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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网友发微博称，自己想
要凭吊粟裕将军，但遭索要全景区门
票 95 元，且景区工作人员态度强硬。
3 月 19 日凌晨，黄山区新闻办
发布情况通报称，谭家桥红军北上抗
日先遣队纪念馆系私人投资建设，为
保障运营，开发军博园旅游项目，依
规有偿开放。虽然不属于军博园，但
粟裕将军墓与纪念馆在同一区域，黄
山区将开辟专用通道，方便各界人士
瞻仰，
同时责令军博园停业整顿。
黄山军博园着实做得一手好生意：粟裕
墓是公共资源，可以免费凭吊；而纪念馆是私
人开发，参观要收费。但巧的是，要去免费的
粟裕墓就要经过收费的纪念馆，所以游客最
后还是免不了乖乖掏钱。如此机巧的设计，
不得不让人佩服园区的经营“智慧”。甚至说
它是敛财有术，
一点都不夸张。
黄山军博园运营方吃相难看的一个更直

观表现是，当游客对其收费行为进行质疑时，
工作人员竟称，
“这个地盘就是我的”
“我投资
了几千万下去，你贡献给我一分钱了？”这不
仅是服务态度恶劣，更是浑然把这处红色旅
游景区当成了纯粹的私人领地，而事实上，景
区有着相当厚重的公益底色。
从 2004 年国家开始布局红色旅游以来，
十几年来，全国各地兴建了一大批红色旅游
景区，人们到红色景区瞻仰先烈，追溯革命历
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从本质上来说，这是
一项精神属性极强的工程，不管红色旅游景
区是政府出资建设，还是私人资本打造，赚钱
从来不该是唯一驱动。
具体到粟裕墓与其所在的谭家桥抗日纪
念馆，都知道，粟裕是开国大将，戎马一生，为
中国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在他死后，
部
将按其遗嘱，
将他的骨灰洒落在他认为一生中
最重要的地方，其中一处就是安徽黄山谭家
桥。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想和牺牲在这里

的战友长眠相伴，
永远与这片热土相依。
可以说，谭家桥的粟裕墓，不管是对粟裕
本人，还是对中国革命历程，都有着非凡意
义。它记录着粟裕将军的人生痕迹，也是中
国革命的重要遗产。它绝不属于某个人，更
不属于某个企业，以开发周围景区的名义有
意无意将其圈起来赚钱，是对粟裕的不敬，也
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无视。
谭家山粟裕墓的遭际，可能是近年来红
色旅游走偏的一个侧影。揆诸当下，一些红
色旅游景区盲目经营，在追求外观“高大上”
的同时，文化内容却流于娱乐化或庸俗化。
去年在河北冉庄地道战遗址景区内，就出现
景区为游客提供伪军军服的现象，不仅大煞
风景，也玷污了革命精神；而一些地方景区，
本来是围绕文物为中心而建，结果文物本身
破败不堪，外围的旅游项目却发展得红红火
火，让人怀疑这到底是为了纪念先烈，还是为
了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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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屏有耳，大数据时代的心理恐慌

，
白加黑﹄不值得提倡

人信息开放给平台也就成了一种“不
容拒绝”的选择。既要享受高科技带
来的便捷又要全面保护个人隐私，是
不可能的了。因此，关键不在于该不
该给平台开放个人权限，而在于平台
如何合理、克制地使用用户的个人信
息，以及如何对平台大数据利用进行
严格有效监管。
我允许你访问我的位置信息，只
是因为要使用你的应用，但这并不意
味着，你可以拿我的位置信息乱来，
滥用我的个人信息牟利。这是许多平
台都没有做好或者根本不想做好的方
面。而对于大数据的政府监管，目前
也似乎只停留在如何利用和发展的阶
段。一些地方现在都设有大数据管理
局，这些机构更多在做的是
怎样整合大数据资源，发展
地方大数据产业。为此，还
须进一步从法制和技术两个
层面着手，切实有效地对合
理利用大数据进行监管。
智能手机是好东西，大数
据也是一个前景广阔的行业，
但是这一切不能 建 立 在 滥
用 、侵 犯 用 户 隐 私 的 基 础
上。只有在用户知情的前提
下，依据必要、合理、克制原
则使用个人信息，一家公司才
能走得长远。
□魏英杰

一代敬业的文学编辑
一
偶然在朋友圈看到 《山花》 老主编
何锐先生去世的消息，突然想起了当年
《山花》 最红火的年代，被称为文学期
刊中的“小五朵金花”，我也曾经给这
个杂志投过稿，文稿是直接寄给主编何
锐的，过了一阵子我收到了何锐先生的
退稿信，他的字写得清秀俊美，可惜这
封信找不到了。
我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在中
学当语文老师，很冒昧地把文稿直接
寄给最红火的期刊主编 （不知道他每
天会收到多少这样的来稿） ——这封
亲笔写下的回信，让我非常感动，发
表不发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本身
是一种鼓舞。
我从来没见过何锐先生，也再没有
联系过，但仿佛他身上带着一个时代的
精神，令我至今感觉崇敬——的确如
此，这是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纯正文学
情怀，通过这些文学期刊的主编，散发
出来，如同一缕穿透时间雾霭的亮光，
让人感觉到一种英姿勃发的气息。
为此，我要遥遥地向先生鞠一躬，
代表我对一个时代的庄重敬意！

二
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
愣头青同学，写了一篇文章，寄给 《人
民日报》 副刊的主编袁鹰先生。过了几
周，他竟然收到了袁鹰先生的回信——

信是用毛笔写在信笺上的，这同学兴高
采烈地把信拿出来给大家看。
我们都知道袁鹰先生，当然不是因
为他当着 《人民日报》 的副刊主编，而
是因为我们初中时代就在语文课本上读
过他的 《井岗翠竹》 ——在那个年代，
这算是比较优秀的文章了，虽然它可能
带着时代的印记。像这样大名鼎鼎的
人，竟然能给一个写作还在起步阶段的
大学生亲笔回信，这是怎样的一种敬业
和亲和！我因此对这些老作家、老编辑
带着亲切感和天然的敬重。

三
在我读高中的时代，我班上一位同
学写了一篇小说，他工工整整地抄写在
方格稿纸上，把文稿寄给我们地区的文
学杂志 《衮雪》，竟然收到了杂志主编
的亲笔回信——这也是我现在担任主编
的杂志的创始人和首任主编华彧先生。
这只是一本地区级的内刊，是在上
世纪 80 年代初的文学复兴大潮中创办
的，它却是和当年纯正的文学风气同步
成长的。大概在 1997 年左右，我在中
学当教师，我的一篇小说 《玻璃店》 在
《小说选刊》 转载，这本杂志的第二任
主编王蓬先生看到了，给我写来一封
信，也是用软毛笔写在宣纸信笺上的，
在信的抬头称我“小村先生”——我当
时 29 岁，和他相差一代人的年龄，这
封信令我异常感动。
2002 年王蓬先生经过多方协调，把

我调进了市文联，担任了这本杂志的编
辑部主任，后来他干脆提议我担任这本
杂志的执行主编，算是实际上的第三任
主编。我一直想着他们这一代文学人，
不论当作家还是当编辑，都有着一份坦
诚与执着、热爱与敬畏，这变成了一种
敬业精神，也许这就是过去那三十年文
学充满生机活力的主要内因吧。
我当杂志编辑的第一个月，就通过
电话跟全市许多作者联系，和他们谈他
们的来稿，和他们商量修改……直到现
在，我也经常通过微信，和那些可能在
大山里某个小学当教师的作者联系，谈
谈他们的文字，说说文学的事情。我觉
得哪怕继续一点点过去那一代人的精
神，也算尽了一个文学编辑的本分。

四
在我大学时代，痴迷于写诗。我经
常投稿的是 《飞天》 杂志，它有一个金
牌栏目“大学生诗苑”——据说后来三
十年在诗坛上混的人，几乎都曾经在这
个栏目上发表过作品。很有幸，我的投
稿遇到了诗人李老乡先生，他主编这
个栏目。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
终于如愿以偿，在这个栏目发表了一
组诗歌，占了它的头条。去年听到李
老乡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十分难过，
就仿佛那个时代的精神随着他们一去
不复返了。
至今我和很多编发过我作品的杂志
编辑都没见过面，有的保持着联系，有

■书人书事■

《故乡的云》出版
周养俊第五本诗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三位俄罗斯文学大师自传体小说纪念版

本报讯（世湘）近日，陕西职工作协
主席、著名作家周养俊的第五本诗集《故
乡的云》由西安出版社出版。
《故乡的云》收录诗人周养俊近年诗
作 120 首，分少年梦、故乡云、春天里、山高
水长四部分，内容多是诗人对少年时期、
学生时代的回忆，对故乡的缅怀，对乡情、
亲情、友情的吟唱，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
对祖国锦绣山河的歌颂，文字干净纯粹，
语言朴实自然，感情热烈奔放，富有满满
的正能量。
周养俊长期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写下
了许多优秀的散文，
并出版有长篇小说，
诗
近 日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三
歌是周养俊创作的一个品种，其诗作得到
位俄罗斯文学大师的自传体作
了许多文学大家的肯定和称赞。著名诗人
品——屠格涅夫的《阿霞》
《初恋》
柯蓝觉得：
“周养俊的诗歌开朗、明快，
充满
《春潮》，列夫·托尔斯
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
语言也朗
泰的《童年》
《少年》
《青
朗上口，写作中没有过分雕琢
■新书讯■
年》，高尔基的《童年》
的痕迹。显得成熟而自然。
”

社址：
西安市莲湖路 239 号

的甚至连通讯方式都不知道。他们大部
分都已经退休，一些已经离世。有一次
我写了三篇小说，修改定稿之后就随手
寄给 《解放军文艺》 的主编刘立云先
生，我当时是一位中学教师，知道这本
杂志多发表军内作者的作品，文稿寄出
去就没再管。过了几个月，我的一位朋
友告诉我，在杂志上看到我的小说。过
了二十年，杂志主编立云先生已经退休
了，他到汉中来，我才见到他：一起喝
茶的时候，我敬他一杯茶，实际上是对
一个逝去的时代和逐渐远去的精神表达
深深的敬意。
□丁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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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
《我的大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俄罗斯“黄
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经典文学作
品出版中具有独特地位，进入新世
纪以来共向中国读者推介了 15 部
当代重要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已
经成为俄罗斯现象级作家的维克
托·佩列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
编肖丽媛介绍，此次推出的这三套
自传体小说，不仅仅是因为适逢他
们的诞辰纪念，更是因为他们在作
品中既体现了本人的人格，又书写
了俄罗斯人的性格，既写出了人物
的内心，
又刻画了时代的样貌。
据悉，这套纪念版在国内首次
集中展现俄罗斯原版图书封面。

书中，屠格涅夫自传体小说系列采
用了苏联著名画家克塞妮娅·亚历
山德罗芙娜·克列门吉耶娃的作
品。这位苏联著名古典文学名著
插图画家，曾为普希金、托尔斯泰、
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创作插图，
其作品被俄罗斯多家国立和私人
博物馆收藏。列夫·托尔斯泰自传
体小说系列采用了苏联著名画家
尤里·索罗蒙诺维奇·格尔什科维
奇的作品，他的部分世界文学名著
插图被俄罗斯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艺术博物馆收藏。高尔基自传体
小说系列则采用了苏联著名画家
鲍利斯·亚历山大罗维奇·杰赫杰
廖夫的作品。
□任敏

广告经营许可证：
陕工商广字 01—018 号

“女医生高铁上救人，
结 果 却 被 索 要 医 师 证 ”。
这则网文记叙了 3 月 17 日
陈姓医生在由柳州去南宁
东的动车上救人的经历。
当天，陈医生听到紧急广
播后，赶往三车厢救治患
者，陈医生在检查患者身
体、让其服下药物之后，患
者腹痛缓解。
不料，陈医生在返回
车厢之时，被乘务员要求
出示医师证。陈医生表示
未随身携带医师证，乘务
员又将其身份证和车票拍照存
档，并要求陈医生手写情况说明，
留下联系方式。陈医生还发现，
在救治过程中，列车工作人员一
直在全程录像。
昨天，
“南宁客运段”
官微发布
消息向涉事医生致歉。随后广西
卫健委也在其微博上表示，
陈医生
表现出一位医务工作者应有的职
业素养，
值得表扬和肯定。根据相
关规定，
医师对病人实施紧急医疗
救护的，
不属超范围执业。
客观说，
“南宁客运段”
的解释
也能说得通 。 但 把 问 题 归 结 到
“ 沟 通 ”上 ，或 许 有 些 避 重 就 轻
了。录像、索医师证、拍照存档、
让陈医生手写说明、
签字画押——
这一连串的动作倒是像极了对待
“开车违章”的处置程序。以这样
的方式对待救人者，换成谁恐怕
都会觉得“寒心”
。
问题在于，
“ 广播找医生”是
交通工具上十分常见的做法，具
有约定俗成的正当性。列车一面
紧急广播寻找医生，一面又对医
生救人提出过高的、强人所难的
要求，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矛盾的
做法。
有一点需要明确，救人与执
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执业有
限定的地点，
但救人不应该有。
“执
业”必须在特定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同
时也存在获取报酬等与执业相关的行为。当
路遇患者时，医生上前施救纯属做好事，这种
行为不应该被当作执业行为来看待。
《民法总则》第 184 条规定，
“ 因自愿实施
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
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意味着，医生即使作为
普通民众出场，对他人实施紧急救助时也可
以免责，
更何况他们具有较高的急救技能。
救人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热情。热情
需要全社会的培育，不能“强好人所难”。只
有对施救行为给予更多鼓励和支持，人与人
之间才会存在温暖，向突发急病的患者伸出
援手，方能成为包括医生在内的广大民众的
自觉行动。
□罗志华

李星谈人生

上海 《IT 时报》 称，经过耗时 3
个多月的调查，发现不止一家外卖平
台存在 APP 麦克风“偷听”情况。通
过模拟使用场景，对安卓手机、
iPhone 和 iPad 上的两款外卖 APP 进行
多轮测试后发现，谈话提及某种食物
后，出现相关推荐的概率高达
60%-70%。
这种操作如果成立，那真是让人
细思极恐。
问题在于，为什么当网友看到“隔
屏有耳”的相关报道，会不假思索就选
择相信呢？这或许是因为，人们早就
被平台各种搜集隐私、侵犯隐私的做
法“套路”多少回了，简直不由得你不
信。下载一个 APP，一般都会跳出是
否允许定位、访问通讯录等提示。而
平台获得这些信息，就可以根据机主
位置推送附近热门服务和广告，以及
利用你的通讯录推广 APP，等等。这
还是明着来的，此外还有许多暗着来
的操作。近来经常被提到的“大数据
杀熟”，就是利用用户访问痕迹进行恶
意营销的方式。
所以，与其说人们轻信平台窃听
通话，不如说在当下许多人都有着隐
私被泄露的恐慌。因为泄露已成常
态，人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保护自
己的隐私权。特别是，智能手机日益
普及，已成为人们的日常必需品，将个

社会 透析

才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开来。作为
后发国家，中国在 1960 年明文规定，全
国各城市一切单位必须实行 8 小时工
作制。在此基础上，又经历了“大小礼
拜”制，直到 1995 年“五一”，现行的双
休日制度才最终定型，此后又逐渐出
现了小长假、
“黄金周”、带薪年休假等
等，让我国劳动者的休息时间进一步
增加。可以说，休息多了，既得益于生
产力的提高，也得益于法治对劳动者
权益的保护。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
“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加班
示，北京居民平均日工作时间较十年前增加近
常态化，不仅让很多人感到“身体被掏
1 小时。其中，年轻人每天工作 10 小时，通勤
空”，也透支着人们对工作和生活的热
时间近 2 小时，甚至休息日也要工作 7 小时 42
情。一味做加法却不做减法，还会催生畸形的
分钟。报告一经发布，迅速引发热议。不少人
社会亚文化，滋长形式主义的“秀场”。在这种
感慨，
“于我心有戚戚焉”
。
环境压力下，很多人是“领导不下班，我也不敢
身在职场，总会遇到急难险重的活儿，偶
走”，或者认为休息时间工作，才能彰显自己的
尔加班加点在所难免。但放眼望去，披星戴月
勤奋；节假日、下班后开会，才能表达任务的重
的“连轴转”似乎成为很多行业的一种常态。
要；遇事不下发“通知”
“意见”、讲话稿不连篇累
一些企业、单位肆无忌惮地宣扬加班文化，推
牍，
“分量”似乎就不够，
“重视”就体现不出来。
行“狼性管理”
“996 工作制”，更有甚者，直接喊
实际上，有数据显示，一个人一周的最佳工作时
出“5+2，白加黑”
“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
间是 50 小时左右，一旦这个数字达到 90 小时，
不保证”。一些企业、单位将“超负荷”
“全年无
工作效果和 55 小时几乎一致。过度加班大搞
休”乃至积劳成疾作为先进典型的“闪光点”大
“疲劳战术”，往往徒劳无功，反而疑似作秀，助
加推崇，
“积极加班”成了考察工作表现的隐性
长了功利投机的职场风气。
指标。这一切的一切，已经不再是强调爱岗敬
刹住“加班常态化”之风，既有赖于相关法
业，
“工作第一、休息第二”，而是倡导“只要工作，不 律法规的健全、落地，也需要破除以加班为荣的旧思
要休息”
。
想。而在这方面，指望单位自省有些不现实，更多需
休息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法定权利之一。休息日 要外在力量的倒逼。就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来说，
的多寡，某种程度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志。英国 有关部门其实可以做好统筹，从制度上要求领导主
工业革命之初，工人日工作时间可达 13 至 16 小时， 动带头休假、尽量少占用职工的法定休息时间、持续
为维护自身权益，改善劳动条件，英、美等国工人进 打击文山会海等等。当忙则忙，应休则休，才是真正
行了顽强抗争，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
“8 小时工作制” 的爱岗敬业。
□姜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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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补牢值得肯定，
只是还有一事需要追
问：当时军博园圈占粟裕墓，当地景区管理部
门是怎么监管的？如今开辟专用通道的同时，
也千万别忘了查查背后有没有利益勾结。这，
才是彻底杜绝以后此类情况的关键。 □汉卿

热门 话题

焦点 评论

把粟裕墓圈起来赚钱，红色旅游不能这么游

动车救人被索医师证：这瓢﹃凉水﹄泼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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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举行隆重表彰，授
予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先生 2018 年度中国作家
出版集团“致敬·资深文学编辑奖”。此前，中国
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来陕调研，也曾到李星家中看
望、慰问，赞赏李星先生作为老一辈文学工作者
对陕西文学繁荣发展作出的贡献。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有幸跟随李星先生达
八年之久，每周有两天时间和他在一起，耳提面
命，谆谆教诲，聆听先生关于文学、学问、思想、人
生的一些深刻见解。时间一长，耳熏目染使得我
也提高了不少，
相当于读了一个文学博士。
先前我曾读过李星先生的一篇散文《我的优
胜纪略》，
那是一篇浓缩了作者多年人生经历与生
命体验的智慧之作，读后使我惊叹不已。此后，
先生又应邀在一所高校做了一场题为《与青年学
子谈做人》的讲座，我全程陪同。此次讲座再次
让我领略到了“一个七十多岁老人的人生经验和
智慧”
。
回顾自己这一生，李星先生首先指出，人生之大忌可用十二
字来概括。——
“利令智昏，得意忘形，文过饰非。”很多人一生
栽就栽在这十二个字上。
“ 叩善鸣善，叩仁得仁，叩之以小则小
鸣，叩之以大则大鸣。”人首先要善，要学为好人，要有良知良能，
不能刻毒，不能背后害人。
谈到人生经验，李星先生认为人生需要五种力量。首先是
钝感力。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写过一本书 《钝感力》。所谓钝感
力，是指人不要太敏感，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对自己的
评价等方面不要过分在意。主体意识和自尊心太强有时候不见
得就是好事。人有时候不妨“迟钝”一点。钝感有时虽然给人
以迟钝、木讷的印象，但钝感力却是赢得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
和智慧。
其次是自控力。所谓自控力，就是自我情绪的控制能力，也
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
“情商”。苏东坡在为张良写的《留侯论》中
曾说：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
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
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
其志甚远也。”想想，现实中有多少人生悲剧皆因“匹夫受辱，拔
剑而起”而酿成。所以，人一定要能自我控制，遇事不要冲动，要
理智。
接着是倾听力。大凡那些人生的失败者，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征，思想偏狭、封闭，自以为是，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要么，
就是活在自我的世界中，一个人自言自语、絮絮叨叨。所以，我
们一定要学会倾听别人。倾听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智慧。
再就是判断力。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告诫其后人要“高著
眼孔、开拓心胸”。也就是要有做大事的眼界与胸襟。干大事
就要有判断力，要有事关全局的那种洞察力，不要优柔寡断，
更不要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人生要
算大账。
最后是自省力。王阳明先生曾说：
“破山贼易，破心中之贼
难。
”
其实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人的强大在自己的心灵、
境界、
精神，
而不在宣言、
装饰。人是赤裸裸地活在众人面前，
所以，
人一
定要有自省力。要有自知之明，
不要逞能，
不要自不量力，
更不要
好高骛远。当然，
归根到底人生最重要的还在于你最终要干出一
番让别人服气你的事情。也就是在事业上要有一番大的作为。所
以，
人还得读书，
还得埋头钻研专业业务。否则，即使你再好也只
能成为一个人们通常所说的
“滥好人”
。
如今李星先生已是七十四岁高龄，每天仍坚持读书写作，正
是人成熟、笔老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生
“金秋时节”，让我
们衷心地祝愿先生韶华永驻、笔力苍劲。
□史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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