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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迹又推新作《美景都在路上》
作家萧迹创作的散文集《美景都

在路上》，近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
版。全书约三十余万字，分“真水
无香”“岁月有痕”“秉烛夜读”“龙
吟虎啸”四部分，分别记录下了作

者对于生命的启示，生活的感悟和
路上的风景，以及一些评论家对其
作品的书评。

萧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
省作协签约作家，西安市百名骨干艺

术家。萧迹目前已出版十二部长篇
小说，两部散文集。其中《团委书记》
荣获团中央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
《大铁路》荣获安徽省第十二届“五个
一工程”奖。 □晓闻

近日，残疾作家王庭德诗集《心
灵的灯盏》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

王庭德，1981 年生于陕西省旬
阳县铜钱关镇，是一名身高 1.16 米
的侏儒青年。受社会资助读完初中
后，他做过洗碗工、卖报郎、乡村报
道员等，爱好写作，累计发表作品
300 多万字。2013 年西北大学出版

社公开出版其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这个世界无须仰视》，该书当年荣
登畅销书排行榜榜首，王庭德也因
此获“陕西省残疾人优秀作家奖”等
多项荣誉。

《心灵的灯盏》分“侏儒先生日
记”“我心飞翔”“梦中女孩”“一瓣心
香”“师友评说”五辑。前四辑收录
了王庭德现代诗 150首，内容涉及言

志、咏物、抒怀、爱情等多方面。第
五辑收诗 11 首，主要为作者文坛师
友对其人生和文学的奖掖评价。

诗集《心灵的灯盏》由著名作家贾
平凹题写书名并作序。众多评论家认
为，王庭德的诗歌“涉猎广泛，有言志、
抒情、咏物、绘景，表现了作者对人生
的思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理想的
执着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振宇

王庭德诗集《心灵的灯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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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树叶算
什么垃圾？”“ 我 们
小区怎么找不到分
类垃圾桶？”“什么
时候加派垃圾分类
指导员？”“扔厨余
垃圾一定要‘破袋’
吗？”……随着新版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实施，市民热
线相关来电量直线上
升。半个月来，12345
接到垃圾分类相关来
电6000多件，其中诉
求类电话超9成。

垃圾分类涉及千家万户
的生活习惯之变，认同支持不
易，付诸实践更难。如今新规
落地半月有余，许多市民刚刚
尝试垃圾分类，有困惑、有困
难、有意见，再正常不过。市
民热线的火热，正是人们关
注度显著提升的缩影。数据
显示，新规落地之后，北京地
区垃圾分类相关问题的搜索
量环比上涨 108%，在全国各
地垃圾分类搜索热度排名中
位列第一。无论是对“你是
什么垃圾”的追问，对小区
物业行动迟缓、垃圾桶配备
不齐的吐槽，还是“北京版垃
圾分类顺口溜”的流行，都反
映了人们对眼下这件新事的
上心用心。

关注度连着参与度，垃圾分类成为全
民话题是好事。街头巷尾、网络报端的讨
论之中隐藏着现实问题，而回应诉求、解
决问题，正是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路
径。社会对于新生事物总有一个接受过
程，讨论越充分，就越能够消除分歧、凝聚
共识。具体到垃圾分类上，讨论明白了各
色物品是什么垃圾、社区分类有啥好招，可
以直接指导实践。而从宏观层面看，这种
舆论热度持续叠加，则能触发“滚雪球”效
应，进一步激活人们的参与度。从这个角
度说，相关讨论大可更热烈一些，话题、段
子、社交梗皆多多益善。

2019 年，北京日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为
2.77 万吨，相当于人均每天制造垃圾约 1.3
公斤。垃圾分类看似小事，实则关系未
来。对于这场难打的“攻坚战”“持久战”，
必须具体地分解到“每一天”“每个人”。心
理学上有个“正强化”概念：一个人如果因
某种行为得到赞赏或鼓励，以后从事这种
行为的概率和次数就会增加。照此看来，
强化宣传之外，我们还要多一些引导鼓励，
不断提升市民对垃圾分类的接受度和参与
度。抓住战机，多措并举，这场全民革命方
有望胜利。 □胡宇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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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正式颁布 70 周年。近期，
各地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展示 70
年来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建设取得
的巨大成就，展现广大群众追求幸
福婚姻、美满家庭的历史画面。一
个个婚姻故事，一幕幕家庭场景，
折射出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

婚姻关系着个人成长、家庭幸
福，关系着社会文明和谐。70 年

前，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建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新型婚
姻家庭制度，确立了男女平等、夫妻互爱、
团结和睦的婚姻家庭观，极大解放和发展

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以此为标志，广大人民群众彻底从旧时代
的婚姻制度桎梏中走出，真切感受到了社
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温暖。70 年来，在
婚姻法的框架下，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建
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守护了几代人的婚
姻生活，浓缩了无数中国人的爱与记忆，汇
聚成一条奔流至今的温暖河流。

婚姻家庭的时代切面，是国家繁荣昌
盛的重要见证，也是社会发展进步多棱镜
的重要侧面。一代代人、一个个家庭，与
时代大潮奔涌同行，体现着社会风尚与价
值观的时代变迁，也见证了人们生活质量
的提高。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1980 年和 2001 年，我国先后对婚姻法进行
了修订和修正，增加了夫妻约定财产制、
无效婚姻等内容，完善了对家庭暴力受害
者、被遗弃家庭成员的救助制度，在建立
和维护平等、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将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维护公
民婚姻权利。在相关法律制度的推动下，
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守法自觉性不断
提升，公民的婚姻行为更加规范有序、符
合法治精神。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今
天关注婚姻和家庭，关注的正是社会细胞
的健康、社会肌理的通达，关注的是婚姻

家庭视角下的家国关系。不管是写就新
时代社会治理大文章，还是追求日常生活
的美满，主角都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家
庭。70 年来，从“三大件”“三转一响”到现
在常见的智能家电，中国人的“婚礼标配”
勾勒出时代的沧桑巨变。如今，移风易
俗、喜事新办的文明新风正在形成，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希望在婚礼上体现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正确的婚姻观念和家庭伦理
道德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民政部门
进一步完善婚姻管理制度体系，通过互联
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更好适应社会发展
和人民群众需要，为每一个社会细胞的健
康幸福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曹玲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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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认养
不改变文物所有权，鼓

励引导社会组织、企业或个
人通过出资修缮、认养等方
式，参与特定文物的保护利
用……2017 年起，山西省推
出“文明守望工程”，3年来全
省88处文物古建被认养。因
地制宜、积极创新，探索文物
认养等新办法，有助于更好
激发文物保护利用的潜能。

□文/于石 图/曹一

漫 评

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形 势 持 续 走 好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开
始出门旅游。为了满足广大旅客
的 旅 行 需 求 、提 高 乘 车 安 全 性 和
舒 适 性 ，由 中 国 铁 路 济 南 局 集 团
有限公司重点升级打造的 7053 次
网 红 小 火 车 ，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
起 启 用 ，该 列 车 的 车 厢 全 部 升 级
为“空调车”，车头由内燃机车升级
为电力机车，票价不变。

2020 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攻坚之年。“慢火车”作为铁路扶贫的
一项重要举措，让越来越多的农家特产通过“慢
火车”走出大山，许许多多的就业机会也通过

“慢火车”来到身边。票价低、承载能力大的优
势让“慢火车”备受沿线老百姓的欢迎与信赖。

在高铁飞速发展的今天，“慢火车”似乎已
经成为遥远的过去。铁路部门在大力发展高
铁建设的同时，不断优化列车服务、完善车体
硬件、提升开行效率，让百姓乘坐“慢火车”更
加安全、舒适。给旅客们带来舒适、惬意的悠
闲时光，享受着铁路带来的优质服务。越来越
多的旅客乘坐慢火车来欣赏沿途美景，品尝农
家饭，既充分开发了绿水青山，又拉来了“金山
银山”，可以说是慢火车拉动了山区经济的发
展，开出了山区百姓的幸福之路。

“慢火车”的开行是铁路部门坚定不移开
展扶贫工作的缩影。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尽快

脱贫致富，铁路部门利用12306平台，专门开设
了电商扶贫商城，实现了铁路消费扶贫由线下
到线上的拓展延伸。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一条条铁路新线
纵贯南北东西，连接城市乡村，贫困地区路网
布 局 逐 步 完 善 ，百 姓 出 行 的 道 路 更 加 畅
通。“慢火车”虽慢，却承载山区百姓出行、
致富的希望，特别是目前还没有通高铁的
山区乡村，慢火车为城乡之间唯一沟通交
流的桥梁。“慢火车”的开行是铁路部门积极
响应国家关于精准扶贫的号召，把帮扶精准
地送到了百姓的心坎里，让沿线百姓及时抓
住机遇，装载着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驶向小康站。 □柯玮

慢火车承载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希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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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两小时，围观两百万……近
日，门头沟区委区政府联合北京日报，在
电商平台上推出“逛潭柘戒台·赏京西山
水·住精品民宿·尝鲜门头沟大樱桃”直播
活动。副区长、区文旅局局长等“特殊主
播”出镜带货，收获了颇为喜人的成绩。

京郊特色农产品丰富，眼下受疫
情影响，采摘等传统项目遇冷，以往供
不应求的“鲜货”面临滞销。此次门头
沟干部借着直播东风，主动打破困局，

体现出应有的担当。镜头前，副区长详细讲解
着大樱桃的卖点，带货间隙，还不忘介绍门头
沟的风土人情、文化渊源，搭配送出“一元秒门

票”等硬核郊游福利，接地气的营销方式，着实
给当地带来了流量和人气。直播间的火热证
明了优质产品的市场潜力，也给了我们很多思
考。干部带货，自带信任也自带流量，的确是
带动当地增收、提振特色产业的抓手。

当然，培养起消费者的认知度，关键还是
要靠产品的品质和品牌。放眼京郊大地，既有
怀柔板栗、昌平苹果、平谷大桃等特色农产品，
也有潭柘寺、十渡、百里画廊等旅游景区。这
些资源品质过硬，其中一些在北京当地的名气
也是响当当的，可放到互联网这个大平台上，
知名度、美誉度就有所“稀释”，如何在更大的
市场中脱颖而出？特别是让一些尚不为人熟

知的特色农产品走出北京、叫响全国？
干部直播带货是令人欣喜的第一步，更重

要的是后续品牌建设抓紧跟上。在生产环节上，
严把质量，讲究诚信。在销售环节上，不能只有
干部吆喝，广大农民也要尽快入局，用好手机这
个“新农具”。北京作为首都，在网络平台、物流
运输、创意营销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近些年，有
些地方另辟蹊径，推广景观效果好、营养价值高
的优新农作物品种；联合文艺街区举办特色农产
品、高端休闲民宿等推介活动，都不失为有益尝
试。除了直播间，营销的天地和渠道只会越来越
广、越来越新，保持敏锐度和积极性，北京的好产
品、好风景必将拥抱更广阔的天地。 □郑宇飞

干部带货打品牌值得肯定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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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著名作家叶永烈于 5月
15日 9时 30分在上海长海医院病
逝，享年 80岁。叶永烈曾说：“《十
万个为什么》是我一生的财富。”从
第一版至第六版，他是《十万个为
什么》唯一全部参与编写的作者。

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
叶永烈建立了完善的个人创作档
案，各种文稿、书信、照片、采访录
音、笔记，作品剪报、评论、样书等
均分类保存。他长期从事中国当
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
积累了大量的档案和口述历史资
料，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叶永烈创
作档案”，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研究
的原始文献。

《十万个为什么》改变了他的命运

第一次写《十万个为什么》时，
叶永烈还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
生。一部科学小品的投稿，改变了他
的命运。看到他文笔活泼，《十万个
为什么》的编辑曹燕芳就让他试写了
五个“为什么”，结果都被选中。最
后，他越写越多，化学分册 176 个

“为什么”，叶永烈写了163个。
不只是化学，还有天文、植物、

农业、生理卫生分册。第一版《十
万个为什么》中，900多个问题叶永
烈写了 300多个，可以说是第一版
写作量最大的作者。当时，一个

“为什么”稿费 5元，叶永烈一共拿
了一千多元的“巨款”！

《十万个为什么》不仅带给叶
永烈“财富”，也让他从普通大学生
变成了科普作家。叶永烈曾说：

“在写《十万个为什么》之前，我到
处投稿，但是命中率很低。”《十万
个为什么》出版后，他再也不用主
动投稿了，约稿不断。

终身大事也有《十万个为什
么》的功劳。叶永烈回浙江温州老
家相亲，上门提亲送给女友的礼物
就是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
后来，女孩成为了他的妻子，他们
的故事里也有“为什么”的味道！

他好像是一个成功的“跳槽者”

毕业后，叶永烈被分到了上海
仪器研究所工作。只待了一个月，
他就决定“跳槽”。当时，《十万个
为什么》将被搬上银幕。上海科学
教育电影制片厂厂长李资清听说
叶永烈想来电影厂，想都没想就答
应了。不过，化学出身的叶永烈并
不懂电影知识、导演技巧。经过艰
难地自学钻研，他很快就成为导演
中的“快手”。

1979年，经钱学森批准，叶永
烈进入航天员训练基地，拍了一
部半个小时的影片《载人航天》。
杨利伟上天时，叶永烈还出版了
一本《航天梦——叶永烈目击中
国航天秘史》，书中有很多的照
片、镜头是第一次公布，这源自他
1979年的经历。

在电影厂待了18年后，叶永烈
离开了。当时，有记者采访叶永
烈，看到他住很小的房子，工作条
件不好，当即通过内参写了他的故
事，方毅批示要改善叶永烈的工作
条件，给予创作的时间，并决定将
叶永烈调离电影厂，到上海市科协
担任常委工作。叶永烈回忆，“当
时是要往仕途上培养我，但我真的
喜欢写作。”

1987年，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
家招聘，叶永烈通过考试、审核后，
成为首批8位作家之一。这是他又
一次跳槽，从此彻底转到文学的轨
道上来。回想从化学到电影，再到
文学，叶永烈始终心向热爱。但
是，大学系主任严仁荫教授说的那
句，“我白教你了”，他还是会想
起！还有很多同学说他是化学系
的“叛徒”。人生很短，大抵还是要
做自己热爱的事吧，叶永烈这样前
行着。

《十万个为什么》是中国科普的标志

出生于 1992年的科普工作者
苏澄宇是动物科学方向的硕士，同
时也是知乎上的优质作者。这位
年轻的科普牛人坦言，带领他走进
科学世界并立志成为科普作者的
作品便是《十万个为什么》。在他
看来，包括叶永烈先生在内的中国
优秀科学家创作的《十万个为什
么》是中国原创科普领域里一座绝
对的高峰。

苏澄宇说：“‘为什么’这三个
字也贯穿了我的写作方式。在写
科普的时候，我更倾向于去写一些

‘为什么’的问题，而不是‘是什么’
的问题。单纯从个人角度来看，

‘为什么’更代表了好奇心。好奇
心是当年的《十万个为什么》带给
我的，也是现在我最看重的东西。”

从11岁起发表作品，19岁写作
第一本书，20岁成为《十万个为什
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
漫游未来》……这漫长的创作岁
月，叶永烈出版 180多部著作，写
了 3000余万字。 □刘婧婷

书人书事

乡愁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从古
至今的文人墨客们都把乡愁跃然于纸
上，他们把故乡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
书写了下来，经过岁月的洗礼成就了一
篇篇流传的经典力作。我觉得写故乡的
人，都是不忘本的人，是有爱的人，他们
用一段精美的文字留住了对故乡的记
忆，见证了一个远去的时代。

恩师党长青的散文集《用什么留住
乡愁》就要出版了，党长青既是我的老师
又是同乡，所以读他的作品总是倍感亲
切。最初读他的作品是在初中，那时他
是我的语文老师，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每
一篇作品我都会翻来覆去地读上好几
遍；还有他每天都利用课余时间为我们
摘抄好句好段，让好多同学都受益匪浅。

他是我遇到的在创作上极为勤奋的
写作者之一，他的创作从未停止过，就像
一眼叮咚泉水在陕北高原上常年肆意流
淌。陕北大地是一部不朽的史诗，在这
部不朽的史诗里孕育了浓厚的高原文
化:信天游、剪纸、酒曲等，但随着工业化
的发展，酸楚的信天游渐行渐远。而他

的作品《勾魂摄魄的信天游》就是呼吁我
们不要沉迷于网络，精彩的生活还需要
抒情的曲调填充。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
带着思考去写的，他将心中的所想都变
成了一行行文字，他想用自己的思考去
唤醒那些还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人，他在
《用石头垒砌的神秘和薄凉》《乡音到处
可御寒》两篇散文的结尾中分别这样写
道：“让那条秃尾河以泪的浓度冲洗这些
沉醉过仍沉睡的石头……惟我独醒!”

“乡音到处可御寒，乡音不闻怎牵连……
乡土的根没了，乡音也是飘零的。”这就是
他的思考，也是写这两篇文章的初衷所在。

在他的眼里故乡是一幅绝美的画
卷，那里有生他的父亲母亲，有养育他
的黄天厚土。故乡是永远写不完的作
品，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涉及了故乡，故乡
的人、事、物就像一幅画一样深深地刻在
了他的脑海里。这些都是他熟悉的风景，
作品《捋不直的故乡炊烟》《秋雨如泪洗
乡愁》《雪话毛乌素》《酸菜·猪肉·旧瓦
房》《飘荡的雷声是夏天的惊叹》《给冰凉
的村庄戴一副手套》都表达了他对故乡

最深沉的眷恋和热爱。
他是一个敢说又敢写的人，敢于

思考和书写底层群众生活的真实情况，
诸如作品《在隔离的日子里“被思考”》
《决不能“纸上扶贫”》《浅谈农村老年人
的养老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我们每家
每户，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但有几个
人能把这些问题写出来，提出来。只有
敢于直面生活的人，才能勇敢地发表自
己的意见，冷静地去思考老百姓柴、米、
油、盐背后的事。

他的写作范畴涉及较广，这与他丰
富的阅历息息相关。他写丰富而又多彩
的乡村生活，也写孤独无味的城市生
活。他见证了故乡大保当一村一镇的变
化，也见证农村走向工业化的翻天巨
变。这就是他所经历的，也是他心里那
团永远也抹不开的乡愁。

好的作品只有静下心来慢慢读，才
能将自己融入进去，感受到它的味道所
在、价值所在。作为他的学生，读他的
作品时，脑海中经常会闪现出他和他的
故乡画面，不禁让我感动。 □漠风

故乡穿梭在记忆与思考之间
——读党长青散文集《用什么留住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