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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

暂坐人生迷茫里

极寒天气里有温暖守护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为应对

近期老百姓普遍关心的强降温问题，1
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
一步做好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确
保群众温暖过冬有关工作。

近期多地最低气温破有记录以来
的历史极值，目前又进入“三九天”，据气
象部门预测，1月中旬还有降温过程。
因此，让群众温暖安全过冬，既是对各相
关部门能源安全稳定保供能力的考验，
也是各地各相关部门把群众放在最高
位置、做好基本民生保障的必答卷。

做好群众取暖用能保障，要坚持
民本理念。当前，在用煤用电用气需求
大幅攀升的情况下，有关部门要全力组
织煤炭、电力、天然气增产增供，坚持群
众安全温暖过冬优先，切实保障民生需
求。决不能不顾实际“一刀切”，采用强
制禁煤方式推行清洁取暖，导致群众受
冻，而要坚持宜煤则煤、宜电则电、宜气
则气，确保群众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季。

做好群众取暖用能保障，要坚持
底线思维。各地各部门一定要统筹把
握好能源保供和安全生产的关系。一

方面，加强调度协调，压实各方保供
责任，调动储备资源，挖潜增产，应
急保供；另一方面，要确保安全前
提，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风险防控，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把安全弦时时、
牢牢绷紧。

切实做好取暖用能供应，确保即使
外面天寒地冻，群众屋里、心里也都温暖
如春，对于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来说，这
是责任，也是托付，是初心所系，也是民
心所盼，不能含糊，不能马虎，必须以百
姓心为心，做实做细做到位。 □毛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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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新时尚
□文/雨薇 图/沈海涛

随着新冠肺炎病例在多地不断出现，不
少地方近日相继发出通知，要求、引导或倡议
人们就地过年。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回家过年
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抹不去的情结。在严峻
的疫情防控形势下，会让许多人今年的春节
有些不同，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付出，这
种付出同样会被岁月铭记——你和我，曾为
这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尽己所能，守望相
助。希望就地过年成为今年的春节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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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推荐

走近日历书：看得见传统，留得住美丽

新书讯

著名诗人邢德朝诗集《面向阳光》
近日面世。该书所收录的 280 首诗
歌，是从邢德朝三十年来创作的 1000
余首诗歌中精选而出。在这本诗集
里，邢德朝用诗情记录社会经济的发
展及精神文明，抒写出自己对祖国的
崇敬和对人民的热爱。

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肖云儒在阅
读邢德朝的诗后说：邢德朝生活在现

代生活的旋涡里，冲击着他，裹挟着
他，时时诱发他心中诗的共鸣。他善
于观察，潜心研究，使诗意融入知识性
和趣味性，体现了历史文化的内涵。

邢德朝三十多年前开始写诗，先
后当过工人、编辑、记者、文化策划人
等，并在全国数百家报刊发表过千余
首诗歌，出版了诗集《年轮》《钟鼓楼
诗情》《关中》等。 □诗邨

邢德朝诗集《面向阳光》出版

陈益发诗集《大地行吟》出版
近日，中铁二十局职工

陈益发诗集《大地行吟》由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该
书共分游走黄河、黄河以
西、黄河以北、游走长江、长
江上游、长江以南六个小
辑，共 200首诗歌。

作者以大地行吟的根
系和触角，现实主义和人文
关怀的诗歌观念，抒发了行

走在祖国大好河山的见闻，
诗化地记录了个体生命轨
迹和时代发展的映现，形成
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为轴心
的地域歌吟。

这是作者对大地的敬
仰和崇拜，又是对历史巨
变中的经验与情感的表
达，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
地域性。 □宇文

导致 22 人被困的山东烟台栖霞市笏
山金矿事故，迟报时间长达30个小时。涉
事企业对生命的漠视，无异于草菅人命，
就是与人民为敌，国法必不容。

烟台市发布的消息显示，这起事故发
生在1月10日14时，但企业向栖霞市应急
管理部门报告时，已经是次日20时。长达
30 个小时的时间里，企业虽然组织了救
援，却始终没有向栖霞市应急管理部门报

告，直到发现救援难度超出自身能力，才
“揭开盖子”。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重大事故早报、
快报，早已成为共识。第一时间上报，意味
着政府部门可以更早、更专业、更大力度实
施救援，为被困或受伤人员争取更大脱险机
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就
明确规定，事故单位负责人在接到现场报告
后，应当在1小时内向地方政府部门上报事

故信息。同时，国家有关法律对迟报、瞒报
事故有严厉的惩罚规定。

然而，在一道道“高压线”面前，总有
个别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存在侥幸心理，
事故发生后不是抢时间争取救援力量，而
是“争取时间”将事故“大事化小”，企图逃
避处罚。直到藏不住了，才向上级政府部
门“求救”。

迟报，消耗的是被困人员脱困生还的

机会。笏山金矿事故中，第一时间上报和
拖延 30 个小时之后上报，可能导致 22 名
被困人员最终的命运截然不同。置 22 个
鲜活的生命于更加危险的境地，这样的企
业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春节将至，每个家庭都期盼团圆。我们
期盼22名被困人员能尽快脱险，也期待着
有关方面尽快揭开践踏生命的企业的“黑盖
子”，一查到底，给人民一个交代。 □陈灏

日前有网友爆料称，在某应
用软件商店中，一款名为“健康
码演示”的软件能够根据个人所
需随意显示各地健康码，明显涉
嫌违法。1月12日，浙江杭州市上
城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杭州警方已介入调查此事。

眼下，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虽然国内明显好于国
外，但多地出现散发病例提醒我
们，疫情防控不能松懈。在这种
情况下，应用商店出现“健康码
演示”APP 实在不应该，已经超
过 1000 次下载，给防疫埋下安
全隐患。

众所周知，健康码在去年以来的疫情
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以真实数据为
基础，既方便个人查询自身防疫状况，也
方便公共场所、防疫部门防疫管理。

报道显示，这款 APP 能够模拟各地
健康码、复工码、通行码的不同演示风
格；还可展示绿码、黄码、橙码、红码状
态，并可自定义显示数据，如地区、城市、
姓名等。如果有人下载后使用，就可能
向公共场所提供虚假的健康码。

假如持虚假健康码的人来自疫情中
高风险地区，或者已经是感染者，进入公
共场所的后果不堪设想。既给其他人的
健康造成威胁，也破坏了已经取得的防
控效果，继而增加城市乃至国家的防疫
成本。所以，这一事件须引起高度重视。

12 日，该应用已从应用商店下架。
但笔者以为，绝不能让其这么“溜走”。
因为有关责任人已涉嫌违法，就该受到
法律制裁。其中，开发者涉嫌违反《传染
病防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
定，严重的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而相关应用软件商店，没有严格落实管理责任，也应
受罚。根据《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应履行四项管理责任，包括
对应用程序提供者进行真实性、安全性、合法性等审核。

此外，还应该追查哪些人下载了“健康码演示”APP，
以此追踪有没有中高风险地区的用户利用这款软件提供
虚假健康码？这是避免该软件引发疫情的有效办法。即
便有人下载该款软件是出于好奇，也应该进行排除。

据上城区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通过该地
址查询不到公司，初步推断可能是个体行为或伪造地
址。但不管开发者是个人还是企业，胆敢挑战法律、挑
战防疫，应揪出“真凶”，以“杀一儆百”，维护防疫秩序
和法律威信。

杭州警方目前已对此事件介入调查，依法处置值
得期待。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尽管严格疫情防控
早已成为社会共识，但仍有人很任性，试图利用疫情开
发软件获利，同时还有应用商店助纣为虐。依法遏制
惩处这类违法违规行为，是加强疫情防控不可或缺的
一项重要工作。 □老鹰

我们每个人都迷茫过、徘徊过、无助过、浮
躁过，贾平凹的《暂坐》就是书写城市人这种心
路历程，他用深邃的思想，力透纸背的笔力还原
了城市人浑浊的生活现状，以及那种说不清道
不明的情绪表达。

《暂坐》精细表达了城市人一种普遍的生存
状态。小说每节呈现一个女人的故事，虽没有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却用精彩的人物对话，细
致的内心挖掘，彰显了平淡生活中的离奇，让我
们看到平淡生活中的那一丝亮光、一丝隐忍、一
丝奇趣。城市人平淡的喝茶、吃饭、娱乐、交友
等日常，却写得那么细致入微，甚至连城市人每
天的情绪，都精细表达出来，着实让人唏嘘不
已。透过这精细的描写，我们看清了自己在城
市里的影子。

小说写出了城市人面临的陷阱，以及面临的
各种各样的诱惑；写出了城市人精神的堕落和救
赎，也写出了城市人的改变。“大家都是土地，大
家又都各自是一条河水，谁也不要想着改变谁，
而河水择地而流，流着就在清洗土地，滋养着土
地，也不知不觉地该改变的都慢慢改变了。”同
时，小说也写出了城市人一种欲望的倾倒。

《暂坐》巧妙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变。小说

中描写的这群女子，性格各异、心性复杂、多愁
善感。伊娃在去赴约拾云堂前，为自己设置了
许多应付预案，可是到了拾云堂，却又不自觉
演绎出男女爱慕之情来，怎么推演、怎么变化，
小说慢慢渗透的力量突然冒出来，让伊娃“原
来所筑的篱笆如此不结实，一推即倒。”应丽后
放高利贷请公司帮忙讨债，最后她听说讨债公
司又是堵门店，又是威胁，她又主动和讨债公
司解除了合约，在讨与不讨之间，其实应丽后
也是在反复挣扎，小说精细描写出了应丽后这
种曲折变化的心理过程。这一群女子中，相互
依偎，也相互嘀咕。海若和这十多个女子关系
看似很密切，其实，她也很郁闷，很多事情都是
听说的，应丽后放高利贷是听说的。夏自花没
有结婚，和情人生的孩子，是听小苏说的。海
若说了一句：“夏自花生前一直瞒着，她瞒着别
人，不该瞒着我啊？！”其实，真相一直是个谜。
这十多位女子相互都有对话，唯独夏自花没
有，她出场就在病床上，直到死，她都没有说一
句话，但围绕她的又有许多对话。这些对话映
照出了人性的复杂。

《暂坐》的精彩人物对话和场景铺设相映成
趣、充盈活泛。小说第八节陆以可、海若、徐栖

三人包饺子，一起说着日常话，三人步行大街，
一路上徐栖介绍柿树、槐树、石榴树、桑树，颇有
生活情趣，让人觉得那对话就是从每个人心里
流出来的，那情趣在自然而然的生活里。第十
六节海若在露水市场买回一面锣，挂在茶庄楼
梯口，海若想着：锣一响，全茶庄的家具、摆件就
苏醒了。这场景铺设太绝了，既映照了海若的
心理变化，又折射出一种生活情趣。第三十二
节海若雨中接到纪委电话，“空中密密麻麻的都
是白线。”海若和停车场老汉有一段对话，海若
心里都是雨，密密麻麻。到自己车的距离不过
百米，“海若却似乎走了很长很长的路。”她觉得
那水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而是从自己身上挤
出来，挤出来的都是血。小说中雨的场景设置
和对话描写，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海若迷茫无助
的心理。小说大到雾霾、茶庄爆炸等场景设置，
小到街道行道树、一只棚檐垂下来的蜘蛛、楼前
成群的乌鸦，以及城中村各种浑浊声音的描写，
都和人物对话相映成趣，充盈了小说的气息氛
围，以及小说呈现出来的特有思想。

《暂坐》读完，让我们暂
坐人生迷茫里，不要沉陷，只
要暂坐。 □李汀

从传统旧式日历到如今功能多样、款式丰
富的日历书，日历书市场逐年火热起来。今年，
在日历书的销售排行榜中，既有《故宫日历》《豆
瓣电影日历》《物种日历》等“老牌强队”的身影，
也有《敦煌日历》《颐和园日历》《天坛祈年历》等
后起之秀。一本好的日历书是如何设计出来？

如何兼顾日历书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
能，通过日历书将文化传播出去？

系统性策划很重要
日历书这一波热潮的开始，无疑要

从《故宫日历》说起。
2010年《故宫日历》以 1937年版为

蓝本复刻出版，凭借其深厚的故宫文
化内涵、活化文物艺术的形式以及精
美的图书品质，在日历书市场上掀起

“惊涛骇浪”。
《故宫日历》之所以能火起来，并

带动日历品类图书走向广大读者和民
众，一方面依托故宫 IP，另一方面也
源于其策划的系统性。《故宫日历》从

一开始就做了 12 年的整体规划，确定以十二
生肖作为或隐或显的主题线索，把生肖的计
时功能和文物主题结合起来，一年一个主题，
12年下来就形成品牌。

这样有主题性的策划，也给后来者带来启
发。例如《敦煌日历》，也是采用每年更换一个

主题的方式，2020年主题为“五台山”，2021年主
题为“观世音”，均通过一个主题来介绍一类敦
煌作品，然后再分专题选取最有代表性的敦煌
壁画和敦煌文献，结合当年游客最想了解的敦
煌艺术内容进行设计。而依托于电影、图书和
音乐评论交流的社交媒体社区“豆瓣”，则将自
己的主题聚焦在电影领域。

先让文化实用起来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为介绍故宫藏

品，推动文化传播，1933 年至 1937 年出版《故
宫日历》，后因战乱戛然而止。《故宫日历》从
一开始编辑出版，就已经形成了“国宝日读”
的理念，甄选藏于故宫浩瀚宝藏的文物，每日
一张藏品图片，历代书画、器物交杂穿插。

2010年起，复刻出版的《故宫日历》在继承
原有理念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审美、知识、记
事等功能，每张文物图片都配以短小的文字说
明，融古代艺术于现代生活。在日期页上，还
可临摹习字、记载日记和心情随笔。这些变化
都让日历从传统的、一次性的日用品变为可以

收藏和反复阅读的图书。
说到底，不管谁设计、设计什么，日历首先

还是得实用。《敦煌日历》设计方之一、敦煌研
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说，《敦煌日
历》就是定位于服务敦煌文化爱好者的手帐日
历，在保持风格“最敦煌”、内容“最准确”、格
调“很时尚”的基础上，注重实用性和趣味性。

在实用性上，面向文艺爱好者的《豆瓣电
影日历》也花了很多心思。豆瓣豆品供应链负
责人蔡鑫鑫介绍，《豆瓣电影日历》在策划之
初就不只是一本日历，更是一本电影推荐指
南。今年的日历书在支架上新增了收纳功能，
使用后可以像书一样存放在书架中一字排开，
成为系列电影经典书籍收藏。

再将文化传播出去
文化要走进日常生活，才能获得持久的生

命力，日常生活才具有审美化的载体。当日历
书用起来了，所承载的知识、文化、价值观才
能得以传播。

《豆瓣电影日历》每一年都由专业团队选

片，规避掉过于娱乐化或商业化的院线电影，
更多考虑具有思考价值和长期审美价值的电
影。读者可以通过日历内页上精心选出的电
影台词或影评，了解影片的情感表达或价值
观，收获对生活的启发或思考。

敦煌文化爱好者在使用完一本《敦煌日历》
之后，对敦煌文化中的某一类壁画和文献内容
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如 2021年的《敦煌日
历》，就收集了敦煌壁画中的观音单体像、观音
经变和敦煌本《观音经》，实际上等于为读者整
理了一整套敦煌保存的观音资料。

走过 12 年的《故宫日历》，如今俨然成为
人们了解和走进故宫的“纸上博物馆”。读者
通过“紫禁城龙时空”“山水有清音”“快走踏
清秋”“美意延祥年”“瑞兽祝昌隆”“丰年禾黍
香”等主题，不仅对故宫各个门类藏品以及文
物背后的文化内涵有了更多认识，还打开了了
解古代艺术宝藏的一扇窗。

“如今，很多人将购买和赠送《故宫日历》
作为迎接新年的一个仪式，还有不少人将《故
宫日历》作为收藏品，这些都赋予这本书满满
的生活气息和仪式感。人们通过《故宫日历》，
看得见文物，看得见传统，留得住历史，留得住
记忆，留得住美丽。”徐海说。 □郑娜 韩一

天寒地冻，一杯热饮下肚，既能让身
体暖和起来、对抗无处不在的寒冷，也
可以舒缓工作生活中的压力，予人风雪
之中前行的动力，可谓既暖胃又暖心。
正因如此，从冒着热气的大碗茶，到街
头巷尾的奶茶店，再到午后阳光下的咖
啡馆，无不试图让匆匆而行的人们停下
脚步，喝上一杯。

事实上，消费者对热饮并不陌生。但
过去品牌主打的热饮，大多数只是将产品
放入暖柜加热后售卖。如今，随着消费观
念的升级，消费者对冬季饮品也产生了更
多元化的需求。比如，在寒冷冬季，人们潜
意识里有着寻找甜度、热量更高食品的需
求，为此，不少茶饮品牌推出质地更醇厚、
口感更绵密的新品。可以说，冬季的消费
刚需，再加上企业不断创新产品供给，共同
推动了冬季热饮的走红。

适应消费新趋势、主动变革产品形
态，甚至产生了一波消费热潮，冬季热饮
打开市场空间并非孤例。最近一段时
间，从自热小火锅悄然成为网红爆款商
品，在“双11”中取得了不菲的销售额，到
借助科技力量实现温度可控的羽绒服，成
为不少人的御寒神器，再到小型
暖风机、暖手充电宝、加热鼠标
垫等可在办公场所使用的小家

电，获得白领和年轻一族的青睐……针对
市民的吃、穿、戴、用，商家们抓住“冷”机，
大打温暖牌，天气虽然日渐寒冷，但“暖经
济”的热度却持续上涨。和冬季热饮走红
一样，传统商品借助新技术、新渠道，走进
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暖经济”势头喜人，也需要更好规范。
以冬季热饮为例，饮品进入暖柜后，将面临
保质期缩短，包装受热性、温度控制缺乏标
准，以及终端布局不足等挑战，如何保证热
饮终端销售的食品安全且品质不受影响，
成为各大饮品企业的新考题。 □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