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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到教堂去做礼拜，发现路旁
坐着一个手艺人。他已经死了，在这
棵柳树下冻死了。

这是安徒生《柳树下的梦》（又译
《在柳树下》）的结尾。他说这部写于
1853年的作品是童话，但也有人把它
看作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

安徒生的《柳树下的梦》，写了鞋
匠克努得和歌星约翰妮的故事。与
他这个鞋匠和洗衣妇的儿子不同，克
努得与约翰妮从小是邻居，儿时，他
们喜欢在柳树下玩。后来约翰妮家
迁京城，又签约歌剧院；克努得则做
了鞋匠学徒。他 19岁一满师就去哥
本哈根找17岁的约翰妮，一心想给她

买戒指。约翰
妮家“是一种
富足的样子”，

她为他倒茶、唱歌，紧握他的手。
此后，克努得每晚都走到约翰妮

屋外，见她人映窗帘就觉得“这真是
最可爱的一晚！”他本来准备礼拜天
摊牌，到了那天却没找到机会，他们
一家要外出。他又去她家，约翰妮一
人在，他感到“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
幸运的事情”。他表白自己怎样始终
爱她，要她一定做他的妻子。约翰妮
严肃地回答：“我将永远是你的一个
好妹妹。”

几年后，克努得在米兰一大歌剧
院见到台上的约翰妮，掌声如潮，谢
幕不停。人们簇拥她的车到家，一位
胸戴星章的绅士扶着她，大家说，他
们订婚了。

克努得决定回到老家那棵柳树
下。归途中，疲倦的他坐在异国的柳

树下，在严冬夜睡着了，他梦见与约
翰妮挽手走向教堂……被冰雹打醒
的他说，“这是我生命中最甜美的一
个时刻！”接着他又睡去。下雪了，他
在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安徒生很在意这部作品。他一
见纽伦堡就说《柳树下的梦》“描写了
那座美丽的古老城市”，而在老天鹅
堡的时候，他还向巴伐利亚马克斯国
王和王后朗读了这个梦。

身高 1.85 米的安徒生一生未
娶。据安徒生博物馆介绍：“没有爱情
青睐他，也没有家庭生活，他的艺术成
就使他在哥本哈根上流社会中获得一
席之地，但他仍没有足以支持他结婚
的经济来源。”甚至好几次他卖掉王公
们赠送的胸针和金戒指，直到逝世都
没自己的产权房，最后借住的是犹太

富商梅尔彻尔的房子。
我住的安徒生丽笙酒店，门口有

棵高大的银杏，座椅绕树围成半圆，
安徒生坐像占了三分之一。秋深了，
金黄的杏叶散落一地，有些落在了安
徒生的披风上。 □袁念琪

民
生
视
角

说来惭愧，已过不惑之年的我
读书很少，总以所谓的“忙”为借
口，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光。
三年前的夏天，我一时心血来潮，
下班后开始在网上业余写作，试着
给报刊杂志投稿，渐渐地，一篇篇
凝结着汗水的“豆腐块”登上了网
络与报刊杂志。样报样刊与文友们
赠的书塞满了抽屉，放不
下的只好码放在电脑桌角
上，妻每回收拾屋子免不
了要唠叨。听过许多次她的
唠叨，我想买书柜的念头与
日俱增。

其实，家里有一个老式
旧书柜，一米八高，暗红色
的漆皮经不住岁月的侵蚀，
变得斑斑点点。老书柜是大
概十几年前村办小学撤点并
校遗留下来的旧家具，校长
无力搬走它，遂将它送给了
在学校看大门的父亲。老书
柜因为样式陈旧，没有合适
的位置，只好被妻用隔帘挡
在放粮食的屋子最里头，但
它的顶部还是露了出来，与
整个屋子格格不入。那些
年，我奔波在外，很少回
家。女儿一天天长大，从幼儿园到
初中，用过的课本、写过的作业、
读过的课外书、玩过的玩具，都被
妻收藏在老书柜中，老书柜里装满
了她的童年。

五年前，我回到家乡，翻新了
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宅，就近找了工
作，虽然累点，但能陪伴在家人身
边，图个心安。老书柜默默地矗立
在隔帘后边，翻新老宅的时候，我
找到了很久以前读过十几本书，拂
去尘土，摆放到书柜里。一次去看
望岳父母，无意间看到已定居上海
的妻兄上学时收藏的上百本中外名
著，不由喜出望外，征得岳父同
意，我挑了二三十本带回家放到老
书柜里。老书柜尽管藏书不多，但
看起来像个真正意义的书柜了。

去年，女儿考上重点高中，开
始住校，因此晚上有了难得的业余
时间，读书写作自然成了我最喜欢
的事。电脑桌在新装修的屋子里，
老书柜在放粮食的屋子里，来回拿
取总感到不方便，于是我将一些喜
欢看的书码放在电脑桌角上。仅有
1.2米宽的电脑桌上有音箱、显示
屏、键盘、光猫、移动插座、笔
筒、台灯，再加上一摞书，显得不
堪重负。好几次，我回家发现桌上
的书不见了，问妻，妻说：“你一
次又看不了那么多，我给收拾到老
书柜里去了。”无奈，我只好在老
书柜里翻出一两本要看的，随手放
到电脑桌上。我这个人很邋遢，看
完的书没有及时放到老书柜里，渐

渐地桌上的书又恢复了以前
的样子。妻天天唠叨我那摞
书凌乱，我看到书挤在电脑
桌角上，位置尴尬，不由得
可怜它们的境遇。忽然，一
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与其
天天为书“淘气”，何不买个
书架或者书柜呢？我把我的
想法告诉妻，她居然同意了。

三天后，快递送来了书
柜。新书柜上面四层隔板，
底部是一个双开门的柜子，
1.5米高，80公分宽，24公分
深，立在电脑桌旁，俨然一
个小鸟依人的新娘子。妻找
来抹布，从头到脚，里里外
外将新书柜擦拭了一遍。我
急不可待地将老书柜里的中
外名著与电脑桌上的书码放
进新书柜的每一层……正当

我将女儿的奖状、我的获奖证书、
几本日记与收到的样报样刊整理进
最底下的柜子时，儿子兴冲冲抱来
他在幼儿园里用过的课本也放进
带门的柜子里，说组装书柜有他
的功劳，也必须放他的书，让人忍
俊不禁。

新书柜满满当当放了四五十本
书，比起真正的读书人拥有成百上
千的书，相形见绌。新书柜的样子
小巧玲珑，妻找来一盆绿萝放在最
上面一层，整个屋子顷刻间充满了
春意与书香。我白天奔波于眼前的
苟且，晚上能在小书柜前品一杯香
茗，读几页书，写几段自己熟悉的生
活文字就足矣！书不在多，若读则
灵。不成想，四十岁以后，两个书柜
燃起了我读书的兴趣。 □雷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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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2018年9月19日，周某
某（女，32岁）乘坐G6078次列车强占他
人座位且不听列车工作人员劝阻。衡阳
铁路公安处经依法调查取证，认定其行
为构成“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对
周某某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乘客买票后，双方建立运输合同关
系，对此高铁应按票务合同履行提供相
应座位等义务，如座位被占等要及时协
调处理，如无法提供时，则构成违约，解
决违约办法，一是“升舱”诸如提供商务
座、一等座，或强制对方提前下车方式等
来弥补本方的违约过错，另一方面，现在
高铁服务人员高度“女性化”也给高铁上
面的安全问题带来隐患，现在北京每辆

公交上都有安全员来保障乘客在公交车
上的人身安全和乘坐秩序，那么这样一
辆几千人的高铁上面，是否需要部分男
性以及适当配置安全员协助乘警维持乘
车秩序建议高铁主管部门应予以考虑，
硬件上去了，软件服务也必须跟上。虽
然有诚信惩戒措施，但该措施并不是万
能药，能包治百病，对那种不知廉耻的
人员来讲，这种单一的“软”处罚很难
起到综合的“震慑”疗效！由此，公安
执法应敢于“亮剑”，依据《治安处罚
法》 第 23 条规定，完全可以对其“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可罚款 500
元的顶格处罚。

霸座男、霸座女这种“霸座”“霸占”
的做法完全是典型的寻畔滋事行为，表
面上很多人总结为素质问题、道德问题，

但本质上更是执法部门的管理缺位问
题，结合本事件，霸座女的行为既是对其
他乘客的侵权行为，更是向公共秩序、向
整个社会挑战，蔑视社会主义
道德，在乘警劝告或警告无效
下，作为公安执法人员，正确的
做法是在多次劝告无效的情况
下，立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将
其带离现场，然后依法给予罚
款与拘留。因对“无德”之人，
片面的说教没有任何意义。

德不配位可以谴责，但法不
到位，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
纵容违法行为继续蔓延和扩
大，对此呼吁有关执法部门加
大执法力度，敢于亮剑，以儆
效尤。 □吴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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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第八督察组从数千名网民
中邀请10名代表与三大电信运营商进行面
对面交流，让三大运营商直接听取来自市
场的消费者意见。网友代表在这次交流活
动中，向三大运营商提出了包括胡乱扣
费、杀熟、新老用户不同权、部分用户宽
带提速感觉不明显、部分消费者资费不降
反升等问题。

网友代表提出的这些问题，很多手机
用户都有体会。三大运营商推出的收费套
餐之繁多，让消费者眼花缭乱。中国移动
已经表示，今年年内要实现月度流量平均
单价降至每兆1分钱以内，另外两家运营商
也有类似举措。但是，这些降费措施大多
需要消费者向运营商提出申请才能享受，
而消费者向运营商提出申请时，大多需要
同时接受运营商提出的附加条件，这被运营
商称为“套餐”。

近年来，我国的电信市场发展很快，三
大运营商虽然都是央企，但它们之间也有市
场竞争，因此也有粘住消费者的需求，降费
则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段。但是，以套餐的
名义来降费，给降费设置了前置条件，使降
费措施不能普及化，对于一些不知晓或者

“懒惰”的消费者来说当然不利。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

运用降价等市场手段时，可以附设一些不侵犯消费合法利
益的附加条件，但国有企业应该更多地把消费者利益放
在首位，而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市场利益，跟消费者玩
各种让人晕头转向的“花样经”。与其搞出名
目繁多的“花样经”来吸引消费者，不如直接
主动降低各种收费。降费项目不必以各种套餐
的名目出现，不管消费者是否申请，都应该把
让利主动给予消费者，让所有消费者真切地享
受到市场福利。

运营商应该主动作为，以“删繁就简”的积
极态度，向社会输送降费诚意。在国务院督
察组主持的网友代表与三大运营商的交流会
上，中国移动已经表示，在业务宣传推广上将
进一步简化规则，明明白白宣传，让消费者放心
消费。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希望运营商能够言
出必行，坚决砍去在降费通道上设置的各种前
置“关卡”，真正让利于消费者。 □周俊生

这几年螃蟹市场出现了一种“纸螃
蟹”：送礼人以高价购买蟹券，收礼人打
折出手给黄牛，最后发券的经销商再低价
回购，螃蟹并未实际销售，就吸了一波
金。不过今年这样的情况已较为罕见，据
调查，目前不论是从网上还是经销商手中
买到的蟹券，其实际购买价往往比纸面价
格低很多，打六折甚至一、二折都屡见不
鲜。此前一度火爆的蟹券回收生意也鲜有
黄牛问津。

关于“纸螃蟹”，市场一直有着各种传
说。比如，“纸螃蟹”的价格远远高于实际
螃蟹。据估算，目前市面上面值为1288元

的大闸蟹券，通常8只蟹，按照礼券面值来
算，是批发价的 20 多倍。这可能有“个例
性”，但也可以看到“纸螃蟹”的水有多深，
而现在实际购买价只有面值的一、二折，或
许才是其价值的真实体现。明知其水深，
为何还会有不少人进来，这就涉及到特有
的“送礼文化”了。

与“月饼券”的流行一样，“纸螃蟹”的
兴起同样源于送礼文化的作祟。不知从什
么时候起，螃蟹与中秋送礼联系到了一起，
中秋送螃蟹被贴上了高档、有面子的标
签。相对于拎着螃蟹送礼，“纸螃蟹”显然
方便，而且“纸螃蟹”还可以流通，收礼人可

以变换成金钱，也可以转送他人。在购礼
送礼过程中，也存在各种揩油，有些螃蟹商
直接打上广告“买券送苹果”。

既然“纸螃蟹”因为送礼文化泛滥而
来，那么送礼文化的兴衰也必然影响“纸
螃蟹”的冷热。随着八项规定实行，驰而
不息纠正“四风”，送礼文化得到了明显
遏制。特别是近些年来“每逢佳节倍思
清”，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紧盯重要时间节
点，明确提出“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
过节”，从中秋节抓月饼这样的小事抓
起。这已经从源头上铲除了土壤，传递了
信号，形成了一种习惯、一种风气。

月饼券也好，“纸螃蟹”也罢，其遇
冷都不是什么意外。“官风正则民风淳”。
人们并不怀疑官风影响民风，真正关心的
是，正官风需要多长时间，官风影响民风
会有多长时间、产生多大效果。诚然，无
论是官风正还是民风淳，都很难毕其功于
一役，有时还存在反复和回潮，但“纸螃
蟹”和月饼券的遇冷启示我们，在作风建
设上，只要真抓实干，就能产生效果；只
要力度够大，就能扩大效果；只要驰而不
息，就能巩固效果。官风和民风也是相互
影响关系，官风影响了民风，民风反过来
又会影响官风。 □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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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螃蟹”遇冷是一件好事 9 月 21 日，网传浙
江温州瑞安市隆山实
验小学，一学生家长因
孩子和同学打架，竟将
孩子的同学杀害了。
此前微博上有谣言广
为流传：该男子杀人是
因为女儿眼睛被这个
男生戳瞎。

孩子之间磕磕碰
碰，产生小矛盾，本是
再普通不过的纠纷。
而行凶男子却因为孩

子之间的口角残忍地对年仅十
岁的男孩连砍数刀，最终致其死
亡。不得不说，这场恶性刑事案
件导致了两个家庭的悲剧。

而在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
里，遇害男孩的家人不仅沉浸在
丧亲悲痛中，更饱受着谣言刺
痛。这些谣言将事件起因编造为
女孩眼睛被男生戳瞎，并把只有
十岁的小男孩污化为“校霸”形
象，这使得部分网民认为受害男
孩活该，并对男孩及其家人进行
攻击。在一篇流传甚广的网文《爸爸的爱》
中，一名认证身份为律师的作者甚至在前述
谣言基础上，将行凶者的残忍暴行诠释为“爸
爸的爱太深沉，深沉到为了女儿痛下杀手。”
为男子的暴行戴上了“正义”的光环。

事实上，若是我们对近年来所发生重大
刑事案件背后的舆论状态进行梳理，就不难
发现，每当有恶性刑事案件发生，就会有谣言
四起。这些谣言为凶手们编织着一个个“正
义”光环。有的谣言将凶手虚构或夸大为蒙冤
未雪者；有的将凶手标榜为替天行道的“英雄”；
有的为凶手狡辩出各式各样合理化、合法化的
理由；有的对受害者恶意中伤，或者抓住受害
者的一些瑕疵、过错无限放大，进行污名化。
这些谣言的炮制者，或许有的只是误听了小道
消息，以讹传讹；或许有的只是出于虚荣心，危
言耸听、吸引眼球；有的却是别有用心，旨在为
凶手们开罪，为了让他们逍遥法外、减轻法律
制裁制造舆论，给司法机关施压等等。

实际上，无论谣言来源于何处，出于何种
初衷，都模糊了正义与邪恶本该泾渭分明的
边界，传播了施暴有理、行凶无罪的错误价值
观。必须重申的是，现代社会之所以得以延
续的基本条件在于，人们放弃了以眼还眼、以
牙还牙的报复式私力救济，选择由国家通过
法律来解决争端。种种为凶手编织正义光环
的言论，不仅深深伤害了被害者以及家属，更
挑战着社会秩序与伦理底线，破坏着人们基
本的生存法则。

值得肯定的是，在本次恶性刑事案件
中，当地警方能够较快地发出权威声音，
减少了谣言进一步扩散的空间。相信行
凶者终将受到法律严厉追究，而在类似事
件中，各方还须反思的是，造谣者也同样
触犯了法律，只有依法对其严惩，才能避
免谣言让受害者承受二次伤害，还网络空间
以清朗。 □舒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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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退 不 改 ”“ 只 改 不
退”……当前，电影票“退改签
难”问题广泛存在。记者调查
发现，不同售票渠道“退改签”
标准不一，套路重重，饱受消
费者诟病。近日，中国电影发
行放映协会发布《关于电影票

“退改签”规定的通知》，要求
电影票“退改签”规定要优化
流程、简化手续，并尽快实施，
维护消费者权益。

“退改签难”

当不足 11岁的放羊娃易招弟发
蓬如鬼，头上白花花的虮子乱翻着，
在那个太阳暴烈的下午被她娘扯着
喉咙从山坡上喊回家的时候，她并不
知道，这是改变她命运的重要时刻。
如果让这一刻定格，我们可以看到，时
间是 1976年 6月 5日，地点在秦岭深
处一个名叫九岩沟的村庄。

《主角》里的主角是忆秦娥，忆秦
娥由三个人组成，分别是易招弟、易
青娥及忆秦娥；三个人的身份分别是
放羊娃、烧火丫头、省剧团响当当的

秦腔皇后、第一主角。
忆秦娥后来的确是成了主

角，这成功是用她的汗水堆砌起
来的，是用默默无闻的苦练和执
拗到傻的专注换来的，任光阴荏
苒，岁月斑驳，都无法抹去刻在
这成功上清晰的四字印痕——
问心无愧。

台上的忆秦娥，能将《游西
湖》从西京唱到北京，从北京唱
进中南海，能将“一招一式、一字
一句都交代妥切”，能把戏唱到

“连一根细纱的差错”都没有，真是好
不风光；台下的她，因为包大头、吹
火，时常头晕甚至呕吐。同样是去北
京演出，别人忙着逛街、购物，她呢，
除了默戏就是睡觉；排练场上，别人
闹事打架，她呢，傻子似的只一门心
思卧她的鱼，练她的功。

忆秦娥后来是成了角了，可惜纵
然成了名角，她成功的也只是她事业
的一面，爱情上，她是十足的低能儿。

忆秦娥一生中值得白纸黑字的
男人有三个，分别是封潇潇、刘红

兵及石怀玉。封潇潇于她而言只是
一份美丽的懵懂，可惜这美丽懵懂
却结出了令人遗憾的果；公子哥儿
刘红兵不能说不爱她，可惜在他们
的相处以及婚姻里，少了忆秦娥爱
的参与，所以最终婚姻的破碎，表
面看来，是刘红兵的滥情，细究起
来，忆秦娥的冷漠，不能不算一个
重要因素；忆秦娥生命中值得书写
的第三个男人也就是她的第二任丈
夫是画家石怀玉，一个才华横溢的
男人。这场婚姻里似乎不乏爱的相
互。遗憾的是，石怀玉对忆秦娥的
爱是狭隘甚至有些变态的。为了他
所谓的爱，不惜给忆秦娥的孩子刘
忆吃安眠药；为了他的爱，不惜让
忆秦娥迟到早退，荒疏业务，这牢
笼般的爱除了让爱的火焰因缺氧快
速窒息外，还间接导致了刘忆坠楼，
最终，两人彻底闹僵，石怀玉则在他
自己最满意却惨遭忆秦娥泼墨的画
作《秦魂》下刎颈而去……

某方面来讲，忆秦娥是幸运的。
她遇到的三个男人都曾那么真心地

爱过她；另一方面讲，忆秦娥又是不
幸的。跟她有过交错的三个男人，一
个成了酒鬼，一个成了瘫子，一个则
公然自杀。这个整天在台上给观众
演绎世间爱恨的女人其实不解风情，
也其实，并不真正懂得爱，而舅舅胡
三元的“作风问题”，厨师廖耀辉一闪
念的恶，更让她对“性”有种不可言说
的厌恶与排斥，甚至，造成了她性爱
理念上的某种病态和残缺。

整部小说近八十万字，通过一个
秦岭山区放羊小女孩的成长历程，为
我们活化了改革开放 40年来的这段
历史。通过忆秦娥的亲情、爱情、友
情、观众情，让我们看到形形色色或
善或恶，或正义或龌龊的人；经历或悲
或喜，或感动或惊悚的事。整部小说
真实精彩而又鲜活生动，而读者于这
鲜活生动真实精彩中，也就结识了一
个个或年轻或衰老，或美丽或丑陋，或
出色或平庸，或善良或险恶的角色，这
些角色从此也就走出《主角》，成为一
个又一个能说会笑、能演会唱的世间
人物。 □舒敏

安徒生和他的《柳树下的梦》

漫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