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观察·读书本版编辑：刘诗萌 版式：王 青 校对：桂 璐版4
2019年3月28日 星期四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零售价壹元

花
式
消
费

花
式
消
费

最近，一种无论你说什么
都会被人围起来夸奖一番的

“夸夸群”走红网络，有人将其
明码标价做成了一门生意。
不仅“夸奖”可以用钱买，一些
网络平台上还有代喝奶茶、代
吃火锅、代撸猫等服务在出
售。这些“脑洞大开”的服务
消费产品，显示出互联网等科
技革命日益激发出人们的灵
感，服务业态创新层出不穷。
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在新
鲜、有趣、互动性强之余，仍要
关注成本与收益，只有具备一
定量级的市场规模及经营、
盈利模式，经历时间检验，才
能成为稳定的、可持续的消费
模式。 □文/时锋 图/程硕

作家贾平凹说：“干什么事都有
瘾，喝酒是一种瘾，吃烟是一种瘾，爱
书看书也是一种瘾。”对我来说，读书
就是最大的瘾。一日不读书，心里总会
空落落的。说是读书，也不一定是正襟
危坐，可以是卧读，也可以是浏览，看看
目录，读读前言后记，摩挲摩挲封面和
插图，甚至只摆一本书在桌案，邀约清
风明月，对酌一番，这样的状态，让人直
觉得岁月安好，内心欢喜。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匆匆逝去，
一去不复返，盘点自己一年来的收获
和得失。回想这一年来，自己似乎就
一直在“书”之间盘旋，买书、卖书、受
书，完成人生的历练，也觉悟生活所
给予的酸甜苦辣。

先说买书。这个比起“卖书”，自
然容易得多、简捷得多、方便得多。
在我的书架上，近一两年，书籍快速

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喜欢书、
爱读书，读书确实为自己带来了好
处。另一方面是网络为购书提供了
极大便利，轻点鼠标，喜欢的书就会
送上你的案头，完全省却了逛书摊、
泡书店的诸多麻烦。以前买书，都得
去书店或者书摊，看书店营业员那高
高在上的样子。如此“便利”，如此

“喜欢”，书就源源不断被买了回来。
今年买了俞晓群先生的四本书，都是
精装本，《杖乡集》《书香故人来》《精
细集》《王云五》。此外，还买了董宁
文、王稼句、韦泱、朱晓剑、眉睫、金克
木、胡适等人的书，都是我喜欢的“闲
书”。小说方面买了贾平凹的《山
本》，看了个开头，就放下了，书太沉
了，不宜卧读。

次说卖书。“卖书”总归不是个好
事，尤其是卖自己写的书，总要看人
脸色，要给人说好话。这几年，因为
爱看书，也写了几本书，这些书都是
自费出版，自产自销，卖出去几本，投
入的成本就少一点。因此，“卖书”的
难处自己深有体会。当然，在此过程

里，有好人，也会碰到几个“宵小之
徒”，他非但不会买你的书，还会挖苦
讽刺你，甚至说风凉话。遇到此等
货，你只好绕着走，以后见了他，可以
视而不见了。

回过头来，说说受书。因为喜欢
书，爱读书，就与各地的师友有些互
动，读他们的书，是我最大的享受。
这一年来，受赠书不少，大多是签名
本。师友们温暖的签名，或几个字，
或几句话，皆是一段不错的书缘。这
一年，受赠书的不少：阿滢的《秋缘斋
书事六编》、王净转赠叶瑜荪的《漫话
丰子恺》、李辉的《潮起潮落》、王稼句
的《年画》、理洵转赠的《古代风俗诗
画》等。这里，说几件因书结缘、让人
感动的事。

李辉先生曾是《人民日报》的高
级记者。我最早读他的文章是在《收
获》杂志上的“沧桑看云”专栏，他的
文字坚韧沉实、端庄耐心，不求绚丽
的文采或尖锐的发现，而是一种责任
和诚意，为历史留存记忆，为记忆补
上血肉与肌理，在史料中明辨真实，

在人物中寻求对话。今年，我从旧书
网上买到了他的第一本书话集《人·
地·书》，这本盈盈可握的小书，很讨
人喜欢，据此我写了一篇小文《李辉
的第一本“杂耍儿”书话集》，发表在
《藏书报》上，李辉看到后表示感谢，
寄来了他的新著《潮起潮落》，正正规
规地签上他的名字。一位名满天下
的《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能赠书给
我，让我喜出望外。

最后说说苏州名士王稼句先
生。七八月，我买到了他的读书札记
《夜航船上》，因为从上高中起就在
《散文》杂志上读他的文章，所以很喜
欢他清丽的文风。读完此书，我根据
这些年来读他的书的体会，写了一篇
读书笔记《学者的闲读杂写》，发表在
了《文学报》上。王稼句看到后发来了
短信，一再言谢，并馈赠他的《年画》表
示谢意。这是又一桩因书得书、因书
结缘的美事、好事。 □胡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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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票退改签手续费要降了！据媒体初步统计，
目前国内已有23家航空公司宣布实行“阶梯费率”
退改签，占国内航空公司的七成以上。

近年来，机票退改签问题，屡屡成为消费者投
诉的热点。投诉什么呢？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霸
王条款”，退改签门槛高、限制多；二是代价高昂，超
过50%的费用是常态，让不少人直呼“肉疼”。应该
说，机票退改签，属于乘客单方面的违约行为，还有
可能对航空公司造成损失，为此付出一定代价实属
情理之中。但关键在于比例，在于一个“度”字，要
平衡好双方利益，而不能任由一方“挟票”要价。

去年7月，民航局发布规定，要求航空公司推
行机票退改签收费“阶梯费率”。如今，七成以上航
空公司落实该要求，回应了群众期待。从目前各航

空公司公布的标准来看，时间、费率设定略有差别，
但总体而言都是“越早退改，费率越低”。这符合市
场规律，也与消费者的预期相符合。那“阶梯费率”
能否发挥最大效果？一方面要看落实。当前，消费
者购买机票的渠道多元，除了航空公司的官方渠
道，还有各种代理公司、旅行平台等。既然执行“阶
梯费率”，就要各端口一致，防范不良商家继续以模
糊收费侵害消费者的权益。

另一方面，还要做好调试。“阶梯费率”如何用
好阶梯杠杆，才能最大化地兼顾效率与公平？现有
标准是否有优化的可能性？这最终要用实践来检
验。所以，不能一设了之，各航空公司不妨在实行中
继续优化、调整，充分征求、听取各方意见，让消费者
有更高的满意度、获得感。 □夏凡

最 近 一 段 时 间 ， 随 着
“流浪汉”沈巍的视频传播
后，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一些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他
们给沈巍戴上一顶“大师”
的帽子，甚至还有人专程找
到沈巍，要求照相合影，聆
听教诲……

沈巍是谁？沈巍不是传
统意义上生活困难、不得不沿
街乞讨的“流浪汉”，沈巍是一
个当今社会人人羡慕的公务
员，他198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
上海市徐家汇区审计局，1993
年因病休假，后来就过上了流
浪汉的生活。沈巍的流浪，是
带薪流浪，所以他表面上蓬头
垢面，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成
为一个举止猥琐的乞讨者。
他或只是对社会的叛逆，或
只是想过一种无拘无束的流
浪生活。沈巍的选择，我无
权说三道四，但对他领着工
资，却长期不干活、逍遥在
外的情况有些无法理解。更
使我无法理解的，还是那些
追随他、捧他为“大师”的沈
粉们。其实仔细观察镜头，正
如一个网友所言，只是一个看
似不正常的人，说了一些正常
的话，让一些貌似正常的人不
正常了。

究竟哪儿不正常呢？一个不想过
正常生活的正常人，却因为蓬头垢面
的缘故，被尊为偶像，奉为“大师”。这
种严重反智的行为，荒唐之余，不由得
使人怀疑现今很多人的精神有什么毛
病。是因为美丑颠倒了，从今往后要
以丑为美？还是人们对“大师”有了抵
触，决意拿一个头脑清醒的流浪者讥

讽，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
沈巍的那些话，若是出

自任何一个正常打扮的人之
口，估计谁也不会感到惊讶；
但是让脏兮兮的沈巍说出来，
居然就成了金口玉言，居然
就能惊动很多人，不辞劳苦
专门拜访。

假如沈巍坐在他的明净
的办公室，说他今天要说的
话，估计要听他说话的人，会
屈指可数。他即便谈上三年
五载，也绝不会被封个“大师”
的名号。只因为他流浪了，而
且很像流浪汉的样子，所以从
一个流浪汉的嘴里听出富有
哲理的话语，就会使人有一种
强烈的反差效应。

早在四千年前，中国人没
有开始探索人的自由，却已
经开始践行反差效应了。大
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于 是 治 水 的 功 绩 ， 就 成 倍
了；假如大禹三过家门都回
去，估计他的治水事业，后
人 可 能 不 会 提 起 。 以 常 识
论，他回不回家，谁
能知道？谁能猜出其
中的缘由？却非要给
他冠以为了治水废寝
忘食、丢家弃口这样
的反差效应。

沈巍为何要做一个流浪
者，估计会有不同的版本，
但是，我们务必要警惕所谓
的“反差效应”。如果大家
都心平气和，都能理智而不
是情绪化看待各种社会现
象，估计沈巍这件事，很快
就冷却了。 □均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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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床明月半床书

机票“阶梯费率”退改签回应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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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3 月 25 日，人社部发文称，
决定取消73项由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材
料，包括申报职业技能鉴定的结业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毕业证书等。相关消息迅
速冲上热搜第一，网友点赞称，这是便民
之举。

取消的73项证明材料，有很多是我们
非常熟悉的，比如身份证明、结业证书、
毕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身份证复印
件、护照复印件和教师资格证明等。都是
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证明材料，而这些
材料也确实折腾着我们，浪费了时间和效

率。至于取消后的办理方式，主要是三
种，一个是不再提交，一个是申请人书面
承诺，最后一个是网络核验。

在这些被取消的证明材料中，最折腾
人的当属证书遗失作废的登报声明，其也
是最画蛇添足的。现在改为“不再提交”，
也能让很多遗失证书的人松口气了。

取消毕业证、职业资格证等证明，本
质就是简化手续，提高效率，让民众多些
便利，这种为民众谋福的倾向值得肯定。
而且，这里面还涉及依靠互联网和大数据
的网络核验，践行了“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的追求，也是“最多跑一次”的
一种现实实践。

其实，现实中很多证明材料的属性就是
“莫须有”，取消它们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必
然，取消之后，将民众从琐碎无意义的小事
中解放出来，带来的不仅是便捷舒适的生活
状态，还有幸福感剧增的社会具象。

现在，简化手续，提高效率，为民众
提供更多实惠，已经成为社会主流追求，
也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成为事实。比如，国
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发布新政，表明从4月1
日起，内地居民可通过移民局网站、APP

及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预约护照、往来港
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申领、更
换、签注等服务，并选择在全国任一出入
境证件受理点办理。这无疑在简化形式与
民便利上更进了一步。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政府相关部门，还
是阿里等相关社会企业，都发挥着积极的主
观能动性，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全社会所
乐见的。当然，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的追求永
远没有终点，人民群众对更便利舒适和更幸
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没有终点。也就是说，
真正的“便利时代”才刚刚开始。 □默城

取消证书的证明，简化形式与民便利 前不久，一位
远房亲戚因高血
压 前 往 医 院 问
诊。一开始，门诊
部的医生开单子
让他做了心电图、
拍片等检查，诊断
后要求其住院治
疗。谁知办了住
院手续后，住院部
的医生又开了单
子，让他再做一遍
拍片检查。陈述
前情后，得到的回

复却是：“在门诊看病听门
诊的，到了住院部就得听
住院部的。”

因为不同科室的检查
来回折腾，着实浪费医疗
资源。如今，一想到去医
院看病，不少人心里都有
点“怵”，有一部分原因就
是怕类似的重复检查。

医疗行业中的违法违
规行为严重损害了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为净化医
疗行业环境、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等8部门决定，自今年3月
起开展为期一年的医疗乱象专项整治
行动。消息一出，群众拍手称快。

医疗乱象该治。乱收费、过度诊
疗、虚假医疗广告、以医疗名义推广所
谓“保健品”等现象，已成为民生之痛，
百姓反响强烈。类似行为，让一些医疗
机构从治病救人的场所变成讹诈赚钱
的商业机器，消耗了医患之间最重要的
信任感，累积了矛盾，也浪费了医疗资
源，可谓劳民、伤财、伤心。

违法医疗广告和虚假信息，如屡禁
不止的竞价排名、“一药除百病”等，不
仅引来诸多质疑，甚至耽误患者治疗。
一些商家的广告未经审批就制作投放，
被约谈后又悄悄在移动端上“死而复
生”。违法成本过低、处罚力度不够、平
台责任虚置、监管问责不力等原因，导
致虚假医疗广告屡屡冒头，害人不浅。

医师出租、出借、转让《医师执业证
书》，医疗机构买卖、转让、租借《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或《医师执业证书》，制
售假药、以医疗名义推广销售所谓“保
健”相关用品，违规开展免疫细胞治疗
等医疗乱象，违规违法，必须严厉打击。

医疗乱象的治理必须坚持不懈，打
一场持久战。有关部门齐心协力，精准
发力，制定好落实政策措施的时间计划
表，动用真功夫解决陈年疴疾，才能切
实让人民群众“看对病”“看好病”，保障
百姓的健康安全。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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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婷在 1982年做了妈妈，创造了人生最
美好的作品——孩子，之后有三四年时间几
乎完全搁笔。作为特例，她也只是 1982年夏
天给了我《读给妈妈听的诗（外一首）》，且
写于一年之前；1984年深秋，给过我一首《怀
念——奠外婆》。我能拿到的这点凤毛麟角，
已属不易。直到1986年1月，她重回文坛、参
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后，才头一次给了我
一篇散文《在开往巴黎的夜车上》，那大概是
她最早的散文作品之一。

1987年盛夏 7月，舒婷来上海时，梅朵当
面给她下了“最后通牒”，要她回去后尽快寄
照片来，“封面一定要做！”还批评我：“拖了七
年了，不能再拖！”舒婷答应了，几乎没有怎么
跟梅老板顶嘴，比起跟我斗嘴时的那般骁勇
善战，战斗性差远了。而梅朵组稿、提要求时
的那种亲切和恳切，像是有着一种莫名魔力，
让人无法拒绝，否则好像很对不起他。梅朵
的理由很充分：“《文汇月刊》怎么能不做舒婷
的封面？说不过去！”聪敏机灵的舒婷，自然
领悟了梅朵的潜台词：你怎么能不积极配合
呢？说不过去！

这回我们动了真格，舒婷也不能不当回
事儿了，她一回去就忙着找照片。七年前，她
苦于无米之炊，没有多少照片可挑；而现在她
走遍各地，又走向世界，可挑的照片太多了。

十天后，她来信感叹：“为履行诺言，翻箱倒罐
找底片，要从数以千计的底片中找一张小底
片真是令人绝望的事。现寄上一张较大的照
片，看有无用处。如无用再寄回，另行选择。”

不过，我们不光要她的封面照片，还要她
配作品，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除了一组诗以外，还要她一篇散文。

梅朵素来得陇望蜀，很贪婪，也很识货，
知道舒婷这几年散文上的成就与影响，并不
亚于她的诗作。当时舒婷很低调且低产，诗

歌已基本不写，散文也是一稿难求。她信上
说，手中无粮，“今天同时给《星星》去信，将扣
在那里的三首诗追回，再补三首，可成一组。”

她更叫苦不迭的是那篇散文：只是文章
难写。是想花你们几百块钱，找个避暑胜
地。但婆婆年逾八十，儿子又小，丈夫高血
压，只得每日汗流浃背，边炒菜，边给诸君回
信，蝉声逼人，可见南方之夏多么火爆油煎。

舒婷找来的照片不算少，但未如我们的

主管美编张楚良所愿，因为精度问题、画面问
题而被几次否决，来回折腾，弄得我心里也

“火爆油煎”。我给气馁的舒婷鼓劲，她回复
道：“谢谢你的表扬。但是我已经无计可施
了。你知道吗？我高度近视，在阳光下镜片
反光，没有眼睛；如果没有阳光，用了闪光灯，
眼睛绝对是闭的，这是人体的自然反应。这样
可以吗：我九月份访意大利，好好拍一堆眼睛
睁得大大的照片供你挑选。”我翘首以待了三
个月，估摸她该带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照片”出

访回来几天了，开始连续发信发电报。10月
底，我一天收到舒婷两封信。一封让我失望，
说“在意大利拍的照片看来仍不适做封面。‘革
命尚未成功’，以后再努力。宽些时限吧！”另
一封则让我燃起希望，她惯有的调侃和小嘲弄
里，拌着浓重友情和真挚，让人心暖：

罗副主编阁下：“兹收到您的大函和电
报，原有给你的信，一直迟疑，一起寄给你。
因为意大利的照片均是眼镜有光点或闭着眼

睛的，所以回鼓浪屿，特意去拍了几张，效果仍
不好，再寄一张给你。至于作品及自述文章过
一星期后航空寄去。近年底，约稿信猛增，我
仍是以不变应万变。只是欠‘文汇’的债，欠你
的友情，这件事总压在我的心头。我希望可以
不当封面女郎，作品刊登即可。再见。”

舒婷这信上，最后一句还是“希望可以”
不上封面，只用作品，让我内心深感动摇和不
安。她确实已经“无计可施”，耐心也大概快
到尽头，我们已经勉为其难地折腾她、委屈她

太久，我不想再滥用友谊了。尽管照片画面
依然有点糊，眼睛在阳光下还是眯成了一道
缝，但我决心不再去逼舒婷拍照片、找照片
了。我坚定得有点强势地对梅朵说：“舒婷已
经尽力了，不上封面就拉倒了；要上封面，就
从手头这几张照片里挑。”我甚至有点强辩，

“她是作家，又不是艺术家，眼睛眯不眯，有那
么重要吗？”

梅朵看着我，有点错愕，一个特别较真的

人，怎么突然也学会了将就？没完成任务，还
这么任性地宣泄情绪。但我们是心通的，他
能理解我的心境，理解我对舒婷的歉意，而且
答应去跟美编商量，算是我们主编、副主编的
共同意见。不过，我知道，又会引起一场不大
不小的风暴。

时隔七年，我们又一次高规格地推出舒
婷。在1988年3月号上，发了她的封面照，配
发了组诗五首，这是她的诗作跟读者久违后
的一次集中推出；以及有浓重“自我写照”味
道的上下篇散文《笔下囚投诉》——这成了诠
释舒婷最好最贴切的“封面故事”。舒婷说
过：“散文就是我的自传，可能琐碎些，但我保
证绝对货真价实。”

舒婷很够朋友，她确实把最好的稿子给
我们了。尽管这一期上，有四十多个名家，但
舒婷“板块”无疑是最吸引读者眼球的。在这
混搭的板块中，读者们看到全然两个不同的
舒婷：在组诗里，看到的还是那个朦胧诗代表
人物、年轻诗歌爱好者的偶像；而看散文，一
转身，则是一个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舒
婷，一个抒写家长里短的散文家。

（节选自书中《在“充满争吵”中与舒婷结
下友谊》一篇，内
容有删节。）

□罗达成

说起《汉语大词典》，这是
我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古
今兼收、源流并重”的特大型汉
语语文词典，是许多文史工作
者的案头必备工具书。第一版
1994年出齐，第二版 2012年编
纂启动。据悉，第二版计划今
年内推出第二、三、四册，预计
2023年完成《汉语大词典》（第
二版）25册征求意见本，此后由
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齐。

《汉语大词典》从整体上历
史性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演变
面貌，出版后以其权威性和实
用性影响深远。为了适应语言
研究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汉
语大词典》（第二版）对第一版
展开全面修订，计划分 25册出
版，预计收录条目约40万，总字
数将超 6000万字，比起第一版
5000万总字数，新增内容将达
20%左右。从修订的程度看，第
一版 80%以上的词条内容都有
程度不等、类型不同的修订和
提高，可以说是一次真正全面
的深度修订。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透
露，第二版的修订体现在多个
维度：一是对第一版中存在的
各类错讹情况进行订正；二是

梳理吸收 30多年来学界研究
成果，特别是与《汉语大词典》
直接相关的论文万余篇，著作
百余种，进一步提高完善词典
在收词、释义、书证等方面的质
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第
一版编纂时语料相对薄弱的领
域，如出土文献、中古汉语、近
代汉语、佛经语词等范畴，第二
版系统性地加以充实，增补了
单字上古韵部等。

除了文本内容，第二版对
插图也将作全面修订，在订正
一版插图及图注错误的同
时，增加若干能够辅助释义
的插图。

学界有个共识：“词典是
一门遗憾的艺术”——再好的
工具书也只能代表当时的认知
水平，近几十年来社会科技日新
月异，各种新词汇新现象层出不
穷，《汉语大词典》第一版存在的
不足逐渐显露。大型品牌工具
书需紧跟时代发展，在持续修
订完善中保持生命长青。

业内期待，《汉语大词典》
（第二版）将更为科学、全面、准
确地反映汉语词汇史的面貌，
符合新时代要求，实现后出转
精的修订目标。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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