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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养俊《浐河岸边》

那代人的婚姻与爱情

清茶淡饭为生计，

被线茗粥叹不知。

我辈当承先祖志，

勤耕俭守廪仓实。

七绝·腊八随思
□春草

《浐河岸边》是周养俊老师继2017
年《雀儿》之后，向长篇小说发起的又
一次冲锋。

读着《浐河岸边》，令人湿了眼睛。在
作者质朴、老辣的笔下，一段段悲欢离合
的故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幕幕使人
无奈、挣扎的历史过往好像在屏幕上
演；一个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
形象在眼前浮现，似乎就在我们身边。

作为一名80后，读《浐河岸边》，我
思考最多的还是那代人的婚姻和爱情。

主人公晓龙和秋月郎才女貌，青
梅竹马，上学时已心生爱慕，按照现在
的做法，只要他们愿意，条件差不多这

门亲事就定下了。然而，贫穷阻碍了
父亲的博爱，先是高价彩礼让丁晓龙
一筹莫展。最后，专横爱财的秋月父
亲为求“两全其美”，将如花似玉的秋
月嫁给了大秋月十岁，“家庭成分不
好”的木匠志远。换亲的悲剧让秋月
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同时，慢慢心向佛
门，逃避现实的痛苦。

而换亲最大的悲剧就是樱桃，原
本出生在知识家庭，饱读诗书，在粗鄙
的春耕“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的信
念下天天被“修炼”，最终无法忍受暗
无天日的生活，选择了上吊自杀。

再说大力，大力学习优异，和校花
夏雨原本是天作地合的一对有情人，
但因为“娃娃亲”，狭隘的家人不愿再
掏一份彩礼钱，大力最终和没文化、尖
酸刻薄的英子结了婚，虽然事业步步
高升，但婆媳矛盾不断，邻里关系紧

张，大力有苦难言，郁郁终日，这也为
他的英年早逝埋下了祸根。

春苗与大海，既是自由恋爱的坚
定践行者，又是被早恋苦果影响一生
的受害者。因为坚定自由恋爱，春苗
离家出走，住在大海家，被大海父母
劝离指责后和大海约定殉情，不料自
己却活了下来，很长时间她都处在爱
情失败和良心的自责中。虽然她身
败名裂，被晓龙母亲嫌弃，迟迟不同
意婚事，但最终还是和热情大方，踏
实肯干，深受群众拥护的主人公晓龙
走在了一起。

周养俊老师笔下的爱情和婚姻，
矛盾迭起，也表现出那代人的婚姻在
时代大潮中，个人幸福如同尘埃般渺小。

在《浐河岸边》，我们还能看到
秋月父母那代人的婚姻。结婚前不
知对方长相，不知脾气性格，只要身

体健康，一辈子吵吵闹闹也能硬着
头皮过。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内心深
处，认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都是
命。由此可见，封建婚姻对那一代
女性的影响。

再看年龄尚小的墩子，原本是酒
后乱性，根本没有看中身材平坦的“碎
女子”杏花，但杏花为爱情的执着还是
令人感动。都说“男人追女人隔了一
座山，而女人追男人隔了一层纸”。最
后，因为钢蛋对杏花大献殷勤，墩子醋
性大发，最终让这段“寻”来的爱情修
成了正果。他们的爱情虽然着墨不
多，但为新时代青年追求爱情给出了

“云开雾散”的答案，也生动诠释了爱
情是自私、霸道的另一本质。

《浐河岸边》的故事，以爱情和婚
姻为主线，歌颂了一代人为追求幸福
付出的艰辛。

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情的
婚姻注定是失败的。我们每个人都
应该在爱情和婚姻面前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和人生观，每一对夫妻都应该
经营好自己的婚姻，并努力奋斗让家
庭生活越来越好。因为，家是国的细
胞，家和万事兴，家
好国更兴。 □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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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公布了佛山2020年新生儿起
名的热门名字，“梓睿”和“梓晴”分别名列男孩和女孩起名热
门排行榜首位，这再度引发社会对“新重名现象”的热议。

名字，包含着家长对子女的美好祝福，表达着不同时
代背景下父母的朴素期望。如今，父母给孩子取名虽然
难免出现一些重名现象，但也呈现出陌生化、个性化的
趋势。对于重名现象，不必调侃取笑，也不必忧虑重重，
而应该抱着包容、欣赏的态度，感受时代的气息，感受那
份对美好生活的记录和期许。

漫 评

做好防护才是最好的“养生”焦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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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推荐

买书，你习惯去实体店还是网店？
日前，《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公布。其中
显示，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
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但前 3个季度
降幅逐渐收窄，第四季度转为正向增
长。其中，网店渠道保持正向增长，
实体店渠道受疫情影响明显，同比下
降 33.8%。
零售市场去年第四季度转为正增长

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
市场码洋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
下降了5.08%，码洋规模为970.8亿元。

从不同渠道来看，网店渠道保持
正向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同比增长
7.27%；实体店渠道受疫情影响明显，
同比下降 33.8%。回顾近几年整体零
售市场的发展，2015 年至 2019 年之
间，整体零售市场一直保持 10%以上
的增速，今年受到疫情影响首次出现
负增长。

“从这几年来看，实体店在不断改
造升级，但其增速一直呈现正负波动
式的发展；网店渠道的规模不断扩大，
同时线上渠道越来越深入到消费者的

生活场景，能够触达更多的人群，当然
折扣因素也是其发展的重要方面，所
以总体上主要是网店拉动了整个市场
的发展。”北京开卷研究咨询部经理冯
小慧说。

冯小慧还表示，从2000年到2020
年，新书定价中位数从 15.9元涨到了
48 元，尤其是有了网店打折促销以
后，价格上升的幅度更大，这也是拉动
整体市场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2020年整体零售
市场前三季度降幅逐渐收窄，第四季
度转为正向增长，即第四季度整体零
售市场有所回暖，同比出现小幅上涨，
上升了0.25%。

实体书店的书还好卖吗
报告显示，在 2020年，实体书店

渠道四个季度码洋同比降幅逐渐收
窄，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第
二季度降幅收窄至 37.43%。第三季
度降幅进一步收窄，同比下降了
23.51%，第四季度降幅变化不大，同比
下降了22.04%。

从不同类型书店来看，一二线城

市以及超大书城类同比下滑严重，全
年同比降幅均在 35%以上，从不同季
度来看，不同类型书城和整个实体店
渠道趋势变化类似。

但是相较于二线城市及以下书店
以及中小型书店，一线城市书店以及
超大书城恢复能力更强，到第四季度
超大书城同比降幅收窄至 10.96%，和
第三季度相比，降幅收窄13个点。

对此，冯小慧解释，“2020年受疫
情影响，实体书店的这种下降在加剧，
而网店渠道在这些年一直保持上升的
态势，尽管 2020年增速有所放缓。这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消费者购书习惯进
一步向线上转移。”

折扣大是吸引读者网购的原因
的确，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越

来越便利的物流条件，很多读者开始
习惯于网购各种图书。

报告也提到，与实体店相比，今年
网店渠道第一季度同样受疫情所带来
的物流仓储等停摆的影响，第一季度
小幅微增，同比上升了3.02%。

进入第二季度之后，随着“618年

中大促”等，网店渠道出现较高增幅，
同比上升了 10.23%；第三季度网店渠
道增速有所回落，但同样受开学季的
影响，同比上升了 6.94%。而进入第
四季度之后，随着“双 11”大促以及直
播、短视频等新渠道的带动，网店渠道
增幅有所回升，同比上升了8.49%。

对喜欢网购图书的人来说，“折
扣”是吸引他们的原因之一。报告显
示，网点渠道从 2019 年全年数据来
看，打折力度进一步加大，折扣降到
5.9折，2020年又上升至 6折，但是满
减活动以及促销频率几乎覆盖全年。

2020年受疫情影响，线上渠道规
模占比进一步加大，占比达到79%，在
网店规模扩大的背后，折扣依然起到
很大作用。而实体书店渠道售价折扣
为9折，两渠道仍存在较大差异。

“网店折扣对实体店一直就有冲
击，但 2020年更多是因为疫情，消费
者不得不转移到线上。”但对于阅读，
结合报告中的数据，冯小慧认为，“未
来读者对内容的需求一直会在。”

□上官云

陈彦“舞台三部曲”《喜剧》讲述陕西故事

陈彦“舞台三部曲”收官之作
《喜剧》，预计 2021年 3月由作家
出版社推出。

“我想写一写我们这个民族
的文化里，到底应该坚守什么，
哪些需要反思。”陈彦说。《喜
剧》写的还是陕西故事，还是和
文艺团有关，但他想借此研究更
丰富广阔的社会问题。

《喜剧》以贺氏一门父子两代

人的生活和命运为主线，在戏与
人生的交相互动中牵连出广阔的
人世间各色人的生命情状——“怨
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般际遇所
致的起落、成败、得失、荣辱等，
不一而足，并于此间表达了对戏
曲与历史、时代和现实关系的透
辟理解。

陈彦创作有《迟开的玫瑰》
《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
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
奖”“文华编剧奖”，三度入选“国
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
剧目”。出版长篇小说《西京故
事》《装台》《主角》，其中《装台》获

“2015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第一
名，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主角》获“第三届施耐庵长篇小
说奖”。2019年 8月 16日，凭借作
品《主角》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
奖。2019年 9月 23日，长篇小说
《装台》入选“新中国 70年 70部长
篇小说典藏”。 □魏锋

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长安文心》书系

新年到来之际，陕西人民出
版社迎来建社 70周年，倾情推出
《长安文心》书系，再一次向社会
展示陕西散文创作的潜力、魅力
和实力。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陕西作
家的高度，就是中国作家的高度。
在秦岭脚下，有这样一个饱经秦风
秦韵、洗礼熏陶的文学家群体。他
们在古城长安这一方水土滋养下

独占地利人和，独领文学风骚，用
散文情寄家乡，展示陕西人文历
史、风土人情的古老底蕴，展现陕
西人情世相、生活态度的多姿多彩。

陈忠实《岁月·生活·文学》、
贾平凹《一块土地》、高建群《唱给
农耕文明的挽歌》、陈彦《打开的
河流》、方英文《霜天自在》、朱鸿
《历史的深处》、孙见喜《月夜城墙
根》、孔明《我岭上》、邢小利《独向
陌生》、张艳茜《走在西安大街
上》、刘炜评《年华暗换在西京》、
刘云《草木光景》、范超《我们在大
地上只过一生》、李娟《你是我的
暖》。14位作家，14部散文集，选
入的都是每个作家的上乘之作，
每一本都散发出独有的个性气
质，是美文也是妙文、慧文，用心
至纯，情致宛然，精致里储藏着人
世间珍贵的真性情，文如其人亦
人如其文，令人心有灵犀，令人不
弃初心。 □孔明 乾坤

文坛快讯

目前，全国多地出现局部聚集性疫情，
吉林方面不断延长的“超级传播链”尤为引
人关注。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全基因
组测序分析，这一传播链条的源头指向一位
授课人员。

本想求健康，反倒被感染，特别是这些感
染者以老年人为主，多有基础性疾病、自身
免疫功能较弱，更让人感觉揪心。虽然相关
方面的调查工作仍在继续，但从公布的信息
来看，这条“超级传播链”的产生恐怕不能完
全归于偶然。在疫情复燃、春节临近的大背

景下，我们有必要探究“超级传播链”背后的
隐忧，及时举一反三、查缺补漏。

冬季是病毒传播的活跃期，做好防护、减
少聚集是起码的防控常识，也是基本的防控
要求。就养生培训这样的活动而言，本就没
有多大举办必要，即便举办，也该全面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在呼吁大家做好防护的同时，
我们更期盼相关部门从严监管，对那些罔顾
大局、无视风险的聚集活动露头就打。

在关注这些感染者的同时，许多人也对
所谓的培训授课提出了质疑。当事人告诉

媒体，他并没有什么资质，主要工作就是推
销亚麻籽油。涉事产品是否正规、活动是
否有诈，还有待相关部门调查。但毋庸讳
言，目前市面上的类似活动很多，频频制造
坑人骗钱的悲剧。前期给点小恩小惠，后期
大肆推销三无产品，利用的正是老年群体期
盼长寿、喜欢热闹、容易轻信的心理。抛开
疫情风险不谈，若因参加此类活动而导致
钱财受损，同样很不值当。此番“超级传播
链”的出现，再次给相关部门敲了警钟，不
能忽视对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讲座培训活动

的监管。很多场地门脸隐蔽，甚至藏身居
民楼，不妨丰富举报渠道，鼓励更多人提供
线索，绝不让那些无良商家钻空子。

抗疫至今，我们的防控网络越织越密，
当务之急就是加固薄弱环节、查找漏点死
角。老年群体以及小餐馆、小旅馆、小便
民店等，都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对象。从长
远来看，这种关注也不仅仅体现在抗疫时
刻。规范老年市场，做好防骗宣讲，填补
情感空虚，让银发族活出更多精彩，受益
的将是全社会。 □崔文佳

对以下这个场景，你熟悉
吗——下载、注册某生鲜平台
APP 后，多次收到该平台发送
的商业广告短信。如果选择回
复“N”来退订，此过程产生的短
信费用由你承担。这事就发生在
王女士身上。据媒体报道，2020
年3月，王女士将该平台诉至北
京市互联网法院。最终，法院判
令平台方承担短信退订费0.1元。

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公平
方面的考量，当然是至关重要
的。有一个事实，涉事平台似乎
忽视了。其在用户协议中约定
了向用户发送商业广告短信的
条款，并未免除平台责任，也未
加重用户责任和排除平台用户
主要权利。而且，该平台的用户
协议和隐私政策未约定短信退
订费用负担。也就是说，履行费
用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
方负担。

综合这些条款内容来看，王
女士发送退订短信，是她行使拒收短信的权
利。而义务人正是平台方。所以，退订费应由
平台方负担。然而，事情并没“翻篇”。媒体
调查发现，该平台APP对用户协议作出了修
改（2020年12月4日生效），并用黑体字标识
了出来——如果用户不想接收商业推广信
息，有权办理退阅或设置拒绝接收信息。如
用户选择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办理退阅，请
自行承担相应电信资费。

这就稀奇了。“退订费”变成狗皮膏药，怎
么甩都甩不掉了。涉事平台在应诉后对用户
协议作出调整，显然吸取了此前争议中的

“经验和教训”。其目的很明确——排除自身
责任，效果也很显著——加重用户负担。所
以，这是典型的霸王条款。对此，民法典为消费
者权利设置了“双重保护”。如果平台方未对
其提供的格式条款尽到提示义务，消费者可主
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即使平台方作了
提示，但格式条款内容免除或减轻平
台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限制或排
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消费者还可以
主张该条款无效。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飞来飞去
的“退订费”确实常常让人不爽。有
的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

“被推送”，有的退订在确认后并不
发生作用，更多包含退订信息在内
的商业广告并未明确告知退订费由
谁承担。所以，强化司法保护和事
后救济固然必不可少，但构建良好
的互联网生态，强化事前、事中和事
后的立体保护，才能保护好消费者
的权益。 □杨博

为两场“孤独婚礼”点赞
最近，两场特殊婚礼在网络

刷屏：没有婚纱礼服，没有满座
宾客，河北邢台交警王穆和妻子
用 1 分钟完成婚礼仪式后，迅速
回到防疫一线执勤；没有伴郎伴
娘，独自走进新郎家，河南商丘
新娘模范遵守防疫要求，获得众
多网友点赞。

按照传统的婚俗，这两场婚
礼 确 实 很 简 单 ，甚 至 有 些“ 孤
独”。但是，这两场婚礼不仅上
了热搜，还收获了满满的祝福。

究其因，前者展现了特殊时期防
疫人员的无私奉献与尽职尽责；
后者体现了群众以实际行动支
持防疫工作。

疫情防控无小事。当前，
疫情多点散发，形势依然复杂，
不可马虎大意。结婚是人生大
事，能热热闹闹当然最好。但
在特殊时期，在小家与大家之
间，短期的不便与长久的平安
之间，应该如何理性选择，答案
已经很明显。

近期，不少地方明确特殊
时期“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
会不办”，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理
解。但也有一些人抱着侥幸心
理，坚持大操大办。这些人辜
负 了 那 些 为 防 疫 默 默 付 出 的
人，必须谴责。

每个人的选择，不仅关乎个
人及家庭，更关乎防疫大局。在
当前形势下，严格遵守防疫规
定，不留防疫死角，就是在给抗
疫作贡献。 □何晨阳

1月20日是农历腊月初八，传
统节日腊八节。俗话说，“吃了
腊八饭，就把年来办”，从腊八这
一天起，人们便开始“忙年”。置
办年货是我国的风俗习惯，人们
通过年货来犒劳奔波劳累一年
的自己和亲朋好友，也以此来表
达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望。
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下，如何才能安全、放心地置办
年货？

要多些防疫意识。每个人都
应时刻谨记疫情防控“多重视”
都“不过分”，绝对不可以麻痹大

意，即便是身处疫情低风险地
区，也不可以抱有侥幸心理。

要注意年货来源。尽量不采
购疫情形势严峻国家和地区的
物品，不购买没有明确来源信息
的冷冻食品。当前，国外疫情肆
虐，近期国内部分地区出现多点
零星散发病例，个别地区突发聚
集性疫情，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
巨繁重，采购年货时应在货源地
方面注意做好防范。

做好个人防护。外出置办年
货时尽量减少在商超菜市等公共
场所的逗留时间，要全程佩戴口

罩，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尽量使用
无接触结账；时刻注意个人卫生，
外出归来注意洗手消毒，手部接
触电梯按钮、扶梯、门把手等公共
物品表面后避免触摸眼鼻口等部
位；接收快递包裹之类的年货时，
注意消毒外包装再打开。

同时也提醒商超菜市等公共
消费场所，要根据防疫要求切实
做好消杀措施，消除“置办年货”
的风险隐患，给大家营造一个安
全、安心的良好环境，确保人们安
度一个温馨、祥和、欢乐的春节。

□周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