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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

遇见李渔以后，我就喜欢上了他。
李渔是谁？拨开时空重重的帷幕去

探访他，走入他的人生，也走入那个曾经
兵荒马乱又歌舞升平的年代。

我们要拜访的李渔，系明清之际人，
本名李仙侣，四十岁后不知为什么又改名
李渔。他母亲说，李渔是个聪明活泼又淘
气的孩子。他父亲却说，他是个离经叛道
的不孝逆子。他的妻子们说，他是个威严
的家长。他的朋友交口称赞他是个不可
多得的风趣幽默的朋友。在达官贵人眼
中，他是个卖弄口才讨取银两的伶人班
头；在书商眼里，他是个畅销书作家；研究
者眼中的他，是个优秀的戏曲理论家。而
在我看来，他实在是个多才多艺的杂家，
而他的人生又非常简单，简单到只追求一
个“玩”，玩到了极致，玩出了技术，玩出了
文化。他玩之大典——《闲情偶寄》，不只
谈戏剧创作与表演，还有妆饰打扮、房舍

园林、居室布置、古董器玩、竹林花卉、饮
馔养生等，凡此种种的玩法，皆入文字，成
为经典，且文字多如美文，读来不仅长知
识，更有品味美文的享受。

2016 年夏天我去上海，归途过南京，
晚上在宾馆附近闲转，在一夜市书店意外
遇见想念已久的《闲情偶寄》。早就听说此
书值得一读，此作者值得一识，果然开卷就
喜欢上了。以后此书就一直在我的枕边书
里，每每阅读，就像遇见知心朋友呷茶趣
谈，给人清爽惬意的感觉。“名花美女，气味
相同，有国色者必有天香。”这是说女性体
味；“短者可长，则妙在用增；粗者可细，则

妙在用减。”这是教画眉的技巧。“态之一
字，服天地生之巧，鬼神体物之工”，女人之
态，被提高到了天地玄巧、手足等论，让《闲
情偶寄》简直成了化妆的百科全书。

李渔爱花草如命。“予有四命，春以水
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海棠为命，
冬以腊梅为命。无此四花，是无命也。”他
懂花如知己。“盆兰吐花，移止窗外，即是一
幅便面幽兰；盎菊舒英，纳之牖中，即是一
幅扇头佳菊。”这普通花卉，经他一点，移动
位置，借助背景的不同，便出奇妙景致。

我也喜欢侍弄花草，得李渔养花启
发，通过对菊花控时控水控温控肥，让九

月菊花迟开到冬天，甚或初春，十几盆品
种不同的各色菊花开放在冬天，若遇天光
晴好的日子，还能招来晒太阳的蜜蜂嘤嘤
嗡嗡如弦乐，那是怎样的情景？真乃是冬
菊胜百花啊！在云南第一次遇见三角梅
就喜欢上了，可人都说北方养不活南方的
花。前年春天妻妹送了一盆，我竟然用心
将它养活了，且能四季繁华不败。邻居见
我劳神养花，不解曰:“养花能抵肚子饥？”
我无语，因为我知道说了，他也未必懂，就
像他不知道李渔是谁一样。

这个冬天借着闲暇，我又一次开卷阅
读李渔的《闲情偶寄》，他那对生活细节
的领悟，对性情本根的贴近，对实际生存
法则的张驰，能穿越时空，让人彼此相视
一笑，心领神会。因此，他也就进一步住
进了一个能懂他的读者
的心里。

□韩景波

据报道，《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
合同》示范文本已于近日发布并正式推行
使用。承租人具有违规转让、分租、转租、
转借、从事营利活动等行为并拒不改正
的，经调查属实后将被记入不良信息档
案，5年内不得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含市场
租房补贴）及共有产权住房。此外，违规
家庭基本信息、违规行为、处理结果等内
容也会向社会公布，并按规定对相关责任
主体实施联合惩戒。 □文/时锋 图/徐骏

联合惩戒
眼见格斗狂人徐晓东一个接

一个挑战武林高手，应战的一个个
迅速倒下，剩下的退避三舍，找各
种理由做缩头乌龟。武术的神话，
似乎已经破灭。要知道，在散打格
斗界，徐晓东还算不上是第一人。

不消说，徐晓东这种行为，从
根上说，是看不上这些年来武林
的浮夸，气泡吹得太大，但这样的
干法，实际上是在砸武林高
手的饭碗。自打武侠小说流
行之后，武林中人，在某种意
义上，就是靠这些气泡吃饭
的。一旦被捅破，不知道还
有没有人来拜师求艺了。

武术是中国的传统技
艺，多少年来，形成了各种
流派，要说强身健体，绝对
是有道理的，这也是为何武
林泰斗要奉少林和武当为
宗的缘由，一个佛教一个道
教，总不至于教人去打打杀
杀，就是出手，也是自卫。
当然，用来格斗，应该也没
太大问题，过去武林比赛过
招儿，都是真章的，不能打，
怎么较量？再说，过去的镖
局，都是武林中人，为人押
送银两、看家护院，必须得
有点真本事，否则，一旦撕
破脸，打起来不能白给。虽
然有所谓的江湖道义，镖局吃的
是道上的饭，但他们跟打家劫舍
的绿林，实际上形成的是恐怖的
平衡，镖局无论如何，都得有点格
斗的真本事。

但是，即便如此，武术对于大
规模的战争，其实用处不大。不
然的话，汉人长期跟游牧民族对
峙，在多数情况下，都打不过人

家，而且经常是被人家以少胜
多。面对那些马背上的民族，天
生皮糙肉厚，摔打惯了的战士，个
别的武林高手，基本上起不了多
大作用。因为，武术的训练时间
太长，练成者过于稀少，形成不了
阵势。

武侠小说，原本就是神话，或
者说大人的童话。进入近代的热

兵器时代，武术的作战效
应，应该已经没有了。武
术，实际上已经今不如昔
了。但是，兵器的优势在
洋人一边，咱们要维持自
己的自信，只能找武术，这
就是为什么近代武术被尊
称为国术的原因。其实，
战争的参与者，无论是内
战还是外战，都明白决定
胜负的不是武术，而是武
器，哪个机枪大炮多，哪个
占便宜。

伴随宫白羽、平江不
肖生等人的武侠小说风
靡，还有媒体渲染的华洋
比武，不管当年有
没有这回事儿，但
传到今天，一律变
成了武林高手的胜
利。那阵势，就跟
徐晓东打假之前，

种种华洋比武的赛事一
样。神话也好，童话也罢，
必须得继续，尽管武林已
经变成了商场，武艺已经
变成了敛财的工具，但是
神话还得继续，生意越做
越大，泡泡也越吹越大。

泡泡大了，总有破的
那一天。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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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感觉几点感觉几点感觉《《《汉京城汉京城汉京城》》》

读了律师刘林海的长篇小说《汉京
城》，有些意外。为一个不是吃文学饭的人
利用业余时间写下这么一本厚重的书意
外。站在写作人的角度，谈几点感觉。

第一点，关于生活基础。刘林海这本
小说生活基础非常扎实，就像当年柳青深
入生活一样，但是刘林海的生活不是像柳
青那样去体验。刘林海的生活基础是在生
活本身当中，或者刘林海自己就是生活本
身。他作为律师的经历和生活阅历非常令
写作人羡慕。三岁卖蒸馍，啥事都见过，啥
事都经过。他这个生活基础非常扎实,在
令人羡慕的同时，我深知一般人做不到。

第二点，就是关于建立在这个生活扎
实基础上的一个现实情怀。刘林海对现
实生活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这种敏感
性显示的第一个特点是潜伏在生活领域

深处看生活，而且看得既细致又认真。生
活的许多细致都被他写到了小说当中。
敏感性体现的第二个特征是能把各色人
物分类归档。这些人物的原始状态鲜活
地保留在小说当中。敏感性体现的第三
个点是刘林海对于社会和生活的本质具
有独特和带有普遍性的认识。觉得这个
时代的社会本质就是三个字：权、钱、色。
这三个字是刘林海具有代表性的总结，也
是全书牢固的基础，一切都因此展开。

第三点，是带有原始风味的现实主义
的写法。总的来说是柳青和路遥的现实
主义创作手法，尤其受路遥的影响较
大。是典型的在场写作，即在生活中写
生活。这种写法的最大优点就是作品有
相当丰富的生活真实感，生活的本质感非
常强。人物、事件、情绪鲜活得就像在读
者身边一样。当然这种写法也有一个致
命的短板，就是缺乏对真实生活审视的
高度和距离。

第四点，小说的结构，也是现实主义
的结构模式。以人物的命运遭遇和变化
来编织情节。这些命运和情节又紧密地
和改革开放时代变迁中的具体生活紧紧
联系在一起。情节大开大合，人物命运变
化跌宕起伏，紧凑而好看，非常吸引人，是
我参加众多小说研讨会中，为数不多的懂
得并会运用长篇小说结构的人。初写小
说，便具有这样的架构长篇小说的能力，
真是难能可贵。当然，我不是说它没有缺

点，若从更高水准的要求，还有不足。比
如结构层次的铺排、推进，以及内在高潮
的形成，还可以进一步展现出来，从而使
作品的主题旨意能表达更强烈。

第五点，小说的人物。从头到尾，有
三个主要人物：白川、孙鸣飞、韩浩平。三
个人物的命运变化，构成小说的三条主线。
其他人物由这三个人物来勾连，形成主要
人物、次主要人物以及次要人物，组成复杂
的人际关系网，并由此铺展开广阔的社会
生活画卷。我的阅读判断是，三个主要人
物里，韩浩平写得最好。完成了一个从家
奴式的、被动生活的男人向一个开放、刚强
的真正男人的蜕变。其他人物，负能量的
人物写得还是好，正能量的人物相比之下
稍欠一点。这不怪刘林海，这是由在生活
中写生活这种太过现实主义的写法造成
的。可能在律师接触的人群中，负能量的
典型人物多，个性突出，写起来鲜活，而正
能量人物少，难以概括和典型化。刘林海
面临着柳青写梁生宝同样的难题。

第六点，说说人物结构和小说结尾。
说老实话，小说最后写得很好看、很吸引
人，写得跟看电影大片一样。但看完一
想，进了一个固定套路。一是一切问题的
终极解决都是去找一个尚方宝剑。这种
残余封建思维要不得。一切希望还是放
在一个有权的好人身上吗？二是正义战
胜邪恶，太俗套的大片思维。第三个就是
恶人得恶报，好人得好报。这种虚假的宿

命论，是刘林海的理论吗？这是小说要表
达的吗？不一定。更重要的是，这是小说
内容的潜在要素吗？我觉得形成一个开
放性结尾，两种力量决斗到最关键时刻，
难分胜负，戛然收尾，给读者留下沉思，更
合艺术逻辑。二是在现有人情人际关系
和法律规范的综合情势下，白川、苏春明、
韩浩平们设计的反杀计划和法网竟然失
败了，马秉义们凭借更高的智慧和更阴险
的手段成功规避要命的风险，生活还仍要
继续。这样更接近生活的本质，也更能引
起读者对生活本质的认知。

第七点，小说的叙述。叙述语言的基
本功相当好，80万字一气呵成。这是年轻
人才有的精力，刘林海竟然做到了。叙述
语言富有激情、生动流畅，很有吸引力，好
几个章节的叙述相当精彩，对话也生动形
象。当然若从现代小说叙述的高级技巧
来衡量，也有不足。这也可能是由一气呵
成造成的。事大于人的写法，让人物有时
会陷入冗长的事务中，有事大于人、多于
人之嫌；二是作者叙述主体太强大，人物
表现的主动性不够，人物过于听命于作
者，显得有些被动。作者让人物干什么人
物就干什么，人物干事的主动性被冲淡，
生命和性格层次还不太鲜活。当然这不
是林海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诸多作家甚至
大作家的通病，这里只
是提个醒，以后写作时
可细心体会。 □马玉琛

秋雨夜读
窗外有雨，屋内有书。伴着淅淅沥沥的

雨声，随手取出书柜上的一本书，坐在书桌
前，静静地读下去，思绪在文字间游走，心灵
在书香中远行。

秋雨淡淡，书香阵阵，我沉浸在书中不能
自拔，自己的心境随着作者的笔触忽明忽暗、
此起彼伏，被文中的故事深深吸引。此刻，阅
读的美好是听音乐、看视频无法比拟的，因为
阅读带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我们通过阅读
尝试着文中的语气、画面……不同的读者、不
同的环境、不同的心情，总会读出不一样的故
事。恰如，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

雨夜，温暖的橘黄色灯光下，光柔柔地洒
落在书页上，和着光影，翻动书页，咀嚼那字
里行间的滋味，思绪在狭小的空间里无限延
伸，沉浸在文字的美妙中。

人们常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
和远方。书中有诗，也有能够轻易到达的远
方，正如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郑辛遥老师的
漫画作品所展现的“人可以把书带到任何地
方，书也能把人带到任何地方”。

读书，可以跨越时空，让所有的远方变得
触手可及。远方是朱自清笔下的《背影》，是
冰心回忆里的《小桔灯》，是路遥心中的《平凡
的世界》，是陈忠实口中的《白鹿原》……一个
秋雨连连的夜晚，听着雨，看着书，仿佛远方
不再是远方，而是一句问候、一个背影、一抹
浅浅的微笑。

最是书香能致远，当书香遇见秋雨，我静
静地聆听，聆听滴滴答答的雨声，聆听星星
点点的故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
想说，不是在最美的时光遇见了书香、邂逅
了秋雨，而是在这段时间同时巧遇了书香和
秋雨，才让这段平凡寂寥的时光变得如此
美好温润。

雨，还在下，书中的故事在继续，思想在
远行…… □李团结

据媒体报道，最近武汉冒出
不少新行当，如密室逃脱剧情设
计师、特种无人机设计师、汉服
设计师、收纳整理师等，有些行
当闻所未闻，却开始满足市民日
益个性化的需求。就在今年，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
总局和统计局，已正式向社会发
布了包括电子竞技运营师等 13
个新职业信息。

当下社会上新职业的出现，一般很难
绝对地判定原动力是需求还是新创。比如

所谓的“密室逃脱剧情设计”，在成为新兴
职业之前，只是玩玩而已，并未提升到社会
需求的高度。但对有心的创业者而言，一双
慧眼没准成就了一项事业。以此类推，新行
当或新职业其实或由供需双方共同催生。

新职业带来了新机会。当人们说某个
城市机会多，意味着这里活力四射，创造
力强。虽然从大的趋势看，经济和人口结
构不断变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新的社
会需求自然增多，相应的新兴行当便会出
现；但现实表明，由于城市活力和创造力
的不同，新兴职业的出现频率及其发展态

势自会存在差异。
以我国一线、新一线城市为例，虽然

各个城市各有特点，但就城市共性而言，
大多不离开放度高、创造力强、成就事业
机会多等几个方面；给人的印象，即是城
市充满活力，常开风气之先，新行当、新职
业亦层出不穷。

微观上看，新行当、新职业的频现，得
益于人们对潜在需求的敏感和创业、创意
的冲动。家庭丰盛固然好，却给家庭、企业
的有限空间带来压力，收纳整理师便应运
而生。“密室逃脱设计”贵在创意，一些年轻

人由“玩家”起始，最后完成了向创业的华
丽转身，据称当下武汉的相关团队已在十
支以上。武汉更有业余无人机爱好者走上
了创业之路，城市无人机产业发展迅速的
态势中，也有他们的贡献。

如同光谷创业集群的风生水起彰显了
城市活力，那些始于热爱生活的“玩”而终
于开拓事业“干”出一片新天地的图景，同
样是城市活力的生动元素。武汉从传统产
业的重镇，发展至今为新兴产业的勃发之
地，原因很多，但城市活力应是其中的一个
重要方面。 □梅明蕾

新兴职业彰显城市活力焦
点
评
论

这几天，陕西西安一家
“喝风辟谷国学文化传播有
限责任公司”因被列入政府
补 贴 名 单 而 引 发 广 泛 关
注。据报道，在西安曲江文
化产业发展中心公布的第
二季度企业双创券兑付名
单中，这家“喝风辟谷”公司
赫然在列。在日常宣传中，
该公司多次宣称辟谷具有
减肥、减龄、治疗胃病等神
奇功效，引发关注和质疑。

“ 辟 谷 ”，即“ 不 食 五
谷”。“喝风辟谷”公司宣称

可以通过不进食的方式来实现所谓
治病养生的目的。在引起公众质疑
后，西安市工商管理局曲江分局已成
立调查组，对该公司依法依规调查，
公司目前已暂停营业，第二季度双创
补贴申领资格也被取消。

辟谷的真实作用到底有哪些，医
学界尚未有定论，对这一“养生”方法
尚缺乏专业论证。该公司在没有得
到专业佐证的情况下就大肆宣扬“喝
风辟谷”的各种神奇功效，确有虚假
宣传之嫌。

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
养生和健康成为社会趋势，并由此促
进了养生产业的发展。然而，养生领
域的新需求，也滋生了不少乱象，让
养生成了伪科学的重灾区。很多养
生骗局广泛传播，不少人仍轻信一些
经不起推敲或尚未证实的所谓“养
生”疗法。

养生走了“偏门”，经济损失事
小、伤害身体事大。消费者务必要保持清醒头
脑，避免踩入陷阱，对一些未得到官方权威机构
认证的“养生”疗法不要轻信，应保持警惕和怀疑
态度，做好自身健康的“守门人”。

如今，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
诉求也越来越高，但民众的健康素养却并未提升
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人体有着极其复杂的运行
机理，大家都知道“多运动”的好处，但运动本身
需要与人的惰性相抗衡。“喝风”“断食”，如此“简
单易行”怎能达到养生目的？其实只要静下心
来、细细思索，就能发现其中“忽悠”的成分。

“养生套路”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喝风辟
谷”之所以引发关注，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样一
家事实功效尚未得到证实的公司，竟然堂而皇
之地拿到了“官方认证”的双创补贴。毋庸讳
言，养生领域的创新创业热度不减，为民众健
康贡献良多。但也有一些人以“创新”为幌子
浑水摸鱼，利用民众的养生需求大赚黑心钱，
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对孵化入驻平台和监管部
门提出了新的要求。

健康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加强运动……
这些虽是想要保持身体健康的老生常谈，却也是
最不会“踩坑”的办法。“老生常谈”，或许就是对
付层出不穷的骗局的最好武器。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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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家暴了，过去的半年我仿佛活在噩梦里，关
于家暴的一切，我必须说出来！”11月25日，知名仿妆
博主宇芽发布一则长达12分钟的视频，讲述自己多次
被前男友家暴一事，迅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6日，重
庆市江北区公安局和重庆市妇联均介入调查此事。

11月25日是联合国确定“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
第20周年，网红博主宇芽选择在这一天公开曝光自
己被前男友家暴的事实，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反家暴
日”活动的影响。而她身为网红博主的身份，也让此
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被称为“家庭癌症”的
家暴问题，再次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公共议题。

客观而言，在反家暴的道路上，我们一直没有放
弃努力。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正式施行。今年1 月1 日，我国第一部关于预
防、处置家庭暴力的综合性地方性法规《山东省反家
庭暴力条例》也开始实施。不管是有关法律法规的进
一步完善，还是社会舆论的引导和关注，相比之前都
有了不小的进步。

应该说，这些努力对减少家暴案件的发生起到了

积极作用，但是对现实也不能过于乐观。就
全国范围内来看，家暴现象仍旧属于高发、频
发的范畴，只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可能因为没
有酿成严重的后果，或者是被家暴者不具有
像网红博主宇芽一样的公众人物的身份，所
以才没有被曝光，没有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

不少人对家暴的认识存在误区。除了受
“家丑不可外扬”传统理念的影响，有人认为
没有结婚，只是男女朋友或同居的关系，就不
算是家暴；还有人觉得男女已经离婚了，但是
在离婚不离家等特殊状态下发生的家暴，也不算是家
暴。实际上，以上种种都属于家暴的范畴，所以只要
自己遭遇了家暴，就要拿起法律武器，或者是向有关
部门求助。

所以说，我们要努力把家暴扼杀在“第一次”，不
给它“第二次”的机会。而在受害人寻求帮助之后，妇
联、社区机构、公益组织、公安机关、法院等都要及时
介入，依法履行职能和责任，合力严惩施暴者，尽最大
努力保护受害人。 □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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