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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任重道远
打包要用塑料盒、吃泡面要配塑料叉，这是

很多人习以为常的消费习惯。因为使用方便、
成本低廉，其危害性很容易被人们视而不见。
但塑料的降解需要上百年时间，会给环境带来
巨大压力。近期，北京、香港等地的一些快餐厅
开始尝试不主动向顾客提供吸管、杯盖，并鼓励
自带餐具，引导顾客从小事做起，减少一次性塑
料制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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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德某医院外科医生陈
演志近日发的一条朋友圈信息，
引来不少同行和朋友点赞。陈演
志负责一名患者的手术，患者家
属坚持向他塞了一个红包，为顾
及病患家属的精神需求，陈演志
先暂收保管。1000 元攥在手中，
陈演志会怎么做？他来到医院计
财处，将这 1000 元存入该名病患
的住院账户上。

“红包之谢”的本意并非出自
贿赂，医生更无强索的成分，仅是病
患家属表达朴素情感的方式流露。
或许在患者家属看来，医生为了救
治自己家人而辛苦付出，大有“救人
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功德，区区
一个红包都无以表达谢意，形而上
的“谢谢”两字更无以承载“报答
之诉”。就仅情理和常理来说，患
者家属有此出于真心的行为方
式，都值得理解和尊重。

但是，救死扶伤本是医者职

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属于正常履
行职责的表现，功成之后收到一
个“谢谢”足矣。而从廉政要求和
职业操守来说，收受红包都是一
种违法违纪行为，也是行业作风
整治的重点所在。一度以来，医
务工作者收受红包礼金业已成为
行业顽疾，也是造成医患关系恶
化的重要诱因。

强拒可以表达鲜明的态度，
却未必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因为
这会伤害到患者及其家人真挚的
情感。暂时收下“红包”，也就表
明自己领受了对方的谢意；不直
接回绝，而是充分顾及了对方的
感受。之后通过转账的方式，将

“红包”转给对方作为医疗费用，
既可以让钱从哪儿来回到哪儿
去，又可以减少上缴所带来的损
失，钱转了一圈后回到了起点，但
其间所包含的内涵、情感和尊重，
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这种

在情与法之间的平衡处理方式，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
达到了最好的效果。也正因如
此，外科医生陈演志这个“机智”
的决定，才会引来网友们的纷纷
点赞，并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在“红包”成为横亘在医患关
系之间的一道巨大鸿沟之时，填
平则需医患双方的共同努
力。其间既需要双方基于
红包危害性的认知下，具
有远离式的行动自觉；又
需要医务工作者在处理方
式上，更加灵活而人性，在
虑及患者和家人情感的基
础上，做到利益保护的最
大化，继而达到情感有表
达、利益有保护和思想受
教育的三重效果。如此，医
患关系才会在互相理解、尊
重与信赖中，得到持续不断
的改善和优化。 □唐伟

医生收“红包”转存 情法之间贵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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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省安康市
岚皋县公安局依法查处一
起网上寻衅滋事案：该县
城关镇新春村村民康某因
在网上发布虚假信息，辱
骂诋毁当地扶贫干部，在
对其调查过程中，仍不认
错、不悔改，构成寻衅滋
事，被处行政拘留十五日。

提到基层扶贫干部，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苦
和累。跑项目、抓产业、处
理矛盾、填报资料，千头万
绪，“白+黑”“5+2”已是工
作的常态。面对繁重的工
作任务和高强度的工作压
力，很多干部没有抱怨和
退缩，而是咬牙坚持。贫
困户生病了，帮扶干部主
动带其上医院检查；贫困
户领不到工钱，帮扶干部
自费前往数百里之外帮其
讨回……不少贫困户感
慨，“帮扶干部不比自己的
亲儿女差”。

干部倾心注力帮扶，
为何仍有个别群众要恶意
中伤扶贫干部呢？从岚皋
当地的一篇报道《“小帖
子”滋扰“大环境”》中
可以看出，此次被拘留的
康某，平时好吃懒做，常
常提一些不合理的诉求或
是政策之外的要求，干部无法
解 决 就 会 遭 到 刁 难 辱 骂 。 其
实，在脱贫帮扶工作中，像康
某一样“等、靠、要”思想严
重的贫困群众不同程度存在。
有的群众把干部帮扶狭隘地理
解为送钱送物，抱着“靠人来
救济，等着送小康”的心态，

游手好闲，不思劳作，一
旦没有得到“好处”，就生
事找茬，拿干部出气；有
的群众思想守旧，习惯按
照“老皇历”想问题、办事
情，学习技术畏难、外出务
工嫌累、发展产业怕赔，于
是，固步自封，整天守着门
前 的 一 亩 三 分 地“ 端 穷
碗”……

若任由这种懒惰、依
赖思想蔓延，放任这种无
理取闹、肆意谩骂干部者
不管，不仅会影响辛勤帮
扶干部的热情和动力，不
利于扶贫帮扶工作地更好
开展，还会形成“破窗效
应”，助长更多懒散耍泼
者的嚣张气焰，使其滋生
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动
不动就想通过辱骂、污
蔑、要挟行为来达到自己
的目的，进而走上“越穷
越要、越要越懒、越懒越
穷”的死循环之路。

拘留“寻衅滋事者”，从
表面上看，只是一
种强有力的惩戒
措施，而其真正目
的一方面是为了
教育引导当事人
认清事实真相，规
范自己的言行，改

正游手好闲的习惯，通
过自己的勤劳苦干脱贫
致富；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警示更多人：在事实
和法律面前，任何目无
法纪、随意造谣生事之
徒，都要为自己的言行
付出代价。 □刘松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
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
惕”。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
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民族复兴
伟业，以深沉的忧患意识，高远的战略视
野，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
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
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对
各类风险挑战的准确把握，为全党同志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上了深刻一课。

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就要强化风险意识。必须清醒看到，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发展既面临重
大历史机遇，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有
外部风险，也有内部风险，有一般风险，
也有重大风险。可以说，前进道路并不
平坦，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
战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
导干部要紧密联系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和
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新挑战，充分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切实
做好应对任何风险挑战的思想准备和各

项工作，坚定信心，负起责任，把自己职
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努力将矛盾消
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

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就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防范化解风险
能力，实质上就是认识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党中
央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各项要求，确保
我国政治安全。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
论强势，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创新思
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面对经济运行
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既要保持战略定

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
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
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
重大风险。面对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任
务，我们要切实落实保安全、护稳定各
项措施，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问题，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面对全球动荡源和风
险点增多，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
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
动，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外部
环境。 □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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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风险意识，提高化解能力 一夜之间，电影《小猪佩
奇过大年》的宣传片《啥是佩
奇》成了刷屏爆款。

看似意料之外，其实也
在情理之中。家庭是人们
最深的寄托，亲情是人们最
真的牵绊。每逢年关，诉诸
父母子女浓烈情感的文艺
作 品——无论影像还是文
字，都很容易触动人心，引发
轰动效应。

啥是佩奇？这只其貌不
扬的粉红小猪，本身就是家
庭亲情的象征。一双父母、

一对姐弟，简简单单、快快乐乐地生活
在一起，这个“舶来品”故事，暗合了中
国老百姓“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淳朴理
想，也符合孩子们对童年、父母、家庭
日常的真实体验。这是最基本的人伦
感情，也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当然，同是亲情，在不同的文化
语境里有着千差万别的表现形式。
讲好一个亲情故事，就要在共通的内
核之上，用好本土化的独特表现形态
和情感表达。

在《啥是佩奇》里，亲人之间也没
有拥抱，没有直白的言语表达。但他
们行动里所蕴含的情感，却比大山深
重，比大海宽广，比醇酒浓烈。留守
爷爷手工打造的金属佩奇，承载着多
少深切的情感？对此笔者可谓感同
身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古
往今来，多少诗篇都为亲情书写。它
是我们民族文化最深层的基因，是我
们心底最柔软、最珍贵的部分。以此
为根脉，生发出美好的家庭伦常、道
德观念和情感取向，最终构筑起我们须臾不离的日
常生活和情感生活。

这种情感没有远去。在一位留守山村的老年
农民，以及一位以动漫为伴的城市孩童之间，通过
佩奇为纽带，他们在情感世界里得以联结。这份
朴素而浓烈的情感，也在祖孙三辈人之间得以传
承。推而广之，这部短片令无数人热泪盈眶，激活
了人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得以体验价值、文
化和情感共同体的洗礼，这正是艺术作品的力量
和价值所在。

当然，一则短短几分钟的商业广告，远远无法承
载我们真实的日常和情感重量。《啥是佩奇》的爆红，
也是对文艺工作者的一声追问：有没有意愿把创作
的目光投向现实生活，有没有能力挖掘和诠释真实
的故事，表现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情感张力？须
知，乡与城、父与子、传统与现代，这些几乎是国人生活
中面临的“元命题”，却只在年复一年的返乡期才成为
短暂的话题焦点。这些“元命题”所蕴藏的内涵，远比

《啥是佩奇》以及每年一度的“返乡爆文”所表现得复
杂、厚重、充满张力。留守爷爷一片挚爱背后，有着更
多辛酸苦涩。代际之间的情感指向，也不是那么平面
和单向。甚至过年本身，对于不少人来说也并非快乐
团圆那么简单。一顿团年饭，浓缩着更多的欢欣和悲
苦，包含着人生和生活的百味杂陈。 □封寿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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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代民歌中的女英雄木兰（应是
姓木名兰，但后世被认为是姓花名木兰）
代父从军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其源
出于《乐府诗集》卷二十五——但这里有
两首《木兰诗》，前一首为“古辞”，就是人
们熟知的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开
始的那首北朝民歌；后一首是唐代浙江西
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公元？-771）
续作的，读者一向比较少，其实也很值得
玩味，兹全引如下——

木兰抱杼叹，借问复为谁？欲闻所戚
戚，感激强其颜。

老父隶兵籍，气力日衰耗。岂足万里
行，有子复尚少。

胡沙没马足，朔风裂人肤。老父旧羸
疾，何以强自扶。

木兰代父去，秣马备戎行。易却纨绮
裳，洗却铅粉妆。

驰马赴军幕，慷慨携干将。朝屯雪山
下，暮宿青海傍。

夜袭燕支虏，更携于阗羌。将军得胜

归，士卒还故乡。
父母见木兰。喜极成悲伤。木兰能

承父母颜，却卸巾鞲理丝簧。
昔为烈士雄，今复娇子容。亲戚持酒

贺，父母始知生女与男同。
门前旧军都，十年共崎岖。本结兄弟

交，死战誓不渝。
今也见木兰，言声虽是颜貌殊。惊愕

不敢前，叹重徒嘻吁。
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

渝，千古之名焉可灭！
韦诗的主要情节同《木兰诗》古辞大

抵相同，而最后归结为忠孝双全，同原作
结尾（“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
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所表达的女性
自豪感有较大差距。古代文人写起诗来，
总是忘不了强调忠孝两全一类的主流意
识形态，而民间文学作品虽然价值取向大
抵与主流一致，但一般不以此来“曲终奏
雅”，而更多生活的情趣。以干枯的直说
取代原先生动的隐喻，也显得落入第二
义。韦元甫只是一位业余水平的诗人。

从《木兰诗》古辞以及韦元甫的续作
看去，它们都可以纳入边塞诗这种类型里
去。古辞中木兰的故乡应在黄河以南，她
从军出征的路线，是一路向北挺进。诗中
有云——

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
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敌人就在“燕山”一带，诗中称为“胡
骑”，表明那是游牧民族的骑兵。

这些关键词告诉读者，只有了解当时
立足于中原的后魏和稍后的东、西魏（以
及北齐、北周）同长城以北游牧民族之间
的矛盾和斗争，才能明白这首民歌的历史
背景，认识它的伟大价值。

《木兰诗》古辞里提到黑山和燕山，这
里的燕山实际应指燕然山，而非今河北省
境内的燕山，只是为了诗歌的语言之美
（与“黄河”搭配）才省称为“燕山”。历史
上后魏与柔然的冲突发生过很多次，小规
模的战争指不胜屈；而在黑山以北一带举
行决定性的大会战是在神蒨二年（429），
《魏书》卷一百三《蠕蠕传》载——神蒨元
年八月，（柔然领导人）大檀遣子将骑万余
人入塞，杀略边人而走，附国高车追击破
之。自广宁还，追之不及。

《北史》卷九十八《蠕蠕传》所载略
同。名为黑山的山非止一处，这里的黑山
当在今日包头之西北，而燕然山则为今蒙
古境内的杭爱山脉。汉代大将窦宪北击
匈奴，曾经打到过这一带，班固奉命撰写
的《封燕然山铭》（《文选》卷五十六，或谓
应称为《燕然山铭》，详见辛德勇《发现燕

然山铭》一书，中华书局 2018年版），是历
史上有数的名篇。

黄河——黑山——燕（然）山，木兰行
军作战的路线如此，这里使用了两座山名
作为北魏与柔然战斗的地名关键词，当时
的受众听起来一定是很熟悉很亲切的。

北朝的诗人和民间歌手反映战争，从
来不谈如何与南朝打仗，而只涉及同北方
胡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与此相应的南
朝诗人写边塞诗，也不谈在江淮一带发生
的南北朝之间的战争，而越过整个中原，
去描写想象中的边塞之战，打垮入侵的游
牧民族敌人。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南北朝虽然对
立，但还是炎黄子孙一家人，早晚是要统
一的，所以有些官员在南北之间有所逃亡
流动，往往继续当官，思想上没有多少障
碍，顶多有些乡关之思（典型人物如庾
信）；而同柔然等外族的斗争性质就大大
不同了，这里的民族感情表现为一种爱国
主义，《木兰诗》的意义亦在于此。

韦元甫续作的《木兰诗》就此诗之古辞
加以敷衍发挥，其中使用“雪山”“青海”一
类唐代边塞诗常用的关键词，又强调忠
君爱国的主旋律，
同古辞的精神是一
脉相通的。□顾农

两首《木兰诗》的异同
据报道，1月 23日台湾知名作家林清玄逝世，

享年65岁。
林清玄，中国台湾高雄人，当代著名作家、散

文家、诗人、学者。其文章《和时间赛跑》《桃花心
木》选入人教版、北师大版小学语文课本。曾任台
湾《中国时报》海外版记者、《工商时报》经济记者、
《时报杂志》主编等职。他是台湾地区作家中最高
产的一位，也是获得各类文学奖最多的一位。

据林清玄回忆，自己有 18个兄弟姐妹，他在
家排行第12，到他出生的时候，“清”字辈中已经没
有什么好字眼了，偏偏他生下来不哭，父亲便为其
取名“林清怪”，后来又改为“林清奇”。最终在报
户口的时候，他父亲遇到有人在读一本武侠小说，
书中有一高人号清玄道长，因此敲定了他的名字：
林清玄。

林清玄从小志在写作，从17岁开始发表作品，
到 30岁时，他几乎获得了当时台湾所有的文学大
奖，写作文体包含各个门类。32岁时，林清玄开始
接触佛法，入山修行，深入经藏；35岁出山，四处参
学，写成“身心安顿系列”，成为90年代最畅销的作
品；40岁时他完成“菩提系列”，畅销数百万册，是
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书之一，同时创作“现代佛典系列”，带动
佛教文学，掀起学佛热潮，获颁杰出孝子奖。

几十年来，林清玄每天都在写作。他连续十年被评为
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在大陆出版了《在云上》《清音五弦》
《心的菩提》《情的菩提》《马尾》《林寺》等，饱含着他对佛教、
人生的感悟。 □王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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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媒体人周媛散文集《风
起长安》近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总社出版面世。

周媛，陕西省作协会员、西安
市碑林区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
院陕西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
从事写作近30年，小说、散文、诗
歌、评论、报告文学等散见于国内
多家报刊网站，出版有独著、合著
书作两部，曾获陕西省首届柳青
创业文学奖。

在《风起长安》中，作者以记
者和作家的双重视角观察世界，解读生活，叙述世事人情，
关照历史现实。书中共收录散文作品 50篇，计 20万字，分

“那人”“那事”“那景”三辑，包括历史、地理、山水、人文、艺
术、亲情等内容。作为老西安，作者写的多是长安、秦地的
人事景物，又从长安出发，将视角延伸，写甘肃、青海、四川、
新疆等西部更广阔的天地。书中所收文章全部在国内报刊
发表，其中一部分为获奖作品。这些文章是从作者创作的大
量文学作品中精选而出，没有虚构之作，全部为真实经历、真
实事件、真实感悟，因此具有真实的力量。 □薛卫斌

在铜川本地作家中，阎保成先生算得
上是一位勤奋的作家。他的作品多以散文
见长，近几年，在《中国青年报》《中国煤炭
报》等报刊及各大官方网站发表作品近百
万字。不久前，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阎保
成散文集《小街》，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

铜川是一个因煤而建市的城市，数以
万计的煤矿工人为这座城市的发展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63年农历九月初
九，阎保成出生在铜川市李家塔煤矿一个
矿工家庭。父母亲来自河南农村，父亲是
铜川第一代煤矿工人。

卷一《黑发记忆》中，作者讲述了自己
的成长经历，生在矿山，长在矿山，矿山上
的一草一木历历在目，童年趣事，芳华记
忆，带读者走进了《我的青春》。在《走出

深井》《父亲》《拐杖》等篇章中，作者用白
描式的手法，叙事写人，以物写人，一个平
凡而又伟大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父亲
任劳任怨，艰苦岁月里担当起了家庭的重
担，虽然有时候也会打不听话的孩子，但
他在作者与读者心目中像山一样伟岸。

卷二《感悟生活》，16篇文字多是状物

写人，角度新颖，语言质朴。《山里的陕西
人》描写了核桃成熟时节作者与朋友去宜
君，想买核桃，实诚的山里人因核桃皮湿
不愿卖给他，作者想起市场上的核桃多是
水泡过的，不由对山里人肃然起敬。

卷三《人海诳语》，作者的视野更宽
广，由卷一卷二的家长里短拓展到游记、

人生杂感，小故事里蕴藏着人生哲理。《渐
渐消失的情感》中，作者怀念在矿山邻里
互助亲如一家的场景，楼房中门对门形同
陌路总令人困惑。《难忘的一面》写作者
1986年夏天得知著名作家路遥在铜川鸭
口煤矿体验生活，于是只身前往“冒充”路
遥的学生见到了梦想中的作家路遥，为人

随和的路遥先生给作者讲了很多文学方
面的东西，使其受益匪浅。《谈自己》中，作
者敢于自我剖析，虽然身在底层，但乐观
向上，孝敬老人，爱妻子和女儿，淡泊名
利，不为世俗所左右。

之所以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叫《小
街》，是因为阎保成先生成长工作过的矿

山有一个地方叫“小街”，曾是矿区仅有的
一段马路，长不足百米，是矿区最繁华的
地方。小街上有一家公司合营的食堂、一
家私人诊所、一家私人照相馆，再就是菜
市场，百分之八十的职工上下班都要通过
小街。小街比起今天的的街市当然不起
眼，但留下了作者兄妹最美的青春年华，
留下了老一辈矿工们为之奋斗过脚印，留
下了父母亲勤劳的身影……

阎保成先生的《小街》，朴实的语言中
诉说着家长里短，亲情冷暖，小故事里饱
含着大情感。作者对矿山感情深厚，煤矿
工人不畏艰辛勇于拼搏的精神一直伴随
着他，在他的《小街》里读到了铜川这座城
市一直延续的这种精神指向。煤矿资源
枯竭后，作者转岗到新的岗位，现实中也
有过冷漠，不由回忆在矿山的点点滴滴，
老一辈煤矿工人的拼搏精神正是我们现
代人所缺失的。 □雷焕

周媛散文集《风起长安》出版
■书海撷英■

■文坛快讯■

读阎保成散文集《小街》

 

  

 

 



《《花木兰代父从军花木兰代父从军》，》，晚清画家钱慧安绘晚清画家钱慧安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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