常常自掏腰包，单
位财务有苦难言……浙江杭州市临
安区委第一巡察组，在对某单位开
展驻点巡察过程中，发现工会费和
福利费用还有大量结余，干部职工
该享有的福利没有享受到。

关于单位福利，留在公众头脑
中的印象是：仅为市场价1/8的福
利 房 ， 价 值 几 十 万 元 的 购 房 指
标，每月补贴500元话费的内部手

机号……凡此种种体制内隐性福利，在过
去很多年一直是媒体关注焦点。

全国总工会3年前曾下发《关于〈关于
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 的补
充通知》，对职工福利进行了规定，例如

“节日慰问品”原则上为符合中国传统节
日习惯的用品和职工群众必需的一些生活
用品。

对职工正常福利的明确与规范，是为
了保障普通职工获得的正常福利。执行八
项规定精神，并不是要剥夺干部职工正常
的福利待遇；规范公务接待，也并非让干
部职工自掏腰包，接待前来参加公务活动
的客人。机械地执行纪律规定，看似严
格，实则是典型的领导干部不担当的表现。

事实的确如此，看似严格的“一刀
切”，实则是某种程度的不担当不作为。不
该发的福利，当然不能再发，该发的福
利，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发，这是同样重要
的两个方面。获得正常福利，是职工的合
法权利，保障职工正常福利，更是单位的
应尽义务。职工正常福利受到法律保障，
同样是一种规范和制度，不能随随便便

“省略”掉。
更何况，正常职工福利与其他灰色福

利，边界其实是相对清晰的。财政部 《关
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
明确了职工教育经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及

住房公积金以外的福利待遇支出，如职工
疗养费用、自办职工食堂经费补贴或未办
职工食堂统一供应午餐支出、符合国家有
关财务规定的供暖费补贴、防暑降温费
等。工会法亦对各级工会组织协助企事业
单位和机关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改善
职工生活，进行了具体规定。

真正需要打击的，是不合理的滥发福
利，国家法规保护的正常福利，需要的只
是规范。为了省事也好，因为怕事也罢，
无视职工利益，该发的福利不发，单位领
导不担当不作为，也应该是巡察工作的重
要内容之一。 □舒圣祥

集体逃票折射城市治理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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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推荐■

购藏购藏购藏《《《小石头记小石头记小石头记》》》
贾平凹著作等身，出了那么多震

惊海内外的名品佳作。但篇幅最短
小、趣味横生者恐怕就是 《小石头
记》了，这是我早就想得到的一本书。

贾平凹不但善作文，擅书画，而且
爱收藏。他说：“人是要有嗜好的。古
人说，没嗜好的人不可交，所以我也就
多嗜好，写字、画画、下棋、唱卡拉OK，
收集陶罐、瓷瓶、木雕、石刻，最痴心的
是玩石头。我玩石头但没有好石头，又
爱那类大一点的，粗一点的，拙笨憨朴
的。”他玩石头玩出了名堂，早年的一篇
《丑石》声名远播大江南北，被收进了中
学语文教科书里。1995年，他遭遇藏石
专家李饶，才知道小巫见了大巫了！在
李饶的家里，连阳台上、厨房里、楼道里
都是石头；而且在他家里，老伴、女儿没
有不痴石的，他收藏的奇石多是国宝一
级的。惊喜之余，二人互相交流，赏石

品石，以至忘我境界。
石头是有灵性的，藏石赏石藏着大

哲学。《道德经》第二十八章说：“知其
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
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钟情于石头者是石痴，而且，黄金有价
石无价，贾平凹、李饶拥有着大量的奇
石灵石，乃天下大富贵者。

后来，贾平凹忽发奇想，要为李
饶出一册藏石的书，由李饶提供照
片，贾平凹撰写评石文章，图文并
茂，相得益彰，多一块奇石多一份天
真，多看一个人多洗一双尘眼，天长
日久，完成了这个不小的工程。这些
文图以《小石头记》为名在《三秦都
市报》连刊半年之久，引起了轰动，
1996年 1月，花城出版社出版《小石
头记》。

勾起我购买 《小石头记》 欲望

的，还是上学时候的一件事。有一次
我去表哥家，看见一张报上正连载着
贾平凹的《小石头记》，文字很短却配
着一幅精美的石头图片，图美文亦
美，可惜那报纸倒贴了，头朝下，加
上字又小，得扭头歪脖地看，很吃
力，于是我用一把铅笔刀，将那一小
块切割下来，偷偷塞进了口袋。回家
的途中，几次三番地拿出来看，那简
直是一道丰盛的大餐，比起表哥家的
西红柿鸡蛋面不知要美多少倍呢。

因为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常常惦
记着这本书，尽管贾平凹的好多散文
集里已全文收录了《小石头记》文字
部分，但我还是要把这一本 24开本的
图文并茂的小书搞到手。2013 年夏
日，我结识了远方的一位书友，他热
情地帮助我终于从网上购得此书，尽
管价钱贵了点，但抚摸着这些精美的

石头图片，欣赏着这些妙趣天成的石
头文章，那种长久以来求之而不得的
遗憾，马上就被“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欣喜取而代之。
我每天静静地面对着这些石头，窸窸
窣窣，仿佛是石头在说话，那么我就
洗耳恭听吧。 □胡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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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几个晚上，我闭门谢客，关闭
电脑、关闭电视，一个人躲在单位安谧
宁静的单身宿舍里，在陕西年轻女作家
孙亚玲的丽句华章、山水人物、趣味悠
长的故事里徜徉、遨游。在慢读与精读
中我感慨万千、受益颇多。掩卷之余，
书中那一抹翠绿的群山染绿了我的双

眸；字行中那一缕飞溅的山溪河
流，打湿了我的双颊；段落中那些
棱角清晰、个性鲜明的人物闪烁在
我的脑海里，生动鲜活、挥之不去。

孙亚玲是上世纪 90年代有名
的长篇小说家孙兴盛的女儿，算得
上是“将门出虎女”吧，孙亚玲女士
从小吸收广博的知识，写作基础扎
实，文学渊源深厚。写起散文来也
是得心应手、轻车驾熟。这次出版
的《一轮明月映秦岭》是她第二部
散文集，全书分为四小辑。平心静
气地读完每一小辑内容，各有各的
感受，各有各的收获。

生动传神的描写充满乐趣。
我在阅读第一辑“秦岭的精灵”时，
一篇题为《北峪的水》这篇文章，吸
引了我。吸引我的是作者描写黄
狗与灰狗两只狗在瀑布下，山溪里
游玩嬉戏的场面：黄狗和灰狗一前

一后坐在瀑布源头，像小孩玩滑滑梯似
的顺着流水“扑通”一声滑进石瓮，惊得
大家齐向“瓮”中张望，真怕小狗会淹
死。惊恐之余却看见它们在水中自由
自在浮游，钻进去，又冒出来，扎着“猛
子”。作者擅长抓住生活中的亮点，采

用拟人的手法，把两条游玩嬉戏在山溪
里的狗写得活泼调皮、乖巧可爱。

情感真挚人物记事催人泪下。唐
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先生曾在《与元九
书》一文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
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看来孙
亚玲女士深悟其中深刻内涵，故此，她
在写怀念故人的文字时，情感就自然真
挚的倾洒而出，叫人悲从心生、泪湿衣
襟。在“生活你我他”这一小辑中，第一
篇就是《远去的雪茄》悼念著名作家陈
忠实先生的文章。我被作者真挚的情
愫震撼得泪眼朦胧。“坐在车里，泪水像
断了线的珠子，擦也擦不干。满脑子全
是他坐在办公室前，嘴里叼着四棱黑的
雪茄，烟雾缭绕，仰起头静静的思考，背
后是全国各地作者寄给她的书籍。满
脸沧桑纵横交错的皱纹里写满了坚毅
与平和。”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与作者一
起感同身受，为陕西文坛乃至全国文坛
痛失陈忠实先生而陷入巨大悲痛之
中。而富有特色皱纹交错的面容成为
作家陈忠实先生特写的镜头，镌刻在我
们每一个人心底。

精准刻画幽默风趣扣人心扉。作
者对文字的组合能力和驾驭能力成熟

老练，又不失轻松活泼、幽默风趣。同
样，在一篇题为《长安鱼头薛涛》记人叙
事的文章里，作者把这一幽默风趣的写
作风格拿捏自如，发挥得恰到好处。“我
一改往日吃饭不敬酒的坏习惯，凑个热
闹，给鱼头端了一杯酒。还未等我开口，
他便站起来，把面前的酒喝了，笑眯眯地
说：‘我还是自觉地喝吧，免得你这个文人
开口，说上一大堆词语，不喝三杯，你绕不
了我。’他这一招，把我给震蒙了……心
想，果然是一条‘鱼’，滑得你连下手的
机会都没有。”风趣幽默的描写与叙述，
把画家薛涛的机智幽默刻画得入木三
分，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叫人过目不忘。

在散文集《一轮明月映秦岭》中，抓
人眼球、充满诗意的文字是她的另一大
特点。譬如在《阎良相枣》一文中：“空
气中氤氲着一层薄雾，朦朦胧胧。远处
飘来菩萨庙的钟声，铿锵而浑厚。”像这
样充满诗意，充满意蕴的句子，在这部
散文集中比比皆是，限于篇幅，就不一
一列举了，希望读者自己在阅读中去领
会、去发现。 □叶柏成

绿茶清香犹在手，品茗论
道度酷暑。近日，《陕西茶人交
流》“夏之焰”出版发行。

本期“卷首语”《全民饮茶
中国风》，彰显了中华茶文化自
信力，努力推进“茶为国饮”的
新风尚，真正达到“洗尽古今人
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的程
度。“茶人风采”栏目中，刊载
有《“陕西名茶之父”半个世纪

的守望》《王衍成与“陕茶一
号”》《千山归来话“茶王”》《青
春之火打造高山有机茶》《“陕
茶一号”传承人》等。原创茶散
文《茶乡纪事》《紫阳茶铺比对
子》《茶若甘露胜醍醐》等美文，
描写了茶生活的平凡琐事，书
写出茶韵墨香的现实图景，展
示了天人合一的大千世界。

□秦茗轩

闪烁在文字里的山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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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茶人交流》“夏之焰”出版

5 月初，关于江
苏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消费者飞
机票退改签情况调
查”的相关报道，一
度引发人们对飞机
票退改签问题的热
议。近日，又有媒
体报道称，有专业
机构对 1975 名办理
过机票退改签业务
的受访者进行了专
项调查，调查结果
显示，56.3%的受访
者希望目前这种收

取高额退改签费用的情况能够
有所改变。

在退改签费率标准问题
上，行政法规早于2004年取消
了统一退票标准；2018年又有
新规定，承运人可以根据销售
价格制定退票条件。

在这一背景下，航空公司
差异化服务，也就成为现实选
择。当旅客选择了较高折扣的
低价票，就必然需要让渡出部
分权益。让渡权益的比例同机
票折扣比例挂钩，以保证航空
公司可以维持其运营，这部分
让渡出的权益，就包括退改签
费率。通俗地说，就是买了低
价票，因个人原因自愿发生退
改签行为的，就应该承受高费
率的退改签费用。

在舆论中，常见论者以火
车票退改签费率标准来比对机票退改签费
率。殊不知，飞机的运营成本与铁路大有不
同。民航运输最大成本来自燃油，而燃油价
格则实时受国际形势影响而变动，不如铁路
用电价格稳定和便宜。因此，通过一定的退
改签费率来保证航班上座率，避免因旅客退
改签导致成本增加，成为航空公司规避损失
的重要手段。

但是，航空公司有权规避风险，也必须考
虑到消费者的权益不受侵害。由机票市场化
衍生出来的问题，“锅”不能甩给消费者背。

调查结果显示，74.2%的受访者称办理机
票退改签时遇到过麻烦。这样的麻烦可能是
来自具体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也可能因为退
改签规则过于复杂导致消费者无法理解，其根
源都在于机票市场化策略。但在消费者眼里，
无论持何种折扣的经济舱机票，乘坐的都是同
一个经济舱座位。他们可能并不了解每个折
扣对应不同的经济舱子代码，也不了解改签可
能涉及不同航空公司之间是否有签转协议，更
不愿意去熟知复杂的运输规定。

因此，设置繁杂的机票退改签条款，实质
也是侵犯旅客的知情权利。毕竟，旅客不是专
业人士。如何让旅客一目了然的理解机票中
涉及旅客的规定，应是航空公司做好市场化服
务的义务。 □陈城

双手支撑起身体，双腿上抬越过
地铁检票闸机，实在跳不过去则从闸
机下钻过……近日，多名乘客地铁集
体逃票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据视频
拍摄者称，这一幕发生在5月19日成
都地铁4号线非遗博览园站，当时成
都“草莓音乐节”首日演出刚散场，地
铁内客流量较大。次日，成都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博转发该视
频并批评此举“太过分”。

坐地铁要买票，不能“跳闸”逃
票，这是早已得到普遍遵守的城市文
明规则，如今我们已经很少见到这样
的集体逃票现象了。作为局外人，面
对如此规模的逃票行为，相信大多数
人都会和当地轨道交通集团公司一
样的态度，谴责逃票者太过分。然而
根据新闻报道，此事发生在成都“草
莓音乐节”首日演出刚散场后，当时

地铁内客流量较大。如果我们和这
些逃票者一样陷入当时的混乱情景
中，是否也会随大流，作出为平时所
不齿的举动呢？

而大型文化体育群众活动，不仅
参与人数众多，而且活动内容本就容
易使人进入到亢奋状态，历来容易陷
入混乱，乃至引发互殴、哄抢、踩踏，
造成伤亡与悲剧。所幸的是，发生在
成都“草莓音乐节”的集体“跳闸”事
件，并未引发进一步损失，这种集体
无意识也未引发进一步的破窗效应，
属于不幸中的万幸了。面对质疑，地
铁工作人员解释称，“为应对‘草莓音
乐节’带来的客流高峰，地铁方面已
采取增加安检和售票点，缩小行车间
隔等措施应对”。但不得不说，在大
型群众活动中，各参与方本就不应各
扫门前雪。相关事件也折射出当地

城市治理的疏漏。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大型群众

活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维护城市安全
与秩序，避免群众沦入集体无意识，
须举全城之力。其中，公交、地铁等
公共交通部门更面临着严峻
考验。如何解决运力临时性
不足、如何维护现场秩序、如
何安置等待群众、如何处置
突发状况等，都是摆在公共
交通部门面前的问题。与其
在出现事故后，抱怨群众太
过分，标榜自己做得够好，不
如妥善做好各项预案，必要
时提请公安机关、居委会、志
愿者协会等部门有力支持。
毕竟，群众无小事、安全无小
事，只要出了事故，就说明做
得还不够好。 □苏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