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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里的“定时炸弹”
□文/张苇柠 图/刘琪

2021 年春节，随着抖音、快手等互联网平
台的加入，红包的种类日趋多元化，形式琳琅
满目。“红包大战”背后，实则是互联网巨头的

“用户大战”“流量大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中国互联网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
段。但发放红包的互联网平台在收割用户流
量的同时，也存在违规收集用户隐私信息等诸
多安全隐患。大家抢得热闹，也要时刻绷紧隐
私安全这根弦，莫让抢来的红包成了一颗躺在
手机里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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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坊》：像庖丁解牛，将小说拆解得清清楚楚

李浩的这部《匠人坊》（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是对中
国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的评点，也是
李浩自己小说观念、文学观念和艺术
观念的重申。他做的是文本细读，无
论是对写作者，还是普通读者，都颇
有启发。《匠人坊》有趣好读，既让我
们领略到文学之美和小说智慧，又充
满了李浩式的犀利与真诚。

《匠人坊》选择了鲁迅、沈从文、
张爱玲、莫言、余华、史铁生、白先勇、
王小波、残雪和东西等 10 位作家的
短篇小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个人
趣味。除沈从文和史铁生外，其他几
位基本上属于现代派或偏先锋性作
家；而沈从文和史铁生，李浩选择的
解读角度也不是常见的历史感、抒情
乡土和浪漫主义，他强调的依然是

“个人的缪斯独特的面部表情”，是解
剖、拆解和重组过程中独特的审美体
验和文学理解。

10篇小说，被李浩拆解成各种语
言、人物、情节和意义碎片。李浩说，

鲁迅小说细节少，叙述多，共感力差；
沈从文笔下泛着暖光，不够深入，难
以抵达人们沉默着的幽暗区域；残雪
安置她笔下的人物有时太过强势，太
过信手拈来。这些评价直截而笃定，
建立在李浩明确的小说审美判断力
之上。他谈到小说情节的推动力，包
括故事、语言、情绪、思辨推动，对于
每一种推动他都有别样阐释。

李浩认为，沈从文小说多是描述，
描述的状态不呈现内心的挣扎，重
柔美，小而温暖，无法承担“伟大的
悲哀”这一评价，却又对船上男人的
悲哀有着深刻理解。他喜欢张爱玲
细碎又尖锐的触觉，封锁的时空，流
动的气息，两个人的心理微澜。李
浩像说书人一样，环环相扣，轻松解
锁，又像庖丁解牛，每一根血管和神
经都被他分离得清清楚楚，纤毫毕
现。说到余华《爱情故事》与海明威
《白象似的群山》的互文式写作，是
致敬，也是拓展，还是一种隐形的较
量，作家怀着写作的雄心，重新讲述
一个故事，提供新的认知、新的经
验，找到新的叙事支点，给出撬动叙
事的新鲜动力。

序言里，李浩反复强调自己的匠
人身份，略略带着骄傲。他认为，文
学，是生活的异形；写作，是技术的训
练。李浩自信可以揭开小说的各种
秘密，每一篇作品在他面前，就像放
置在手术台上，他不仅对其内部结构
了如指掌，那些游动在小说肌理、肉
眼不可见的微生物，在他阅读经验的
显微镜下，同样无处遁形。

小说是语言的连缀，语言连缀起
来表现为意义的呈现过程，李浩一寸
一寸拆解，让所有词语各归其位，在
他手里，恰到好处的语言表达，是有
光泽、有弹性、有韧性的。每一个词
语都与其他词语相关联，构成一个意
义表达链条。语言组合与意义建构，
都是创世，没必要纠结故事性与思想
性谁覆盖谁。小说的本质是提供意
义，完全无意义的故事，在小说里并
不存在，或者说不应该存在。

好的小说具有生长性。李浩带着
我们一段一段分解，再整合，尝试不同
的重组。打通意义的断壁残垣，词语
的支离破碎，变形、拆分、重建一个世
界，不断逼近小说的终极意义。李浩
漫步于经典作家作品，穿枝拂叶，路径

交叉，随时可以进入叙事内部和背
后。他喜欢通过这样的方式，阐释自
己，表达自己，仿佛借助他人屋舍，装
修自己喜欢的风格。这里面有种游戏
的快乐，他在和作者捉迷藏，又不断为
读者提供谜底，最终落点依然是文学
的审美意义所在，就此而言，《匠人坊》
堪称精准的艺术导航。 □张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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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道进超市是一种直抵人心的温暖

牛年春节，注定是一个不一样的春节，乃
至会给每个人留下难以忘怀印记。

其实这个春节的不一样，从两个层面就
能看出，一是春运，二是语汇。在今年春运大
幕开启的1月28日，各地已经看不到往年春
运“人从众”的熙攘热闹，人口流动规模显著
低于常年，没有了摩肩接踵、挨挨挤挤的情
形。与此同时，“原年人”这一反映现实生活
的网络词汇应时而生，让我们窥见明显变
化。这个代指甫一出现，就与“打工人”“尾款
人”一样迅速蹿红，形象地描摹着这个春节，
为其增添别样的色彩。

似蜜的“甜”味。落户加分、现金奖励、景
区免票、公交免费、租房补贴、困难补助……

政府政策暖心、单位关怀备至。有的让原年
人过年有保障、有服务、有支持、有关怀，通过
发放节日补助、值班补贴、临时生活补助，依
法足额支付春节加班工资，做到“以岗留工、
以薪留工”。有的提供法律援助、便民服务、
在线求职、婚恋交友、心理咨询等各项服务。
有的组织志愿者上门为原年人送饺子、送春
联……类似这些措施，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
亲情，体味到似蜜的甜味。

放心的“安”味。原年人基本都是家庭的
台柱子，有的更是全家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唯
一依靠和支撑。他们不能回家，家里有什么
困难，孩子怎么安置，是这些人最大的牵挂和
忧心。对此，不少地方、不少单位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有的
工地为原年人有针对性地提供帮扶关爱，慰
问困难职工和留守儿童，做到妥善照顾、服务
到位。有的为孩子们安排免费的冬令营课
程，活动期间提供免费午餐。有的开通“留守
过年”服务专线，有困难直接电话求助。体
贴、周到，让原年人放下牵挂、安心过年。

精神的“爽”味。春节是物质的，更是精神
的。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精神满足更是人们
的普遍追求。为此，有的开展“1元观影”“发放
旅游一卡通”等示范性普惠活动，把博物馆推上
云端，线上展示龙舞、年画、剪纸、灯会、庙会等非
遗项目，让他们寻得年味、解得乡愁。有的赠
送手机流量，提供视频拜年等各种便利，让他

们借助网络纾解乡愁、沐浴亲情，用短信、微
博、视频承载心愿、传递关爱。有的举办技能
培训，组织收看春晚乃至自办春晚，最大限度
丰富原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满汉全席式的精
神大餐，让他们身心愉悦、分外舒“爽”。

“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这
个春节，原年人已经率先感受到春的暖意、

“馨”的年味，并且因此可能催生出一个新的
年俗。为他们打造别样的年味，不因麻烦而
不为，不因琐碎而轻慢，把尊重、认可具象化，
让平凡的生命感受庄重，让潦草的生活充满
温馨，增强原年人的归属感、荣誉感，他们也
能通过就地过年，结交新朋友、感受异于家乡
的不同年俗。 □雷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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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附近的视障顾客前来购
物，一条条橙黄色的盲道从超市入口
直抵每排货架。近日，山西运城的一
家超市火了。除了贴心设置盲道外，
这家超市还准备了盲文标签和无障
碍支付通道，允许导盲犬进入，以及
提供相应的志愿服务等，为保障视障
人士购物的“最后一米”便利提供了
一个具有引领性的良好示范。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

显示，我国目前视障人群逾 1700 万，
已成为世界上视障人口最多的国家。
近30年来，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盲道建
设，但总体覆盖量仍显不足，其中，建
设质量不规范、后期维护跟不上、盲道
经常被占压等积弊长期存在，盲道伤
盲事件时有发生，这导致视障人群本
就踯躅的脚步更加困顿不前。而这仅
仅只是位于户外主干道上的盲道使用
情况，如果再具体细化到盲道入室，追

问医院、超市、餐馆、教育机构等同样
关乎视障人群生活所需的服务场所盲
道建设情况，恐怕更不容乐观。

此次，山西运城的这家爱心超市之
所以博得网友的一致点赞，是因为它带
着温度的精细举措，正好解决了视障人
群出行“最后一米”的便利问题，让他们
不仅出得了门，还能入得了室，得以相
对自如地独立购物，为他们融入社会生
活提供了雪中送炭的帮助。 □李咏瑾

据报道，今年春节
期间，“仙女棒”“电子
烟火”等“冷烟花”悄然
兴起，备受热捧，相关
产品在某电商平台单
家店铺月销量高达数
万件的也不在少数。2
月14日，应急管理部发
文明确表示将对此集
中清理整治。

近些年来，由于烟
花爆竹管理日益严格，
以及不少地方纷纷“禁
放”，冷烟花作为烟花

爆竹的替代品，逐渐流行起来，
一些冷烟花甚至成为网红。如

“钢丝棉烟花”，因其燃烧后拍摄
画面流光溢彩，在短视频平台尤
为风行。但由于冷烟花不属于
传统的烟花爆竹，很长时间里成
了监管的灰色地带。此次，正值
新春佳节，应急管理部明确其作
为烟花爆竹的属性，要求强力监
管、整治，堪称正当其时，及时堵
住了公共安全的潜在漏洞。

冷烟花纳入烟花爆竹管理，
绝非小题大做，而是有着严谨
的科学依据。冷烟花其实并不

“冷”，其材质主要有两种，一种
是可点燃的金属细丝，一种是
可燃的单基火药和金属粉等。
这两种产品，看似个头不大，也
不冒烟，但安全隐患超出人们
想象。如果操作不慎，不仅会
导致人员受伤，还会引燃易燃
物，导致火灾危险。

在此方面，媒体也曾报道多
起个案。去年 9 月，北京某商
场，某营销企业在室内燃放冷烟
花营造气氛，触发消防水炮，涉
事企业因此受到处罚。而在电商平台的冷烟
花销售页面评论区，许多买家留言在肯定光
影效果的同时，也提到了其中的风险：“防护
衣太单薄，衣服被烫了不少洞”“护目镜必须
戴，烫一下皮小问题，眼睛可不敢开玩笑”“我
头发都被烧了”……

如此危险的冷烟花，一些网络商家在销
售时，为了吸引消费者下单，却打各种擦边
球，淡化其潜在隐患。此次，应急管理部将冷
烟花纳入监管后，不仅是对其“身份”予以明
确，且严格按照烟花爆竹管理，有望彻底改变
管理失序的现状，以使冷烟花从生产、运输到
销售等所有环节都在监管之下。明确对非法
销售冷烟花进行集中清理整治，不仅是消除
监管盲区，避免其给消费者带来危险，也有助
于提升全社会的安全意识。 □董璐

最近，西安摄影师田斌走红网络。几个月
前，他开始走街串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拍摄一
线劳动者的工作照，并将照片打印出来，装进相
框里送给被拍摄者。他将过程拍成一段段短视
频，传到快手上，获得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与点赞。

大伙儿都说，劳动者的状态拍得真实动人，
田斌的行为让人倍感温暖。

照片之所以动人，是因为聚焦的是诸多一
线工作者。城市由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组
成，大家的辛勤工作让城市更美好。修鞋摊边
细心缝补鞋子的大爷、医院入口耐心测量体温
的护士、在马路上忙碌与坚守的交警……这些
生活中看似平平常常的场景，被田斌的镜头记
录并发布出来后，大家又一次感受到了劳动者
的美丽。

更难得的是，他还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
为普通劳动者送上关爱。不光是赠送照片，更有
点滴的关心：和街头理发的大爷唠唠家常、为等
餐时在店里睡着了的送餐员买一杯奶茶……这
些微小的举动，涌动着脉脉温情。来自陌生人的
关心，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温暖被
关怀者的内心，也让城市更有人情味。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
渴望被他人温柔以待。当有人需要帮助时，大家搭把
手、出份力，我们的社会将变得更加温暖。春运途中，
许多志愿者在车站值守，帮助不会网络购票或腿脚不
方便的老人家……当传递爱心与关心的人越来越多，
社会将会变得更加温暖，每个人将能得到更多善待。

田斌的视频走红也说明，真正触动人心的永远
是真、善、美的人与事。真善美就蕴藏在平凡生活
中，需要我们善于发现、用心记录。真善美传播开来，
就像点燃一支支火把，形成一片片光明。更多的人看
见了，加入进来，就能让光明覆盖的范围更广，让温暖
延续的时间更长。 □周春媚

（2月10日四版猜灯谜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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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五彩缤纷 9. 激流勇进 10. 众 望 所 归 11.器 12. 画 眉 13. 许

14. 贫 15. 也 16. 喜 出 望 外 17. 丹 顶 鹤 18. 八 哥 19. 扇 子

20. 校 21. 南 充 22. 汤 匙 23. 订 24. 锅 25. 晶

云岗先生是我在鲁院陕西作家班的
同学。他为人仗义，言语间透着一股子
豪气。每次见面，都能从他身上感悟到
一种来自大地的芬芳与万物的执着。

在与世俗世界不同中，我慢慢读
出了他为人处世的妙处。我开始关
注他的小说，尤其是最近出版的小说
集《雪落大地》，让我眼前不觉一亮，
会心一笑：老兄的创作已经
回归了本源，进入了一个专
属作家自我的视界。这种
感觉，强烈表现在他的中篇
小说《对面那个圪梁梁上》
（原名《精准扶贫》刊发于
《山东文学》），《油菜花盛开
的村庄》（原刊《天津文学》）
和《请神容易送神难》（原刊
《延安文学》）的字里行间，
引发了我对生活现象如何
进入小说创作的思考。

云岗的三部中篇小说，
都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
对乡村生活的文学观照。进
一步说，即在时代大背景下
对农民生存与生活状态的
即时摹写与刻画，一种传承
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自
觉。三部小说，各具特色，
既努力描写了来自土地的
芬芳，又通过不同的侧重，
避免了文本的雷同。在小
说艺术的探索上，突破了作
家自我重复的误区。这一
点，值得我们关注与肯定。

发表在《延安文学》的
《请神容易送神难》，题材
不算新颖，写法也比较谨
慎，所涉及的内容也大多是
我们日常惯见，甚至熟视无
睹的身边事。我在此权且
把他的这种文学叙事称之
为“现象流”，有如生活流一般，在不
知不觉中氤氲了我们的视线，温润着
我们的心灵：不再暴戾，不再迷茫。

发表在《天津文学》的《油菜花
盛开的村庄》，在朴拙的叙事中始
终散发着时淡时浓的油菜花的馨
香，恰似一曲耐人咀嚼的老年人的
婚恋之歌。这篇小说的情节比较

简单：一个不适应城里生活的老人
四贵，在老伴离世后，孑然孤身回
到村庄自发开垦废弃宅基地的故
事。小说没有停留在这些看似简单
问题的揭露上，而是集中笔墨，给我
们成功塑造了一个对土地充满依
恋，善良而勤劳、质朴的老农民四贵
这个颇具意味的人物形象。通过不

同角度，多层散点，或刻
画、或勾勒，或浓、或淡，或
细腻、或粗犷的手法，成功
塑造了四贵老汉善良、担
当、勤劳、乐观，以及有情
有义的农民形象。

发表在《山东文学》的
《对面面那个圪梁梁上》，
在文本结构上，采取第一人
称讲故事与现实生活相交
织的艺术手法，从容不迫地
展开叙事。同时，间以悬疑
小说的手法，让小说反复回
环，风生水起，于无声处制
造波澜，险象环生，从而带
来 了 引 人 入 胜 的 阅 读 审
美。帮扶干部刘辉在下村
途中，为了缓解沉闷的气
氛，给年轻的机关干部小田、
司机老黄讲述多年前他的一
个扶贫故事，不经意间，勾起
了刘辉当年扶贫时的一段感
情涟漪。无巧不成书，他的故
事又在现实中显现了一遍，
不同的是当年的女主角早
已被生活的重担挤压成了一
个麻木，甚至逃离生活的老
妇人。现实中的一切似乎
刚刚开始，小说的故事却又
戛然而止……人生无处不
遗憾，这也许是作家在讲述
故事之余，给我们埋下的
一条线索，让读者在感慨之

余，在心灵上留下一个无声的叹息。
生活现象，无疑是现实生活的

一部分。其中充溢着泥沙与黄金，
时代呼唤每一个作家与时俱进，慧
眼识金，在纷繁的生活中完成文学
叙事，在独具个性的叙事里追求自
觉的审美——云岗已经在路上。

□王旺山

多年来，我有一个好习惯，就是
坚持每天读 10页书。

这个念头，起因于曾经囫囵吞

枣、贪多求全的尴尬。刚开始业余读
书时，我的案头总是摆着一摞书，这
本翻翻，那本看看，如蜻蜓点水，浅尝

辄止。一年下来，书读了不少，但没
有正正规规读完一本，也没留下特别
深刻的印象，收获甚少。到头来，家
里堆满了书，肚里却空落落的。

1995年我任镇长，工作繁忙，就
立下每天读 10 页书的规矩，至今已
有 25年。

每天 10页书，看似有限，却能集
腋成裘。25年中，我认真读完了 200
多本书，基本一月一本。比如《货币
战争 2——金权天下》一共 309页，我
在 2009 年 12 月用了整整一个月读
完，收获颇丰，对国际金融家盘根错
节的家族世界有了清晰的了解。

每天读 10页书，一是时间短，一
般半小时就能读完，只要有心，每天
挤出半小时总是做得到的。当镇长
那几年，经济建设压力大，我整天在
外招商引资，便在等火车、飞机时看
上 10页书，既完成了读书任务，又免
除了等待的焦躁。二是精力容易集
中，用心理学的术语叫“有意注意”，
即有目的的、需要一定意志努力的
注意。短时间内心无旁骛，全神贯

注，如入空灵世界，入神入脑。三是
分量少，容易消化吸收，能把 10页书
中的知识点梳理出来，把精华部分
吃透，收获就不小。

读 10 页书，也要讲求质量。我
不喜欢在书上杠杠画画，喜欢做笔记，
大凡书中精彩之处都要摘抄下来，偶
有心得，也及时记下；其次要复述，读
完后将 10页书的内容用口语浓缩表
达，将书面语言转换成口语，其实是一
个化人为己的飞跃；再次，要思考，一
味读书而不思考，只能被书本牵着鼻
子走，被文字表象迷惑而不得其真解。

每天读 10 页书，贵在坚持。现
在老少都有智能手机，读书必须要
防止微信等社交软件干扰，不要一
边读书，一边刷屏。

关键是要持久坚持。每天坚持
读 10 页书，到年根岁尾，蓦然回
首，会发觉自己已经站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 □蔡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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