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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本书是学习贯彻《新时期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文件与经验荟萃。
扎实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是中国工会十七大报告浓墨
重彩强调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
书收录了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就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出台的一
系列政策文件和落实举措，部分省
（区、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
施方案（意见），各地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的实践探索和典型经验，
以及有关媒体报道等，是迄今为止
有关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政策文
件和实践经验最全面、最权威、最实
用的图书，可为各地加快推进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提供最有力、最
便捷的参考和借鉴。

咨询电话：
13911728598

■新书推荐■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进行时

《平凹谈书论画》跋

整个下午，一个人坐在办公
室里，一边品茶，一边读《平凹
谈书论画》。读着读着，竟忘了品
茶，却品出了一种禅定、一种安
静、一种钦敬。感觉就俩字：“真
好！”是怎样的好呢？只有读的这
个过程，才有了“真好”的感
觉：分明被平凹神来之笔所吸
引，却好像被一只妙手按住了头
颅，沉浸清澈见底的一池春水
里，心竟明净如水了，胸间豁然
通脱、通透、通灵了，魂魄在方
块汉字上依附，又在字里行间游
走，不知不觉迈入方外世界了。
文心莲花开，诚然哉！

我做过 21卷 《贾平凹文集》
的责任编辑，熟悉贾平凹的字，
也能揣度贾平凹的心，故而阅读
他谈书论画的文，有重温感，更
有新鲜感，这便是平凹文美之所
在了。为文一道，平凹是平常心
驱使方块字，不在虚情假意上横
生枝蔓、恣肆才华，只在推心置
腹中直抒真情实感，直白真知灼
见。当下的文坛，吃文字、玩文
学的人有多少呢？一些人以为自
己在读书，就高人一等；自己在
写作，就是文曲星下凡；自己在
书画，就可以目空一切了。相比
之下，贾平凹却返璞归真，更像
平常人了。我深深地敬爱他，原
因在这里。

平凹之所以是平凹，就是看
似“平洼”，却不“平洼”，平平

的好像是一洼水，实际
上是一眼井，井深通
海，风平浪静的海面深
藏着万里波涛。我确
信，他的心海里，一定
有定海神针。他看人、
看景、看书画、看大千
世界，不是在低处仰观
云高云低，而是在高处
俯瞰云卷云舒：吞吐峰
峦，掩映丘壑，皆尽收
眼底。因此之故，说他
独具只眼再恰当不过
了。就以这本《平凹谈
书论画》为例，平凹的
见解总是异于常人。他
总是在寻常的人、寻常
的字画里，能看出不寻
常的门道，能说出不寻

常的话来。他视觉的诡谲怪异，
就像笔走偏锋，总让人拍案惊
奇，啧啧不已。他见山能观其魂
灵气度，见水能度其德范风骨，
见人能洞明其才情的高低深浅。
在他人眼里，山还是那山，水还
是那水，似乎不足道哉，但在他
眼里、文里，山水形体，地理物
理，无不潜伏着灵气。一句话，
和他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他的

“不一样”并非刻意要标榜或标新
立异，而是他无形的高远以有形
的伏低姿态示人，他能洞若观
火，他人却管中窥豹。一切表象
如同华丽的衣服，在沐浴里对镜
自照，那才是真正的自己。贾平
凹不是窥视者，却是透视者，透
过现象看本质，他有这个本事。

他写王炎林，别出心裁。王
炎林是画家，崇拜毕加索。贾平
凹说，王炎林家的猫也知道毕加
索，一次冒雨从垃圾堆叼回一本
书，封面上是毕加索的《亚威农
的少女》。这等于是在夸王炎林的
画不但有毕加索的范儿，而且已
摄取毕加索的画魂了。

他写《十幅儿童画》，足见他
的童心如画。他说：“绘画在没有
成为一种专门技艺的时候，是一
种记忆的复制，人有后天的记
忆，更有先天的记忆，生命并不
分大小，大小的只是年龄。每个
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小时候都会
有一闭上眼睛就到处是奇怪图像

的经历，长大了再没有闭眼就能
看到的图像而越来越多了夜夜有
梦。”他又说：“敬畏小儿是为了
追寻生命的原本思维。我们不能
再做小儿，但我们还有在老时的
另一种纯真的回归，许多大艺术
家的衰年变法秘密可能也正在这
里。”看似月下僧话，却似洞窟清
流，又分明是在解读艺术的不二
法门。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如婴
儿乎？”平凹撰写此文，就“专气致
柔”。读这样的文，水清见底，水流
石白，画面感充满诗意，有“烟笼寒
水月笼沙”的朦胧之美。读后掩
卷，有的人或能恍然大悟，却原来
艺术的真相并不神秘，是我们人自
己在成长中被蒙蔽了天眼而对真
相视而不见了。

平凹笔下的不少书画家，同
时也是我的朋友，如马河声、邢
庆仁、王志平等。单读平凹文，
就能领略他拳拳之用心兼惺惺惜
惺惺之美意。他是有心人，也是
有情人，更是摆渡人。赏心悦
目，不掩如莲的喜悦；叹为观
止 ， 不 吝 赞 美 之 词 ； 慧眼识
人，不失“予人玫瑰，手留余
香”之古风。他只在可爱处绘声
绘色描画，不在可敬处人云亦云
吹捧，他的文因而走心，使人在

会心一笑中不但敬他，也敬他文
中的人了。

有人对平凹书画颇有微词，
对他谈书论画也颇不以为然。想
一想，正常。平凹是文学家，平
常心也是文学心。他出版了上千
万字的文集，那些字都是他用笔
写出来的。他精益求精，被遗
弃、被删除的字更不知有多少。
他的心就在那些字里，他的文也
是被那些字承载着的，对字的形
体结构可谓了如指掌，对造字者
的初心寓意可谓心领神会，他更
有资格、资本从事书画并谈书论
画。文学评论家不写小说，就不
能批评小说吗？妇产科的男医生
不亲自怀孕，就不能接生吗？道
理就像旗杆上的灯笼，可惜很多
人都戴墨镜了。

一位书法家对贾平凹书法不
服气，拿了自己的书法去和平凹
比高低。平凹说：“你的字好，但
人都说是王羲之的；我的字不
好，但人一眼能看出那是我的。”
无论创作，还是书画，包括做
人，贾平凹都显示了自我。老天
有眼，用艺术的法门恰恰锁定了
贾平凹，我为他庆幸，更为能读
到这本《平凹谈书论画》的同道
庆幸。 □孔明

1月29日下午，陕西省
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王晓
渭到安康市图书馆，看望慰
问残疾人作家王庭德，并转
达了省作协领导的关心。

王晓渭详细了解了王
庭德生活、学习、工作情
况，对他一年来在工作、创
作上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
祝贺。王庭德表示：“决不
辜负省市作协的亲切关
怀，把学习、工作、创作做得
更好。” □孟涛 杨飞 摄

□文 时锋 图 王铎

增强获得感
前不久，关于“中等收

入组”不等于“中等收入群
体”的话题，引发人们广泛
关注。现实中，确实有一
部分人属于中等收入人
群，但他们的自我评价和
获得感却低于自己的实际
情况。这是因为，当前年
轻一代中等收入人群除了
要面对职场压力，还会有
来自购房、子女教育和赡
养父母等方面的压力。特
别是前几年一些城市房价
高企，许多年轻人在贷款
买房后，收入中的相当一
部分用于还房贷，其他支
出大为压缩。有了孩子
后，相关压力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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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我有二十多个老乡就因为要
在环卫、车间等岗位坚守，不能回家过年。他
们节日留守在城市，成为城市的“留守一
族”。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更多人才能欢度
春节，对节日坚守岗位的劳动者，社会理应给
予更多关怀。

关爱城市“留守族”不能停留在短暂的
“节日关爱”，而应从城市融入的制度层面出
台长效举措，给予“制度关爱”。由此，不仅需
要政府落实责任，也需要全社会积极参与。
职能部门要保障劳动者权益，保证“留守”群
体加班费及平时休息权到位，使他们的劳动
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积极发动爱心企业和社

会公益力量，联络组织“留守”群体，在节日期
间开展有针对性的文娱联谊活动，缓解其情
感孤独，满足其社交需求。还可以通过评选

“最美外来务工人员”等具体举措，强化他们
的归属感、融入感。

关爱城市节日“留守族”，体现城市温度，
也关乎城市文明形象。从制度设计，到细节
关爱，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有很多。公共旅游
景点节日期间能否适度给“留守族”优惠？剧
场、影院等公共场馆节日期间能否提供给“留
守”群体联谊？我们欢度春节，小区保洁员、宾
馆饭店服务员、外卖小哥、快递员在城市大街
小巷穿行，我们的关爱当付诸行动。 □孙小二

关爱城市“留守族”我们能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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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网传湖北一大巴车
因有乘客带了白菜萝卜大葱
被荆岳大桥值班交警查处，并
被 罚 款 200 元 。 1 月 27 日 凌
晨，湖北高速交警官方微博就
此事发布警情通报，决定：依
法撤销处罚决定、暂停相关民
警执法工作并开展调查、责成
监利大队大队长向当事人赔
礼道歉。

春运期间，各地交警部门
加大执法力度，维护公共交通
秩序和安全，本来无可厚非。
然而，湖北这辆大巴车因乘客
带白菜萝卜大葱，竟被交警处以
200元罚款，如同儿戏，确实让
人匪夷所思。笔者认为，执法
者不能混淆法律概念或滥用法
律条款，任性对无辜者处罚。
湖北这起“大巴车因乘客带白
菜被罚款”事件，也折射一部
分执法人员执法的随意性，应
当引起执法部门深刻反思。

在人们印象中，只要不携
带易燃易爆、管制刀具等违禁
物品，乘坐客运大巴车、公交车
携带行李或白菜萝卜等蔬菜等
少量物品，并不是什么违法行
为，乘客和车辆也不会因此受
到任何的处罚和罚款。事实上
也是这样，比如市民乘坐公交
车买菜，从来没有听说公交车
被交警处以罚款的。正因为如
此，“大巴车因乘客带白菜被罚
款”事件，引起公众和网友的广
泛质疑和批评，也就在情理之
中。试想，如果乘坐大巴、公交车，这
也不能带那也不能带，岂不是让人两
手空空乘车，那么还能方便民众乘车
外出办事或买菜、购物吗？

这起“大巴车因乘客带白菜被罚
款”事件，交警认定为“客运机动车违
反规定载货”，处以罚款 200 元，表面

上看交警是在依法对大巴车进
行处罚，但实质却是交警混淆
法律概念的一种滥用职权行
为。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四十九条规定，机动车载人
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
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而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
则规定，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
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
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架载
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0.5
米，从地面起高度不得超过 4
米。由此可见，交通法规并没
有规定客运机动车“不得载
货”，而是“不得违反规定载
货”。乘客随身携带的行李或
白菜萝卜，从广义上说也是一
种货物，但与“违规载货”有着
本质的区别，显然不属于违反
交通法规的行为，交警执法牵
强附会，生搬硬套交通法规，任
性对无辜的大巴车处以200元
罚款，让人感到很荒唐。其执
法行为的动机也令人生疑：是
不是想在春运期间“巧立名目”

“以罚代管”来大肆敛财？
笔者认为，这起恶性执法

违法事件，造成了不良的社会
影响，给交警等交通执
法部门“抹黑”，严重损
害了执法部门的形象
和公信力。此事件不
能仅仅撤销处罚决定、
向当事人赔礼道歉而
不了了之，必须对责任

人问责，并给予相应党纪政纪
处罚，以儆效尤。同时，在今
后的交通执法中，执法者要严
格遵守交通法规，不能滥用职
权乱处罚，或因违法事实认定
不清、法律依据不足，造成处
罚失当。 □丁家发

近日，在贵州毕节一个高速收费站
内，一位女收费员被司机骂后委屈哭泣，
但下一秒仍然微笑服务的视频在网上热
传。据报道，当时收费员帮忙推走故障车
辆，耽搁了几分钟，后面排队司机不了解
具体情况指责她动作缓慢，她因为觉得委
屈所以掉了眼泪。

一位到收费站工作还不足两个月的
“新手”，面对不明真相司机的误解和叱

骂，把委屈的一面留给自己，把微笑的一
面留给过站司机，堪称文明服务、爱岗敬
业的典范，其职业素养值得点赞。

我们关注“最敬业变脸”，既要向年轻
女收费员表达敬意，也要关注基层服务岗
位上劳动者的辛劳和不易。眼下，年关在
即，很多人都踏上了回家的路，进入休息放
松的状态。但对于收费站员工、公交司机、
环卫工人、安检人员、交警等劳动者而言，

越是到这个时候，工作压力越大。
过年意味着车流、人流、消费流、服务

需求激增。众多节日劳动者为了节日期
间社会服务的正常运转，为了大家的便
利、安全和快乐，要加班加点，坚守岗位，
付出比平时更多的努力，承受比平时更大
的压力，甚至会遭受误解和委屈。

“最敬业变脸”提示我们，每一位节日
期间的劳动者都是可爱的，都值得尊重，

也需要关怀。无论是什么身份，不管处
在哪种服务环境中，都应该多一些理
解、体谅和宽容。即便遇到一些服务问
题，也应持有耐心，通过合法合理渠道
反映诉求、解决问题。同时，还应遵守
文明和秩序底线，坚守法律和服务规
则，积极配合劳动者的安排、调度、管
理，这才是对劳动者最好的感谢、最大
的尊重。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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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敬业变脸”值得点赞
《后汉书》中记载

了一则东汉南阳太守
羊续拒礼的故事：一
天，南阳郡丞特意送
给羊续一条鱼，他非
但不接受，还将鱼悬
挂于门外。等到郡丞
再次给其送礼时，他
便指着悬挂的干鱼教
育警示他。羊续在第
一 次 面 对 礼 品 诱 惑
时，丝毫不为所动，坚
定地予以拒绝，起到
了“打得一拳开，免得

百拳来”的作用，使后来人闻而
生畏，再也不敢给其送礼了。

杜渐防萌，慎之在始。思
想的“第一道防线”一旦被突
破，就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一
般，再想关上就很难。现实中，
不少党员干部就是以“礼尚往
来”为幌子，从“拿第一次卡，收
第一次钱”开始，逐渐放松警
惕，一步步滑入歧途。

“第一次”是关隘，更是考
验。很多党员干部之所以在第一次拒礼上失
守，思想根源就在贪念使然。《二程遗书》中说：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祸流于滔天。”第一次萌
生贪念时，若没有强大的自制力将其遏止住，
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由最初的谨小慎微，逐
渐变为心安理得，直至欲壑难填。而一些别有
用心的送礼者正是抓住党员干部好贪婪的软
肋，想方设法利用重要节点“投其所好，温情送
暖”，第一次送礼得逞后，便胆量大增，接着就
有第二次、第三次。久而久之，就使一些党员
干部在“你给好处，我办事”的“互利共赢”中沉
迷，忘记了初心，丢掉了法纪意识，终致染洁为
污，毁了前程。

当然，现实中也确有一些党员干部迫于无
奈第一次违规收下了礼品礼金。有了“第一
次”后是不是就无可救药了呢？其实，纠正错
误，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值得鼓励。陕西省正在
集中开展的违规收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中提
出，领导干部要深刻检视自身认识和行为偏
差，自行清退以前因各种原因违规收受的礼
金。这无疑为那些在收礼上走偏过的干部创
造了改过自新、守住拒礼“第一次”的绝佳
机会，广大党员干部当以此为契机，深刻反躬
自省。

“君子慎初而无后忧。”曾看过一则报道，
一位县委书记为拒礼，在自家的大门上写了一
副对联：不收“红包”，从我做起；不送“红包”，
从你做起。横批：共树新风。党员干部要想牢
牢守住拒礼的“第一次”，就应像羊续和这位县
委书记一样严于律己修身，摈弃私心贪念，对
小礼品、“红包”诱惑，始终保持“俸金外皆赃
也，不可以丝毫累我”的高度自律，不遗余力地
拒绝。如此，才能“礼”直气壮，严防“第一次”
的失足。 □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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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快讯■

2019年1月24日，2019第五届诗歌
春晚颁奖晚会在毗邻北京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鸟巢）的北京剧院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的著名诗人、诗评家、朗
诵家、辞赋家以及诗歌文艺爱好者 300
余人参加了颁奖典礼。陕西丝路行吟
诗人王芳闻诗集《丝路雁影》获得“十
佳诗集奖”。

中国诗歌春晚倡导“大诗歌”概念，
举凡诗、词、歌、赋以及联、书、画、舞蹈、
音乐、歌唱等姊妹艺术形式都将在中国

诗歌春晚舞台上精彩绽放。
作者尝试把唐宋诗词的古典美与西

方现代唯美抒情相结合，试图探索一种
新丝路宏阔背景下浪漫唯美清新自由的

“丝路行吟诗”抒写形式。整部诗集把
个体生命与西部大宇宙、旷漠结合起
来，作为辽阔的抒写场；把中国新诗放
到国际大背景下审视，与本土诗歌融合
起来；使作者的诗歌不再拘于小我情调
的“独善其身”，而拥有心怀“兼济天下”
的勇气与魄力，值得深读。 □陈鑫

王芳闻诗集《丝路雁影》获第五届中国诗歌春晚“十佳诗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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