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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高级文化师、高级政工师、陕西
作家陈多硕的报告文学集《长路铿锵》由中国
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路铿锵》是一本写铁建人的报告文学，
分上下册。书中收集了作者创作的百篇作品，
近50万字，都是从发表的新闻作品中精选出来
的报告文学。既有规模宏大的央企改革画
卷，也有蜷身山野的项目奋战场面；既有劳模
工匠的创新历程，更有铁路建设者为祖国筑路
的平凡之歌。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部艰难而悲
壮的创业史；每一个人物，都是当代筑路职工
的优秀代表。本书在向读者呈现企业凤凰涅
槃的辉煌的同时，努力揭示其深层的文化背
景，寻找文化的源头，展现了企业文化的厚重
感和普遍价值。中铁二十局集团原工会主
席、陕西著名画家、书法家赵斌题写了书名。

陈多硕从 1993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在
在《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人民铁道》等全国
各地 30多家报刊上发表新闻、通讯、特写、专
访、评论、报告文学等近万篇，出版个人作品集
多部，一些有影响的作品被
《成功之路》《中国当代改革
者》等5部书入选。 □阎冬

陈多硕报告文学集
《长路铿锵》出版

漫 评

近期，多地曝出多起“黑校车”超载事件。校车安全
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前发布预警，提请各地进一
步加大对“黑校车”和校车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保
障中小学生和幼儿上下学交通安全。预警指出，各地公
安交管、交通运输等部门要抓好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的
交通安全检查和道路安全监控，加大学校周边路面巡逻
执法力度，对“黑校车”上道营运和超载行为实行“重
打击”“严惩治”。 □文/时锋 图/商海春

坚决抵制“黑校车”

文学重要的职责在于创造美好的明天文学重要的职责在于创造美好的明天

我与焕军之所以投缘，首先是因为铁
路。他的父母曾在铁路工程局工作。他是
铁路子弟，也是在铁路家属院长大的。因
此，一谈到铁路，我们的话也就同延伸的铁
路一样长了。其次，是因为散文。焕军小我
一岁，属兔。这几年，可能也是因为一种爱
好，一种情结，拟或是因为“生活的味精”吧，
他也同我一样，有空闲余力的时候，总是沉浸
在舞文弄墨的烟雾中，而且津津有味，乐此不
疲。从《换一种方式去开始》到《换一个角度
去思考》，再到这本《换一种心境去生活》，那
是天空中一朵朵思想的云，那是大地上一朵
朵朴素的花。再次，可能就是因为性格了。
焕军很随和、很真诚、很豪爽，与之交往，似乎
没有什么掖着藏着，他是个活得很真实的人。

我是在五一后拿到这本书稿的。此前
因为脚伤躺卧在床两月有余，在这个备受煎
熬的春天里，我没有看到春花之烂漫。日复
一日，只是呆望着天花板上的空白，独自做
着一种深长的叹息。这样的生活困顿，让我
深深感到了健康也是一种自由。可能是因
为这种生活的“囚禁”吧，我的心境变得很糟
糕，那种郁闷、烦躁像雾霾，也像噪音笼罩着
我的身心。但随着这本《换一种心境去生
活》书稿的渐次展开，随着那种“悦读”之深
入，就像“病去如抽丝”，我心中积郁的阴云
似乎也一缕一缕地散去了。

焕军在《跟着行者踏春去》一文中说，他
读陈长吟的《远游的鱼》，“似乎这条鱼就是
儿时的我、青年的我、中年的我、老年的
我”。是的，当那条鱼越游越远，阅尽生活的
风雨沧桑时，“什么名利地位，金盆银碗，都
是身外之物，自己生命的宁静和舒展才是根
本的追求”。焕军是个悟性很高的人。从那
条流浪的老鱼身上，他读到的是一种境界，
一种情怀，一种感悟。而我从那条漫游月
河、漫游汉江，又游入大海的游鱼身上，读到

的却是一种美好的自由。自由最基本的东
西应该是一种不受限制和阻碍的意志和行
动。而当一个人的身体不能自我做主的时
候，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焕军在《相忘于江湖》中引用了庄子一
段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
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实，在庄子的
《大宗师》中，还有一处提到“相忘于江湖”：
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是的，正如
焕军所说，当“江湖”成为“道术”和“心机”的
代名词时，我们还有另一种活法，那就是生
活的“去江湖化”。心中没有了“江湖”，便也
不用相忘了。这是一种“无江湖”的境界。
我想，如果我们有可能按照“大宗师”的这种
态度去生活，那么，我们或可避免人世间无
可避免的“意志僵局”，或可避免那种强迫与
被强迫的“生活怪圈”，进而摆脱“他人即地
狱”的束缚。这是庄子的理想，也是庄子的
生活态度。显然，焕军希冀的是一种“无心
机”的江湖，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

焕军在《窗台上的那盆君子兰》一文中
说，君子兰是他的最爱。那橙红色的花朵，
那宽厚舒展的绿叶，是一副卓而不群的君子
风姿。焕军是个学养深厚的人。在文中又引
用了《论语》中的一段话：“君子周而不比，小
人比而不周。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
刑，小人怀惠。”但这盆寄托着一种理想化人
格的君子兰，在他去西仓档子换土的时候，却
不知被什么君子光顾了。想到君子之外还有
另一种“君子”的存在，在一种无奈的叹息和
遗憾中，他想到：要成为君子其实是一件很难
的事情。他又买了一盆君子兰放在窗台上。
闲时喜赏窗前兰，君我笑对两不嫌。

焕军在《人生有时要把心放在闲处》中
说，他请人刻了一枚印章：闲坐高处。他甚至
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挖坑》，谈到了麻将的玩
法，有什么平和、炸弹、混儿、捉五魁和血战到

底。他说，会玩的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
最好是把混儿、挖坑这些牌场上的手段和计
谋仅仅局限于牌桌为好。因为生活中你给别
人挖坑，终究有一天自己也会掉进坑里，这坑
或许还是自己挖的。活人还是不带心机为
好。”麻将中也有哲学，挖坑中也有哲学。

焕军在他作为书名的《换一种心境去生
活》文章中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常有八九。
与其如此，我们为何不换一种角度思考，常
想一二，不思八九。既然不如意是人生的常
态，那何妨把不如意当正常生活来过，长兮
短兮，顺兮逆兮，福兮祸兮，一二和八九都是
会转化的。一个人对待如意和不如意的态
度决定着你人生的宽度和高度。想想孔子
之八九，想想司马迁之八九，想想苏东坡之
八九，我们就会淡定从容平静。任何人都应
该像王阳明所说的：必须在事中磨练。

此外，焕军还写了许多家常小事。如
《一碗油茶》《小闹钟》《眼镜》《睡觉》《让座》
《买车》《在新城大院遛弯》《街上又见红裙
子》等等，都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叙事和思量，
都是一种生活本身的质朴和淡泊。随意随
性，自然平实，不拘一格，从中感觉不到规范
和程式的约束，能体察到的是那种悠闲得如
同散步一样的从容。

总之，焕军这部书稿中的 50余篇文章，
都是试图用一种日常生活的书写，努力探求
生活本身的审美，都是试图从一种反功利、
反江湖、反浮华的生活态度中努力探求人生
超越世俗的价值观念而抵达“初心”的可能，
都是试图摆脱世道人心中强加于生命行旅
中的那些累赘和阴影。他能让我们从一种
哲学的高度来审视生命存在的本来意义，又
不断深入推进我们思索怎样的生活才是我
们真正想要的生活。焕军总是在一种不经
意的叙说中，试图让我们接受其表达的生活
价值取向，并在“出世”与“入世”的优游中，

试图启示我们返璞归真，回到那种真实而自
由的生活中。焕军的散文不是那种靠技法
和外表装饰的虚胖浮肿，而是以思想和内容
之实质凝练的筋骨血肉。如果就总体风格
来讲，我觉得是否能用两句话来概括：清新
脱俗，雅淡如菊；洗尽铅华，见金见真。前者
是说语言之风，后者是说思想之光。

正是在这种真实而自由、简单而快乐的
“悦读”中，我的那种因伤病而郁结于胸的烦
闷和烦躁情绪，犹如风吹雾散，雨过天晴。
我的心中充满着阳光和力量。好书如光也
如药。是的，换一种心境去生活，春天还是
春天，世界还是那个日月光华、草长莺飞、生
机勃勃的美好世界。

愿焕军的这些激发生命正能量的文字，
能够激发更多的生命。也愿焕军以其独具
特质的生活、艺术魅力，创造出更多的将
体裁和主题中隐藏的巨大能量进一步挖
掘出来的作品。记得著名文艺评论家梁
鸿鹰在《以卓越创造激发正能量》一文中
说过：文艺重要的职责在于创造美好的明
天，由或然创造出必然，保存人类对世界的
独特认识，呈现人类对世界的希望憧憬，引
领人类构建生存的意义，对生活有独特发现，
深具思想穿透力和表达冲击力，是艺术创作
个性的体现。愿以此与焕
军共勉。 □孙天才

——张焕军散文集《换一种心境去生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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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步”是一款号称“走路就能赚钱”的网红
APP。近日，趣步 APP 及其开发商湖南趣步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因涉嫌传销、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
法行为被立案调查。

如今，以“躺赚”“走赚”“玩赚”等噱头吸引用户
下载使用的 APP 广泛存在。转发购物链接可以赚
钱，阅读新闻可以赚钱，听歌看视频可以赚钱，甚至
是走路都可以赚钱……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赚钱
方式，或许会让一些网友产生错觉，那就是赚钱似
乎很容易。但随着趣步APP被调查，也意味着这类

“赚钱APP”走到了尽头。
想必很多人都还记得网络刚刚开始普及的时

候，一些网站、论坛经常出现高薪招聘文字录入人
员的广告，这种工作不用去上班，只要家里有电脑
就行。但是有人应聘以后，对方会以录入的材料具
有一定价值，为了避免外泄需要缴纳押金的名义收
钱，少则几十，多则几百，而一旦有人缴纳了押金，
就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

这可以说是一种最原始的网络骗局，但是在这
一骗局刚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和现在面对各种“赚
钱APP”一样，直呼赚钱太容易了。和录入文字骗局相
比，现在的“赚钱APP”所营造的骗局更具欺骗性，更加
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投入其中无法自
拔，直到对方卷款跑路或者被查封，才如梦初醒。

“赚钱APP”盛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网友投入
的成本很小，很多时候只需要几元钱就可以
参与游戏，当然按照APP运营方的规则，投
入的钱越多，最后也就赚得越多；二是网友
只需要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参与游戏即可，虽
然预期中赚的钱也不多，但可能会把一个月
的话费、每天的菜钱赚来，这对很多人来说，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而对于开发这些“赚钱APP”的人来说，
你一元我一元，当用户达到了几百万上千万的时候，那
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的真金白银。即便最后卷款跑路
了，多数网友也不会因为几元钱去报警维权。

赚钱向来不是容易事，“赚钱APP”完全不靠谱。公
众在投资理财时务必谨慎，摒弃天上掉馅饼的幻想，避
免上当受骗。 □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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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报道，近日，河北邯郸
魏县的多名货车车主在前往银行
办理 ETC 时发现，自己名下的车
辆已经被邯郸多地的工商银行抢
注了ETC。车主必须要先到工行，
将被抢注的 ETC 解绑后，才能继
续办理 ETC 业务。车主们质疑，
当地工行是如何搞到自己的身份
信息的。

推广使用ETC是好事，但很显
然，出现“被抢注ETC”这样的事情，难免会令
人膈应。尤其是，“被抢注”也就意味着车主利

益在不知情下被侵害，更不排除车主个人信息
遭到了泄露。更须警惕的是，“被抢注ETC”
并非只出现在一个地方，前段时间媒体就曾
报道，一些山东的机动车主反映车牌被冒用
抢注，导致本人无法正常办理的情况发生。

应该说，ETC既是事关公众出行的民生
工程，更是一块巨大的市场蛋糕。也正因为
有利可图，才导致了相关利益方不惜动用一
切手段，让各类车主注册办理ETC。

“被抢注ETC”缘何会出现？且只用一个
车牌号不用车主名字和电话、身份证信息，就
能直接注册。借助媒体报道，各方也有着自

己的解释，最后板子落到了银行方面。据工
商银行邯郸分行负责人表示，这些车牌信息
是员工出去营销 ETC，都是在停车场、服务
区、高速路口，还有车队，通过亲戚朋友收集
的。并表示，已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且将坚
决纠正存在的问题，并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
理。而这样的解释显然难以让人十分信服。

“被抢注ETC”直接反映出市场乱象，没
有将好事办好，甚至衍生出“灰色产业链”，对
此绝不能小觑。此前更有媒体指出，根据当
前各大高速公路集团的规定，ETC设备实行
一车一卡，设备和车辆绑定，同时无论线上线

下办理都必须提供车辆行驶证、车主身份证
和车头照片等资料，对不法商贩来说，掌握这
些资料就有了贩卖的“商机”。

按照国家部署要求，各省要充分调动各
方面资源，大力推广 ETC 应用和服务，确保
今年年底前在籍车辆 ETC 安装率达到 80%
以上，高速公路入口通行车辆 ETC 使用率
达到 90%以上。广大群众也是比较认同的，
但是好事还须办好，不能纵容其中乱象丛
生，尤其是对于借助 ETC 旗号谋不法之利，
更须加大惩治力度。故此，“被抢注ETC”又
岂能成难解之谜？ □杨李喆

“被抢注ETC”别成难解之谜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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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湖南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
布通告，就该院一法官
在庭审时睡觉一事作
出回应：涉事法官已被
停职检查，责令作出深
刻检讨，感谢网友对工
作的监督。

确实该感谢监督，
如果没有庭审公开制
度，广大网友或许想不
到，自己能有机会目睹
法官在法庭上从容入
睡，这位宋法官也没准

会把“瞌睡庭审”延续下去。现
行《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
例》规定：因工作作风懈怠、工作
态度恶劣，造成不良后果的，给
予警告、记过或记大过处分。这
位宋法官被停职、被要求作检讨
并不冤枉。但在责怪他作风懈
怠的同时，不妨再想一想，法官怎能在法庭
上睡着？

是法官太累了吗？根据最高法公布的
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12.6万名法官审
执结1189.5万件案件，平均每位法官每年要
审结将近 200 件案件，工作强度不可谓不
大。然而身为法官，能否打起精神，等庭审
结束后再休息？如果身体不适，完全可以请
假休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
庭工作的若干规定》对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更换审判人员有具体规定。要是确实无法
适应高强度的工作，不妨选择从事其他行
业。但只要坐上了审判席，就算是再累，也
容不得丝毫懈怠，因为“你办的不只是案子，
更是别人的人生”。

或者，是庭审太过无聊？目前相关视频
已经无法播放，无从得知这一场庭审的具体
情况。但令人疑惑的是，难道庭审过程中，
这位审判员都无事可做吗？我国的诉讼程
序以法官为重心，要求在法庭上突出法官的

“纠问”职能。审判员需要在庭审过程中协
助审判长审理案件，弥补缺漏。如果只是坐
上一个审判员的位置滥竽充数，又何必穿上
这身法袍？而以小观大，在法庭上无事可做
的法官是不是不止他一人？

另外，为什么法庭上没人叫醒这位审判
员？是审判长和书记员过于专心，还是已经
对这种“审判席上养精神”的做法熟视无
睹？双方当事人是否目睹着这位审判员的
敷衍懈怠，却敢怒不敢言？为何这位宋法官
明知庭审是公开直播的，还能无所顾忌？

我国早已实行法官办案质量终身责任
制，相信绝大多数法官都能做到正确履
职。希望这次在法庭上酣然入梦的审判员
只是个例，和其他被挑出有错误的判决书
一样，足以让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们引
以为戒。 □王梓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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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南京某大学门口的理发
店因实施“软暴力”被查。多名大学生
报警称曾在店内遭到胁迫，该店声称
剪发只要20元，但剪发过程中会被强
行抹上“高价产品”，直到结束时才告
知消费上百，办会员卡可以便宜。经
查，至少20人被强迫消费，目前8人因
强迫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到
4年不等的刑罚。

理发应该是关乎每个人的“头等
大事”，人们对理发行业的消费体验也
关乎对监管部门的信任度和对社会治
理水平高低的直观感受。但遗憾的
是，理发行业的宰客行为时有发生，且
多数情节夸张，索价离谱。这既与该
行业的自身特征有关，也与职能部门
打击不力有直接关系。

事关千家万户的理发行业准入门
槛较低，以至于鱼龙混杂。而且，人们

理发时，往往会放松警惕，在工作人员
的推销下使用未标明价格的产品，不
知不觉地接受某项服务。结账时方发
觉上当受骗，需要支付高额价款。受
骗后又基于面子不愿声张，忍气吞声
了事，以至于上当者越来越多。

而且，一些职能部门模糊自身定
位，以属于民间纠纷为由漠视消费者
的投诉举报，很少动真格地调查并处
罚宰客行为，以至于这些不法者愈加
嚣张，将宰客当作生意来做。要知道，
不明码标价、诱导消费者本来就是违
规行为，应受行政处罚，如果诱骗的金
额较高的话，还可能构成诈骗。

进一步而言，如果在消费者发觉
受骗后不愿支付钱款的情况下，行为
人以暴力、胁迫方式迫使消费者交出
与该商品或服务市场价格相差不大的
财物的话，则涉嫌构成强迫交易罪。

要是一些经营者以相关商品和服务为
幌子，采用暴力、胁迫手段迫使消费者
交出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悬殊的财
物的，则可能构成抢劫罪。

此次，有关部门追究宰客行为人
的刑事责任，既是开了一个
好头，也从侧面说明一些职
能部门之前存在不作为、慢
作为现象。理发是居民生活
中的小事，又是每个人都离
不开的大事，对理发的消费
体验更关乎人们对社会治理
水平的评价。因而，绝不可
将理发行业的宰客行为视作
小事，而应关注这一事关民
生和民众安全感的“痛点”，
强力打击宰客行为，让行为
人付出代价，让人们不再遭
遇“天价理发”。 □史奉楚

强迫办卡者获刑是对宰客行为的最大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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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读后未必能带给你物质方面
的东西，但是它一定能够带给你许多精神
层面的享受。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会陪
伴一个人一生。日积月累，终能使人进步，
走向成功。在少年时期，读书会使你成绩
提升；在成年时期，读书会助你事业成功；
在中年时期，读书会让你教子有方；在老年
时期，读书会帮你老有所为。人的一生，其
实就是一个广泛阅读、不断学习的过程。

我自幼研习中国曲艺及水墨漫画艺
术，如果说我现在所取得的成绩分为三部
分的话，一部分源于恩师们的培养教导，另

一部分源于我自身的刻苦努力，再一部分
则源于书籍。

从小受恩师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爱
上了读书，并且离不开书籍，书籍同样也是
我的恩师。我在长期的读书过程中，积累
了不少经典诗词、好词好句，但总想展示展
示，看看“英雄”到底有无“用武之地”。我
开始尝试写作，写过的文章不少，基本每篇

文章都得写下三四张稿纸，每次考试时的
作文格子都不够我写，想表达的东西太
多。熟悉我的师友们都知道我平时爱写文
章，常常在朋友圈中展现，几幅配图，一篇
小随笔，大家见了我都说：“你的朋友圈文
案精致啊！”其实，随手写的东西也未必是
字斟句酌的精品，但它却能如实反映作者
当时的内心世界，文即心意，有点儿类似于

纪实报告类的文章。这些，都归功于我热
爱读书。

读书使人年轻，读书使人健康，读书使人
长寿。许多艺术大家活到老学到老，临终之
前还在阅读书籍、增长知识、拓宽视野。年纪
大的老人家都是如此，我们年轻人有什么理
由不去读书呢？不得不说，在当今世界，网
络的盛行极大的打击了文化氛围，多种多样
的娱乐形式每天都围绕着人们，可干得事情
多了，自然就会遗忘，甚
至说抛弃一些事情，譬如
读书。 □李佳哲

书 香 伴 我 行

我与书

佳作鉴赏

由大国工匠高凤林推荐的 2020年职工阅
读书单，成为“双十一”购物浪潮中的亮点。
1111套具有工字特色的优秀图书作品，被来自
全国各地的职工阅读爱好者抢购一空。

这份2020年职工阅读书单共包括12本内
容丰富多样的主题图书，涵盖政治、经济、文
学、历史等领域。其中，既有《把一切献给党》
《工人经济学》《工人新村》《高铁作证》《中国农
民工四十年》《造化为工》等“三工图书”，又有
《新型开放大国——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中
国选择》《重塑——智能社会的未来图景》《论
语十讲》《玛雅秘境》《花与万物同》《一念一念，
如是如是》等优秀读物。同时配送的《2020日
历：技术的历程》，更是让职工读者在新的一年
里，每日徜徉在人类技术进步的的历史长河。

在全国总工会官方抖音号发布的推荐视
频中，全总兼职副主席高凤林说：“我从学徒开
始，就坚持每天读书，读书成了一种改不掉的
习惯。今天，我愿意和职工朋友一起分享这份
书单，在新的一年里，共同走进这 12本好书的
知识海洋，在阅读中淬炼人生品格，涵养工匠
精神，做最好的自己。”

据悉，中国工人出版社还将结合广大工会
干部和职工群众的需要，陆续推出各种不同内
容的阅读书单，并附赠电子职工书屋纪念版阅
读卡，鼓励广大职工和工会干部多读书，读好
书，在阅读中发现最好的自己。 □白原远

职工阅读书单走俏“双十一”

新书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