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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时工作忙，杂事多，在
单位读书的时间不是很长，因
此养成了夜读的习惯。夜晚，
人更容易沉静下来。我没有
书房，也不习惯正襟危坐在桌
子上读，所以早早吃过晚饭，
把一切杂事干完，洗完脸刷完
牙，靠在床上，打开自己喜欢
的书，泡上一杯绿茶，细细啜
饮，慢慢展读，渐渐，外面的
酷暑或严冬也就淡然了，心
归于宁静。白天的喧闹、紧
张与劳累，工作上的纠结和
烦恼，在文字的涤荡中也渐渐
遗忘……文字的好处，就在于
它会让你用想象去丰满，用情
感去呼吸。

春夏秋冬，寒暑往来，日复
一日早出晚归的生活难免单
调。喧嚣的白昼仿佛是人生的
棋局，虚虚实实，祸兮福兮，你
身在其中，不得不小心翼翼，处

心积虑，甚至是随波逐流。然
而天黑之后，幸好有夜读，可以
让我安静浸润在文字的清凉
里，洗去身心疲惫。心随文行，
我随心动，暂时安歇下来，回归
自己。天长日久，这纯粹的独
处里，也就有了隐者的风雅。

在古代，夜读有“夜航”一
说，实在是形象。万籁俱寂，
晚风细细，欸乃声声，实在是
美极。

人生美味是清欢，人生美好
有夜读。在夜航船上，和书厮磨
久了，难免日久生情，有了相互
托付的慰藉和依靠。就像有情
人那样，即便是平凡的一对夫
妻，一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就有了诗意，有了悠长的幸福
和美好。 □姜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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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省深圳市政府网站
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
（征求意见稿）》，在规范职工健康
管理方面提出诸多明确要求，其
中明确提及的“强制休假制度”引
起网友热议。

目前，心脑血管疾病、颈椎病
等慢性非传染病以及新发传染病等
健康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影响
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总体健康

水平。在亚健康成为诸多群体的潜在威胁的
背景下，关爱劳动者职业健康已经成为促进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鉴于此，上述征求意见稿中的多项

条款明确指向了当前各行各业职业健康保
护中的痛点。比如，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严
格执行员工带薪休假制度、对脑力和体力
劳动负荷较重的员工，实行轮休制度；加强
对长时间伏案低头工作或者长期前倾坐姿
的员工以及教师、医疗卫生人员、警察、驾
驶员、消防员、环卫工人等特殊职业人群的
健康管理；对处于特定时期、特定岗位、经
历突发事件的职工给予心理疏导和提供心
理援助。具体的规定细则也让被“点到名”
的各行业劳动者充满期待。

前段时间，某招聘平台发布的一项报
告显示，由于疫情发展态势和防控政策的
不同，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开始洗牌。其中

呈现出的一个规律是，城市应对疫情的能力
和效果、对医疗卫生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视程
度等，已经成为户口、待遇等要素之外吸引
人才的新的关键因素。可见，一个城市人性
化管理的理念、能力和水平，在当下的“抢人
大战”中已经开始发挥出潜在作用。

任何一项新规，在推行过程中，难免会
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职业健康的保障更
需要调动各方主体的积极作为与配合。监
管部门也须切实履责，积极作为，真正为职
业健康保驾护航。当然，有些以牺牲健康
为代价，为了升职加薪拼命加班的劳动者
也应明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垮
了，一切都是空谈。

去 年 出 台 的《健 康 中 国 行 动（2019-
2030 年）》明确把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列入其
中。具体目标是强化政府监管职责，督促
用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提升职业健康工
作水平。深圳的上述规定，也是对职业健
康保护行动的积极响应。

一份以保障居民健康为出发点的地方
行政法规，透露出一座城市“以人为本”的暖
意。某种角度上说，注重生活质量、呵护人
才成长，已经成为各地人才竞争的“软实
力”，谁有能力和智慧把这份暖意和“软实
力”落到实处、释放出硬核魅力，谁就更容易
受到人才青睐，进而更有可能为未来应对各
种竞争储备更多的后备力量。 □曲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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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老年代步车”为
代表的低速电动车产业
始于十多年前，一直存
在生产经营无序、车辆
无牌无证上路、交通事
故频发等乱象。该行业
已颇具规模，究竟该禁
止，还是应规范？

“老年代步车”之
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其
在定位上钻空子、打擦
边球——时速五六十
公里，搭载三四人，接
近小型机动车，却不在
有关部门划定的机动

车目录范围内。不上牌照，不考
驾照，售价不高，没啥门槛，符合
一些人的胃口。

恰恰因为处于灰色地带，缺
乏安全标准的“老年代步车”本
身就存在隐患，无驾照和牌照更
令驾驶者技术、遵守交规意识存
在大大问号。风险因素叠加，涉
及“老年代步车”的交通事故频
发就不难理解。

人人都是交通参与者，安全
面前，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所
以，有关问题不仅牵扯“老年代
步车”的生产者和购买者，而且
关系到公共交通秩序和公众安全。

2018年11月，工信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要求
各地开展清理整顿工作，严禁新增低速电
动车产能，加强低速电动车规范管理。然
而，各地的执行情况令人回味。有的地方设
置过渡期，逐步淘汰“老年代步车”在内的低
速电动车。有的地方开展整治行动，效果并
未立竿见影。这之中，管理者面临的难点可
能是，简单收缴罚没可能引发争端，单纯批
评教育效果不尽人意。加之各地经济发展
水平、百姓收入存在差异，“老年代步车”生
产集中地区顾及如何转型升级……“一刀
切”恐难乐观。

正因如此，“升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
一批”的治理思路，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升级是指，具有实力的企业可以转型生
产新能源汽车，变为“正规军”。规范则是，
工信部正式向国标委提出四轮低速电动车
强制性标准立项申请，标准草案对低速电动
车的安全性能、动力电池等都提出了详细技
术要求，旨在规范低速电动车行业有序健康
发展。淘汰剑指无资质、无实力、无前途的

“小作坊”，令其关门大吉。统筹规划，因情
施策，才能有的放矢，为有效治理奠定基础。

规范管理低速电动车，更要有法可依。
在驾驶员考核、专用牌照、车辆年检、投保理
赔、行驶区域等方面，要制定相应法规。在
法治框架下，在规范治理中，消除盲区空子，
低速电动车才能驶出灰色地带。 □蒋萌

315国道青海段以风景秀美闻名，穿行于茫
茫戈壁中的公路如一条青色丝带伸向天边，其
中极具特色的U型公路在近些年更是成了网红

“打卡”地。然而，一些游客的“打卡”行为一点
都不美。他们将车停在路边，扎堆在道路中间，
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进行拍照。公路上不时有
车辆驶过，其中更不乏重型货车。出于保护车
辆和行人安全，当地交警增派警力在此路段巡
逻喊话，并在多处设置警示提示牌，但有的游客
丝毫不以为意，拍得不亦乐乎。

如今，许多人喜欢在互联网上分享自己生
活旅行中遇到的美景、美食、美图，这并不是坏
事。但近年来，不少人并不满足普通的拍照分

享，而是寻求更刺激的拍摄体验，更高端的视觉
效果，甚至“拼着命”在公路、铁道上摆拍。这些
看似很美很高端的照片背后，其实都有着极大
的安全隐患，不仅容易逼停正常行驶的车辆，造
成道路拥堵，还有可能因为车辆躲避不及给行
车人员和拍照人带来重大伤亡。

用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做赌注的“打卡”一
点都不美，这样的行为严重威胁生命安全和行
车安全。杜绝这种危险行为，除了要严格落实
道路相关管理规定，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
度，也要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安全教育、生命教
育，让遵守道路安全法律法规、敬畏生命成为人
们的共识，成为全社会的新风尚。 □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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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时锋 图/徐骏
当下，人工智能大热，智能语音技术在

很多领域得到应用。当这项技术成为电
话销售行业高效率、低成本的“法宝”，消
费者更加防不胜防。骚扰电话这一顽疾不
仅久治不愈，还搭上了人工智能“快车”，衍
生出灰色产业链，影响了公众的信息安
全、生活秩序。业内人士建议，治理骚扰
电话关键在于电信运营商要发挥真正的
规制作用，打破利益链条，采取强有力技
术手段和措施来打击骚扰电话行为。

防 不 胜 防

漫 评“出租微信加我，长期有
效”“高价收微信，不想卖的可
以租，一天180元”……近期，
一些朋友圈、微信群里出现了
类似“广告”。据笔者调查发
现，一些人贪图小利，把自己
的微信号出租给别人，这些微
信号大多被不法分子用来实
施诈骗、洗钱等犯罪活动。

用户出租微信号，不仅面
临微信账号丢失、个人信息泄
露、账号资金被盗等风险，更
可能因账号被他人利用从事
违法行为，导致用户本人承担
法律责任。无利不起早，不法
分子之所以出钱租用微信号，
看中的就是微信号的朋友圈
资源、支付功能等可以为实施
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便利。

在注册微信账号时，用户
和微信平台签订的《腾讯微信
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就明确
约定，微信用户不得赠予、借
用、租用、转让、售卖微信账号

或者以其他方式许
可他人使用微信账
号。不过，不少用
户不会仔细看平台
的服务协议，还有
的明知微信号是不
允许出租的，但抱
着侥幸心理，认为
自己私底下出租账
号，微信平台又不知道是
否本人在使用，可以神不
知鬼不觉出租牟利。然
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租用微信号从事违法犯

罪的不法分子最终都会落入
法网，出租方自然会被“拔出
萝卜带出泥”。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的《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针
对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
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
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
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
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
等帮助的行为独立入罪。根
据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
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
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
助的，可以认定行为人帮助
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
罪，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违法
所得一万元以上的，或被帮
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
后果等情形，可以认定为刑
法规定的“情节严重”。

注册微信号免费，不等于
出租可以免责。眼下，有必要
加强普法宣传，让“出租微信
号可能违法”成为常识。一方
面，微信平台应加大风险提
示力度，不仅提示不得租用、
转售微信账号，还应引用法

律条文，一针见血指出存在的法
律风险。除了服务协议外，还可
以探索推送消息、登录提醒等方
式更明确地告知，提高用户的防范
意识和重视程度。 □张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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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过去了 8年，
距离出版上一部小说已经过去了 10年，在今年 7
月的尾巴，莫言终于出版了新小说《晚熟的
人》——这也真是一部晚熟的小说。

在为新书举办的线上发布会上，莫言穿了
一件 30 年前的条纹衬衣，自嘲因为胖了很多，
这件过去显得宽松的衣服现在已经合身且显
瘦了。比衬衣的时间更久远的是他小说中的
故事，“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是我的小学同学，
时间一下子回到五六十年前，小说里的人物跟
我一样在慢慢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成长，

并晚熟”。
关于书名中“晚熟”的概念，莫言解释，如

果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过早地成熟了、定
型了、不变化了，他的艺术创作之路也就走到
了终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希望自
己能够晚熟，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和艺术创作力
能够保持得更长久一些。

莫言曾自称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晚熟
的人》包含 12 个故事，和以前的作品相比，讲
的不再是“英雄好汉王八蛋”，而转向了那些最
不起眼的小人物——就好像从我们身边走出
来的一样。只有看完他们的故事，才恍然大
悟，原来莫言要讲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
要串起一个时代的潮起潮落。

在《红唇滤嘴》中，他塑造了一个网络“大
咖”的人物形象。高参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最
擅长胡编乱造、添油加醋，靠贩卖谣言发家致
富。她手下有上百个“水军”，让咬谁就咬谁，让
捧谁就捧谁，简直呼风唤雨。高参有一句名言：

“在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
上，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

在《天下太平》中，二昆晃晃手机，说：“我们
村子里的人，在我的培训下，都有强烈的新闻意
识，都能熟练地使用手机的录像功能，上到百岁
老人，下到五岁儿童。”

12个故事虽然各自独立，但拥有共同的背
景，高参、二昆之流，也仍然从高密东北乡走
来。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
乡早已一去不复返，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

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
莫言讲故事喜欢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

人》延续了这一习惯，而且故事中的“我”，大都
借用了作家本人在现实中的年龄和身份。他把
自己写进小说，而且毫不避讳向读者交代自己
获得诺奖后的生活。

在《晚熟的人》的腰封上，莫言的唯一头衔仍
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个颇有分量的头衔
在过去的 8年中，并没有为莫言的作品增添什么
新的目录。有人说莫言陷入了“诺奖魔咒”——
得了诺奖就很难再进行持续创作。

面对公众的质疑，莫言已经形成了一套惯常
的表达，通常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
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现在，作品终于问
世，他的回答也随之变了：“获奖 8年来我一直在
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

据统计，截至 2016年，莫言获奖后去了全世
界至少 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 26次会议、18
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特别是
在获奖后最初的 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
本书都没有看。

不过，在这 8年里，莫言写过戏曲、诗歌，也到
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依旧时刻关注着家国的
变迁，关注着周围的人和事——这些未必“没
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
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莫言说。

《晚熟的人》虽然晚
熟，但作家莫言终于回
来了。 □蒋肖斌

打破诺奖魔咒 莫言重回写作

书人书事

我与书

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的《老板不见了》一书正
式在互联网上发售，该书是由
作者陈佳勇历时三年，创作的
当代商战小说。

这是一部有关商海沉浮
的个人体悟与小说式实录，展
现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
一些民营投资公司的发展轨
迹。商界精英的胆识与局限，
年轻学子的野心与魄力，在作
者笔下得以全景式展现，耐人
寻味而引人深思，堪称商界
《围城》。 □李然

《老板不见了》网络发售

新书推荐

《南食记：长沙味
道》是美食作家巴陵的
新著，翻开书，即被浓
郁的湖湘美食所吸引，
墨香中似氤氲着让人
馋涎的味道，让人情不
自禁陶醉其中，随着他
的文字进行一场纸上
的寻味之旅。一篇篇
生动有趣的文字，像一
坛坛岁月酿造的美酒，
其味醇厚，其香悠远，让
人难以忘记。

湖南是闻名天下的
美食之地，湖南人爱吃、
会吃也是出了名的。作
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湖南
人，巴陵对湖南的美食
情有独钟。《南食记：长
沙味道》堪称是一幅寻
味长沙的美食地图，按
图索骥，会找寻到藏匿
在长沙城里城外的美味
佳肴。火宫殿被誉为

“长沙小吃王国”，号称
“八小吃十二肴”，囊括
了长沙的名小吃，有臭
豆腐、龙脂猪血、八宝
果饭、红烧蹄花、三角豆腐、发
丝百叶、蜜汁火腿、东安子鸡等，
仅仅是名字就让人馋涎不已。
去长沙，火宫殿的美食是不容错
过的，可品尝风味小吃，可享用
正宗湘菜，可听弹词湘曲，可观
火庙雄风，堪称是一种极致的
享受。

胃是有乡愁的，巴陵也不例
外，《南食记：长沙味道》是一本怀
乡之作，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有故
乡的风情风俗，有原汁原味的长
沙民俗，在他笔下，那些生活里最
寻常不过的吃食散发出了别样
魅力，让人欲罢不能。如《酸辣
绝味剁椒鱼头》，剁椒鱼头是湘
菜的代表，红红的剁椒覆盖在
白嫩的鱼头上，寓意鸿运当头，
象征着一种红红火火的生活和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鱼头看着
惊艳，吃着更惊艳，剁椒的酸味
渗透在鱼肉里，辣味催生出鱼
肉的香甜，充满着味道的诱惑。

书中还充溢着浓郁的烟火气
息，让你在优美、灵动的讲述中，
感受那一份舌尖上的缠绵和精神
上的享受。他在《莲蓬里剥青莲》
中写道：“我接过朋友递来的莲

蓬，掏出一颗硕大的青
莲……剥出莲子，直接
塞进嘴里，咬着脆脆的，
有股清香飘逸，也有鲜
嫩青涩味荡漾，慢慢嚼
碎莲子，汁水喷洒口腔，
甜味渗透喉咙，让人振
奋。再嚼，微苦，苦甜交
错；再吃，口吐清香，苦
不胜出。”在欣赏其文
字，体会其心情的同时，
更让人觉得唇齿留香，
物我交融，愉悦陶然。

岳麓山是闻名遐迩
的文化圣地，在巴陵笔
下，它成了美食圣地，藏
匿着诸多的吃食。有一
年冬，我去长沙看望几
个文友，终于得见慕名
已久的巴陵兄。在他的
带领下，游览了常人之
外的岳麓山，得益良
多。后来在一家素斋馆
吃面。面是素面，上面
覆着青菜、油豆腐、花生
米，以及碎红辣椒，看着
就无比诱人。一边吃着
面，一边听着雨，一边闲

聊，那情形至今难忘。
巴陵是美食家，亦是美文

家，他对美食有高品味的鉴赏
力，他能把对吃的氛围、吃的渊
源、吃的文化、吃的感受用雅致
的语言娓娓道来，别有一番才情
和风味。品读他的美食美文，就
是品读一位美食达人的独属食
经，它让我明白，美食不仅仅满
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更能反映一
个地区的文化背景，让人轻易就
能获得一份妙不可言的享受。

□吕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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