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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家品牌长租公寓运营
商资金链断裂，停止运营，给众多
租客、房东造成了经济损失。媒体
调查发现，长租公寓市场欠缺准入
门槛、标准规范，不少企业向租客
按年收租金、按季或按月付给房
东，利用长收短付方式将资金杠杆
放大到 10 倍以上。这类企业希望

迅速扩大市场规模，不断做大流
量，然后融资上市，以便在资本市场

“圈钱”。然而，一旦资本市场出现
调整，企业往往容易陷入资金链断
裂深渊，让租客、房东蒙受经济损
失。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住房租赁
法规制度体系，加强监管长租公寓
经营行为。 □文/时 锋 作/郭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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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11月1日，河南
郑州某街道环卫工用高压水枪
打落树上的黄叶，促使树叶加速
落下。环卫工称，领导检查要求
看不见一片树叶，这很难做到，
把叶子先打下来能集中清扫。
对此，环卫部门回应，用水枪打
树叶是不允许的。

据最新报道，郑东新区环卫
部门负责人称，当地环卫清扫施
行的是行业管理加公司化运营，

“作为管理部门，我们将约谈负
责环卫工作的管养公司相关领
导，加强相关作业的规范要求，

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涉事环卫工人并未提及是哪个层级

的“领导”的指令，也未说明是普遍要求还
是特殊情况。但当地环卫部门的说法，似乎
印证了其说法属实，也将矛头指向了管养公
司有关人员。若果真如此，为了检查者“看
不见一片树叶”，环卫工人拿高压水枪将树
上的叶子打下来，还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也不知道到底该夸检查者“严格要
求”，还是该佩服环卫工人“有求必应”。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树叶会随着季
节飘落，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尤其是秋冬
季节，正是落叶缤纷时，环卫工人为了方
便打扫，用高压水枪强行制造“落叶雨”，
这种“逆自然”的行为，自然是不恰当的工
作方法。

但若不如此，环卫工人恐怕也确实想
不到更好的主意。树叶的自然飘落没有
时间点，要“看不见一片树叶”，要不然24
小时盯守，还要每棵树都有人盯守；不然
就只能主动把树搞秃。

不顾现场实际，盲目提出近乎苛刻的
要求，这是管理上的问题。曾经曝光过的
某地要求地面“以克论净”“按烟头论罚”
等等，也有同样问题。而这些脱离现实的
工作要求，不仅会导致环卫工“剑走偏
锋”，用极端方式来解决极端要求，还有可
能衍生出其他社会问题。

实际上，在钢筋森林的城市中，一树
金黄、一片落叶散发出的是难得的秋之韵
味，也常常引来市民驻足拍照，为此北京、
上海等城市纷纷出台“落叶缓扫”政策，为
的就是留住秋天的美好。

当然，缓扫并非不管，街道有其卫生
标准，管养公司给环卫工人制定指标无可
厚非，但不能把难题全都抛给环卫工。在
管理层面、在人员调动和车辆保障方面，
也要有相应的举措，如湖北宜昌的标准就
更灵活，也更切合实际——“只捡垃圾叶
不扫，天晴不扫雨后扫，看相不佳及时扫，
易燃易腐彻底扫。”

说到底，靠一刀切式的管理，枉顾
事实而一味下令，也是管理上的懒惰。
真正要达成目标，不如去听听环卫工人
的意愿和建议，比坐在老板椅上定标准
靠谱得多。 □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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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桂林航空在微博回应网友举
报“女乘客进驾驶舱”事件：经核实，该事件发
生在今年1月4日桂林至扬州航班上，公司
决定对当事机长处以终身停飞的处罚，对于
涉事的其他机组成员处以无限期停飞并接
受公司进一步调查。

此次，桂林航空公司对当事机长的处
罚，部分网友认为太重了，但与机长允许女
乘客进入驾驶舱造成的恶劣影响相比，终
身停飞等处罚并不算重。这种恶劣影响可
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其一，违反了国家民
航局禁止无关旅客进入驾驶舱的规定，损
害了制度公信力。其二，虽然没有造成恶
性事故，但对航班安全构成了威胁。其三，
对机组其他人员是一种不良示范，被曝光
后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损伤航企形象。

所以，桂林航空无论是对当事机长处
以终身停飞的处罚，还是对机组其他人员
处以无限期停飞并进一步调查，都是应有
之义。不过，严厉处罚违规者并不能为此
次事件画上句号，还有不少疑问有待回
答。比如，为何没有有效预防？按说，国家
有相关规定，东海航空也是前车之鉴，桂林
航空应该对所有机长和机组人员进行针对
性培训和监督，“女乘客进入驾驶舱”事发，
培训与监督是否到位？

再比如，为何没有及时发现？该事件
发生于今年1月，11月份才被网友“举报”，
可见桂林航空对机组人员几乎没有任何监
督。如果不是网友“举报”，该事件很可能
不会浮出水面。那么，该机组机长允许乘
客进入驾驶舱究竟是第一次还是以前也有

过但没有被发现？
又如，当事机长为何允许女乘

客进入驾驶舱？一般来说，如果没
有特殊关系，机长是不会随便允许
这位乘客进入驾驶舱的。那么，机
长与女乘客是什么关系？难道说
关系特殊，乘客就可以随意进出驾
驶舱吗？飞机驾驶舱是受到严格
限制的空间还是机长的“私人舱”？

东海航空与桂林航空都发生
了无关旅客进入驾驶舱事件，这是
否说明航班在日常飞行过程中，航空公司对
机组人员是失控的，行为是否规范全靠机组
人员自觉？机长权利是否不受制约？希望
民航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倒逼航企彻底整
改，也希望桂林航空回应舆论之问。 □丰收

“女乘客进入飞机驾驶舱”的未竟之问

近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市政府参事室）主编的《记忆老西
安》（第一卷），由线装书局出版发
行，并于10月31日召开了新书发布
座谈会。

《记忆老西安》（第一卷）全书
60万字，以西安的老街巷为主线，

编织起整个老西安的历史、人物、
市井、民生，全方位展现西安百年
来的沧桑变化。该书作者朱文杰，
是西安市文史馆员、国家一级作
家，积十年之功研究老西安文化，
目前已完成老西安系列文章近 200
万字。2020年，《记忆老西安》还将

出版第二卷。
在发布座谈会上，与会专家指

出，《记忆老西安》（第一卷）以正史为
骨干，以口述史为血肉，既有历史事
件，也有百姓生活，实现了学术性和
趣味性的有机统一。作者以灵活多
变的笔法，杂糅海量的信息，为老西

安传神写照，是老西安文化研究领
域的重要成果，是一部讲好西安故
事、传递真善美的力作。这本书的出
版，对保留城市记忆、延续古都文脉、
增强文化自信，繁荣西安文化，将
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任政

《记忆老西安》出版发行

今秋雨多，岁寒增愁。无边无际
的阴雨轻轻敲打着医院的窗玻璃，嘈
杂了一天的病房，此刻已被老父亲一
浪高过一浪的鼾声所覆盖。夜深人
静，看到父亲睡得踏实，我悄悄地捧起
陈彦先生的《主角》读了起来。

我陪护年迈生病的父亲，书陪伴
着打瞌睡的我。五六个夜晚，不急不
缓地将获得第十届矛盾文学奖的 4部
作品读了一遍。夜静好读书。如果不
是陪护父亲，4部作品8大本，也许半年
时间才能看完。

人生其实是很矛盾的，拥有的东
西并不懂得珍惜，没有的时候却十分
渴望。小时候，最想干的两件
事就是读书和吃肉。家贫孩子
多，能吃饱肚子已经够满足了，
谁家还有闲钱给孩子买课外
书？那时，能读到的书少得可
怜，吃肉也只有在逢年过节的
时候；现在书籍琳琅满目，肉多
得不知吃啥好，但多数人既不
喜欢读书也不喜欢吃肉了。

我的故乡蓝田县，穷山恶
水，黄土飞扬，想要走出那个可
爱的地方，上学读书是一条充
满荆棘而前途光明的出路。在
第一天背着母亲亲手做的碎布
书包上学时，身为人民教师的
一位叔父谆谆教导我说：“好好
读书，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
有黄金屋。”少年不更事，我听
不懂其中的意思，虔诚地问一
位爷字辈的清末秀才，他捋着
银白的山羊胡须，摇头晃脑地
说：“这句话是啥意思？是说只
要好好读书，将来就能娶上漂
亮媳妇吃上肉！”为了能吃上
肉，从那时起，我把秀才爷的话
像楔子一样楔入脑子里，开始
刻苦读书。

与现在的孩子相比，我们的童年
是贫穷而幸福的。尽管吃不饱、穿不
暖，却没有课外作业。放学之后，除了
割草、砍柴、放羊，就是满山遍野地疯
玩。玩归玩，读书还是主要任务。除
了课本，能看的书就是“小人书”。暑
假里，一边放羊，一边挖药材。快收假
了，将药材挑到公社药材收购站一卖，
家长会奖励 5毛钱，让在街上吃一个肉
夹馍、喝一碗豆腐脑。看着别人吃肉
夹馍，我流着哈喇子，狠心地买一碗豆
腐脑，吃一块从家里带的锅盔，再拿着
省下的钱到书摊去看书。每次要看到
人家收摊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一分钱，看两本书。在那个“书美
价廉”的中小学时代，我用吃肉夹馍的
钱，读完了连环画《铁道游击队》《水浒
传》《三国演义》等几乎所有能看的“小
人书”。读书使人受益一生。从在街
头看“小人书”到高中在被窝里点着煤
油灯看《人生》《班主任》《钢铁是怎么
炼成的》，一路“高点明灯”地读下来，
我平凡而多舛的人生，因读书学习在
关键的几步都走得踏实而顺心。

说句不吹牛的话，十年寒窗，我的
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写作
文更是如鱼得水，随便划拉一下都是
同伴要模仿的范文。语文学得好，英

语却差得一塌糊涂，高考因 8分
之差而饮恨考场，不忍心再花
父母的钱去补习，擦干眼泪，背
起行囊，做起“勺勺客”。一边
挥舞着勺勺，一边复习功课，没
过多久考进了父亲所在的军工
企业。企业是央企，人多势大
牌子靓，我们一批 10名新工被
分配到火工品装配线上。这是
纯粹的高危行业，整天与火炸
药打交道，稍有不慎就可能付
出生命的代价。工友们愁得吃
不下、睡不着，我却一门心思学
工艺和技术，傻乎乎地干得顺
手顺心。本职工作干好了，业
余时间还为车间办黑板报、给
厂报写稿子，参加自考并拿到
了大专文凭。

最是书香能致远。以后的
岁月，读书、写作、工作就成了
我生活的三部曲。忙忙活活，
舞笔弄墨，从厂报到工人报，跑
新闻编报纸、写小说散文，一晃
20多年过去了，出了两部长篇
小说，有了 300多万字的文学作
品，还混了一个“职工作家”的
虚名。

白驹过隙，感慨万千。从小山沟
的一个放羊娃到职工作家，之所以能
拥有这么点成绩，与好读书是分不开
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真正把学
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
的生活方式，做到自觉学习、主动学
习、终身学习。

人到五十知天命。一介书生，当代
报人，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读书
学习，著书励志，我耐得住“昨夜西风凋
碧树”的冷清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即
使“衣带渐宽”也“终不悔”；才收获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在“灯火
阑珊处”的人生领悟。 □阎冬

五十年前稻花飘香的季节，
由于当时“停课闹革命”，村上一
个论辈分叫哥的中学生，坐在我
家门口的石墩上给生产队看护庄
稼。他每天手执一本厚书看得津
津有味，经常把家里送来的饭都
忘了吃。出于好奇，我就趴在他
身后听他振振有词地读着。

书里的故事在我这个乡下小
孩子眼前，突然打开了一扇奇异
的窗口。于是整个秋天，我每天一
放学就飞跑回来，惦记着那部绛红
色封面的书里故事。人家下工要
回家了，把书放到我家里，我就把
前面跳过去的内容连猜带蒙地

“恶补”一气。
这就是我平生读的第一部长

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那年我七
岁，刚上一年级。

从此，我着魔般地迷上了书
本。但在那个年代不要说没钱，就
是有钱也没有书可买,找书成了我

的一大难题。于是，高年级同学的
课本，亲戚家的挂面包装纸，城里
来的知青的手抄本，甚至附近部
队、企业垃圾堆里的纸片都成了我
的读物。有个同学有书不借给我，
他被老师“收拾”写检讨过不了关，
我代写一次成功，从此与他达成了
当“枪手”换书读的默契。还有个同
学的哥哥是个“一头沉”，每晚他回
来顾不上看书，我就让这个同学把
他哥的书偷出来，我连夜赶进度，早
上赶人家起身上班前还回去。

那些年月里饥不择食，读过
《林海雪原》《苦菜花》《晋阳秋》《三
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李自
成》《把一切献给党》《老共青团员》
等当时的“毒草”，也读过《闪闪的
红星》《金光大道》《艳阳天》《西沙
儿女》这些当红的小说。

父亲在一家企业搞铸造，工作
上经常用到旧书报。每晚回来我
最期待的就是他给我“偷”回了什

么读物。从父亲带回的《人民日报》
上知道了国家大事，从《参考消息》上
我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从批林批孔
材料上知道了《论语》和《春秋》……

阅读给我插上了幻想的翅膀，
飞跃到村子外的广阔天地，书本是
个万花筒，展示给我这个乡下少年
与周边贫乏枯燥迥然不同的世界。
它不但告诉我地球是圆的，地球上
还拥有各种别样的人生。它教导我
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将来去探
索未知的世界。而前人和今人的智
慧都在书本中，只有不断读书才能
了解和继承人类创造的文明。

1977年考高中，我没有被“推
荐”上，早早回家拿起了锄头，临
考试的前一天才因偶然的机遇获
得了考试机会。结果许多复习了几
个月的同学都没有考上，而我居然

“高中”了。乡邻们都夸我聪明，我
知道这哪里是聪明，只不过是我平
日里爱看的“闲书”救了我。后来考
大学，我数学一塌糊涂，也多亏读
书使我语文、历史有点底子，侥幸
走进了城市。

毕业后不管是走进政府当上
了公务员，还是后来改行干上了新
闻。口袋有钱就先买书，读书成了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事开
玩笑说我看到书店就像“饥饿的人
扑向了面包”。外出公干，总是惦
记着哪里有书店、书市，回来带的
不是土特产而是整包整袋的书籍。

年轻时读文学主要是喜欢，工
作后更是带着问题去学习。前几

年搞职工维权报道，我系统学习了
从宪法、刑法到各种劳动法规、经
济法规，甚至还出庭给朋友们担任
公民代理，外出给企业讲劳动法。
因为能够依法维权，被全国《民主
与法治》杂志聘为特约记者和特约
撰稿人；带领记者搞过数以百计的
维权报道，从未出过法律纰漏，主
办栏目被评为全省新闻优秀栏目，
收到上百面锦旗，因维权多次被告
上法庭，凭着自己的法律知识应
对，最后居然全部获胜。

回顾平生，书籍在那个困难的
年代慰藉了我的心灵，帮我走出了
贫穷和落后，在后来的生活中，不
但帮助我解决了工作中的难题，更
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操，给了我
战胜艰难险阻的勇气和力量，使我
的生活丰富多彩。

因为不喝酒不抽烟，平日最大
的爱好就是买书、读书，业余最好
的休息就是逛书店淘书。如今
由昔日无书可读到在家中坐拥
书城，还开始收藏起名家签名本
和杂志的创刊号，书里不一定有

“黄金屋”和“颜如玉”，但给我生
活提供了无尽的快乐和充实，又
岂是庸常的物质和美色所能媲
美的，正所谓“此中乐不足与为
外人道也”。所以当不少同龄人
为退休后无所事事发愁时，我却
为今后能有大把时间读书淘书乃
至写书，而期待着退休之日早日
到来呢。

□郝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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