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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笔者在西安第
29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采
访，看到一组陕西的出版数字：

1949 年，出版图书品种 12
种，出版数量近 200 万册，发行
网点91处；

1959 年，出版图书 660 种，
6852万册，发行网点653处；

2009 年，出版图书 5779 种，
共2.04亿册，发行网点3180；

2019 年，出版图书 8387 种，
共2.3亿册，发行网点5716处。

让好书滋润读者心田

这组数字令人震撼。它反映的不仅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陕西一地出
版能力、发行能力和精神产品生产能力
的跨越式增长和繁荣，还折射出伴随文
化消费购买力提升而来的人民对知识和
文化的渴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 5.5 亿人口
中，80%为文盲，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
消费支出几乎为零，阅读只是文化精英
的事情。党和国家大力扫盲，实行全民
义务教育。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2015 年，中国的文盲率已降至 3.6%。
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
费支出 2226 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
11.2%。

读者的阅读意愿和购买力决定了出
版物的多寡。如今中国共有 580余家出
版社，年出版图书约 50万种、总印数 100
亿册，分别是 1950 年的 42.7 倍和 37.1
倍；出版期刊 10139 种、总印数 22.9 亿
册，分别是 1950 年的 34.4 倍和 57.3 倍。
2019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超
千亿。

图书是最奇妙的宝藏。从古至今，
人类把自己认识生命、认识社会、与自
然交集中获得的所有知识、情感、智慧
都贮存在书中。它以丰富的调性承载着
古今中外人类的精神文明，标识着人类
精神可以达到的高度。

读书，让人看见——看见陌生的、新
奇的世界，看见不同文化、背景人的观
点，看见自己固有却不自知的偏见，看见
美好的生活和思想。阅读中，你不再是平

凡的你，世界也不仅是你眼中的世界。
阅读，让人获取——获取信息、认识

世界、发展思维，并获得审美体验。它
是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探究
的思维过程，能够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和
认知水平，培养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能
力，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和品格。图书内
容的质量和阅读的普及程度，关系到整
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和文化素养，关系到
人心向背和国家民族的未来。

2012年，“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被写
入中共十八大报告，成为建设文化强国
的重要举措；2016 年 12 月，原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全民阅读“十三五”
时期发展规划》，大国阅读新时代启航。

国家一方面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如公共图书馆、社区阅览室、社区书
屋、城市书房、报刊栏、农家书屋等，一
方面开展机关企业/校园读书活动、社区
读书会、城市读书节、书展书市、城市读
书大讲堂等全民阅读品牌活动。在国家
的大力倡导下，国民阅读率持续稳定增

长。今年 4月公布的第十八次全国国民
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成年国
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
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 81.3%，人均纸质图
书阅读量为 4.70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
为 3.29本。手机阅读和网络在线阅读成
为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的主要方式。

让好书抵达百姓身边。上世纪 70
年代，全国只靠不超过 1 万家新华书店
发行图书期刊。2019年，中国实体书店
达 16 万家，被日本《东方新报》称为“史
上最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子商
务深深介入图书发行领域，并占据越来
越大的份额，一方面使得图书购买更
加便捷，但另一方面也让读者与图书
具体内容更为隔膜。我们不但要大力
扶持实体书店的发展，让读者容易找
到自己感兴趣的书，还要让公共图书
馆、社区阅览室、社区书屋、城市书房、
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更加接
地气，成为百姓愿意走进来、能够深入
阅读的地方。 □张稚丹

《失信：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
《失信：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

是普利策奖获奖作者劳丽·加勒特
的作品，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近日
出版发行。

本书为疫情当下的人们提供了
一个清晰的理解思路，让人们了解
到病毒一直以来都是伴人类而行的，
人们被它浸染、研究它、与它斗争，最
终战胜它。同时，也帮助我们认识
到，病毒不只是病理学的范畴，还
是公共卫生的范畴。它是上升到
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不仅是政府的责
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新书讯

——评散文集《英雄的白桦树》

一只跳跃在白桦林里的梅花鹿

我的确是被朱晓明的散文集《英雄
的白桦树》书名所吸引，刚一拿到陕西
人民出版社新出的这本书，便急忙翻到
了这篇文章。当我沉浸在作者关于那些

“没有墓碑的爱情故事”凄美的讲述中，
对他笔下莽莽的白桦林憧憬不已，期待
着跟随作者，更进一步踏入密林时，他
的视线一转，突然跳跃出几只美丽的梅

花鹿，让人措手不及，随之又意外惊喜。
朱晓明的散文集总体来说，可以称

为在行走中真挚抒情，在亲情中温暖倘
佯，在回望中感受幸福。

在行走中真挚抒情的篇章，占据了
这部散文集的绝大多数。朱晓明本身就
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和趣味的人，他
爱故土、也爱他乡，他用浓墨重彩，记录
下了灵魂和身体同时出发的种种体验。

也许这些文字的力量，并不足以说
明朱晓明波澜澎湃的感情和各种各样的
独特感受，但从这些随性而真挚的文字
里，我们能触摸到他丰富、敏感的文人
情怀。旅行即修行。不断出发、不断抒
情，朱晓明感受到了自然的伟大、信仰
的力量、流逝的初心、异乡的浪漫，最重
要的是，他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人们常说“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朱晓明就是一个自喻为“韩版迷你小帅
哥”，懂得经营感情、懂得珍惜亲情，高

智商、高情商的稀缺男人。
《哦，我亲爱的丈母娘！》《老爸老爸

当大厨》等，就是朱晓明亲情作品的代
表。鉴于当下社会中，如此和谐家庭氛
围的稀缺，如此温情好女婿的难寻，朱
晓明的这些文章在网络上毫无悬念地
胜出了。

还有诸如《饸饹记》《记忆中的麻食》
等文字，用亲切幽默的语言，对于亲情
的渲染烘托，让我们看到了他生活中幸
福的蔓延和充盈，看到了他对于读者毫
无保留的真挚，感受到了和谐家庭关系
的重要性。同时，也走进了作者豁达、
阳光、丰厚的内心世界。

朱晓明在前言里谈到，他的这本散
文集收录了自己从 2010 年开始至今创
作完成的散文，也就是说，这本书集作
者十年之功。我把书目按照写作类型、
写作时间重新进行了分类和排序，试图
寻找出作者创作的大致规律。

论题材，这本散文集在行走中真挚
抒情的题材最多；论时间，则在 2015年的
创作最密集。但我又发现，我最喜欢的
三篇散文《奶奶的石榴》《英雄的白桦树》
《一个人的夜色》，并不在一个写作时间
段上，也就是说，朱晓明创作上的蓬勃期
或者说爆发期，还远没有真正到来。

从《一个人的夜色》《在北锣鼓巷，喝
一杯加冰的咖啡》中，我已经看到了朱
晓明更为深沉的、含蓄克制而细腻的、
真挚的抒情方式，这说明他在创作上不
断探索，并且不断前进。

祝贺《英雄的白桦树》的出版，我希
望这本散文集只是朱晓明文学之路上的
一个起点，希望朱晓明这位暖男，日后
能将属于自己的、独特深微的个人生命
体验，融入广博的人文背景中，在自然
与人生之间，抒写复杂的、富于思考的
厚重文字，希望他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同
凡响的佳绩。 □金步摇

书人书事

民
生
视
角

让“明厨亮灶”成为外卖标配
消费者只要打开外卖平台的“明厨亮

灶”APP直播，商家后厨实景加工、制作的
全过程都将尽收眼底。据报道，7月30
日，《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
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经审议通过，其
中新增规定：从事网络餐饮的小餐饮店，
应当逐步实现以视频形式在网络订餐第
三方平台实时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
具体办法由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定。

事实上，《食品安全法》也有条款，
明确倡导餐饮服务提供者公开加工过
程，公示食品原料及其来源等信息。

不过，这项条款提到的“公开加工制作
过程”，并不具有强制性。如今，浙江
专门立法要求，外卖餐饮将此过程实
时公开，从倡导到强制，不仅将有利于
餐饮企业增强自我约束力，还会让“明
厨亮灶”成为外卖餐饮的标配。

堂食餐饮，若卫生环境不好，顾客
一目了然。而外卖餐饮，由于消费者并
不到店，无法了解店铺环境与食品加工
制作过程，可以说是“盲吃”。此前，一
些外卖餐饮企业接连被曝出食品卫生
问题，也都有消费者“不在场”、监管部

门难以实时监管的因素。
为此，浙江此次的针对性立法，颇

让人欣慰。而与立法程序同步的是，
由浙江多部门联合打造的“浙江外卖
在线”数字化平台也已上线，其中就包
括了“阳光厨房”功能。

浙江此次立法修改，将外卖餐饮
“明厨亮灶”用法治固化下来，商家不
按大小、不分名气，一律置于消费者监
控之中，将有利于倒逼商家注重食品
安全问题，从而推动整个外卖餐饮食
品安全质量的全面提升。 □吴睿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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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应成为“防疫员”
新冠病毒正在与人类打持久的游

击战。近日，全国疫情形势又现反复，
不仅再现本土聚集性感染，且多地多点
暴发。从案发聚集地看，有机场、有医
院，也有旅游景区等。鉴于当前疫情形
势，一些地方疾控部门建议，非必要不
出省不出市，尽量减少聚集。

部分地区暴发的聚集性疫情，再
次向人们敲响警钟。在疫情仍在全球
游荡之际，永远不要低估病毒的狡猾
和凶险，不可掉以轻心。一旦发现失
职，就须严厉问责，并迅速堵塞漏洞。

江苏以及郑州等地近日对负有防控责
任的主管单位领导予以免职调整，也
是对防控失职者敲响了警钟。

诚然，长期的防控易让人麻痹，对
有些人来说，警报都是为他人而鸣的，
自己却充耳不闻。此次疫情曝出的问
题也说明，在有些要害部门，原本应有
最严格规范的防范措施，但恰恰是这
些关键阵地被病毒攻陷。个别人还对
严格的防控不以为然，如南京有三名
防控人员为牟取私利，竟协助无核酸
检测证明者逃避查验。对类似明知故

犯的违法行为，必须严惩。
人类要想彻底战胜新冠病毒，就

须每个人都成为自觉的“防疫员”。病
毒无论多狡猾，失去载体就无法传
播。疫情期间，减少不必要的聚会活
动是最好的抗疫行动。同时，加快疫
苗接种，让肌体拥有防护屏障。尽管
接种疫苗后也有被感染的案例，但疫
苗大大降低重症率已被实践证明了，
这正是“生命盔甲”的作用。总之，疫
情面前，千万做好个人防范，不可存有
任何侥幸心理。 □阅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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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邮=没得选？
□文/嘉湖 图/赵春青

据《经济日报》报道，不少电商卖家用“包
邮”吸引消费者，但出于成本考量，有些卖家会
选择价格低的快递公司合作，不接受指定快
递，这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在很多人看来，只要包邮，用哪家快递无
所谓。事实上，不同的快递公司，其服务水准、
运输时效等各不相同。不过，既然一些消费者
有选择快递的诉求，那么商家不妨以消费体验
为导向，推出更多差异化服务。

奥运健儿打开讲好中国故事的新声道焦
点
话
题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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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推荐

近年来，创新药越
来 越 引 起 公 众 关 注 。

“创新药是个高科技、
高投入、高风险行业，
不是 谁 都 可 以 进 ，但
是现在很多企业都在
进 入 ，部 分 没 有 创 新
能 力 的 也 进 来 了 ，就
造成了多方面问题。”
日 前 ，在 全 国 医 药 工
业信息年会的分论坛
上 ，中 国 药 企 同 质 化
竞 争 白 热 化 ，创 新 药
还能做吗？政策支持

背后，是什么困住了创新药？
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热点话题。

一个国家的新药研制能力
是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核心
表现，它不仅关乎人民群众的
生命健康，也是保障国家药物
卫生健康安全的关键。电影

《我不是药神》引起不少人的
共鸣，讲述的正是治疗慢性粒
细胞白血病进口创新药格列
卫在中国市场的悲情故事。对
患者来说的救命药，却同时又
是难以负担的“卡脖子”药。为
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的国家
医保谈判中通过以量换降价的
方式引入多种进口抗癌新药来惠及民生，但
只有提升我国创新药的研发能力，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

创新药解决的是尚未有治疗药物的患
者需求，有着巨大的临床价值，一旦研制成
功，会带来巨大的市场回报。中国创新药
的产出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究其原因，
一是基础研究薄弱。新药研发是一个长
周期的过程，从理论研究到新靶点的出现
和选择、到临床实验，再到最后走向市场
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而这一切都
是从基础研究开始的。而目前，我国的现
实情况是，不管是科研机构的创新成果，
还是药企的研发能力都与理想状态相去
甚远。二是科研与产业“两张皮”，创新链
和产业链脱节。对于新药研发来说，前期
资金投入巨大，而投资机构与高校、科研
机 构 的 对 接 不 够 ，药 企 自 身 原 创 能 力 不
足，都是导致最新科研成果无法及时转化
为新药的原因。

“从0到1”的创新药往往需要极大的勇
气、运气、前瞻性和一往无前的坚持。中国
药科大学校长来茂德曾经总结出新药研发
的三“十”定律，即“十万个化合物，十亿美
金，十年时间”，这意味着单打独斗很难，鼓
励“从 0 到 1”的创新药需要政府、企业、高校
联合作战。 □谭敏

东京奥运会赛程已过大半，中国体育代
表团已燃爆这个夏天！

赛场内，中国运动员们突破自我，贡献了
一个个足以载入史册的经典瞬间：“飞人”苏
炳添用9秒83在百米赛道创造了震惊世界的
亚洲奇迹，“飞鱼”张雨霏80多分钟内连夺两
金并刷新多项纪录，举重运动员李发彬“金鸡
独立”封神，孙一文“一剑穿心”击中中国队奥
运史上首枚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赛场外，很多中国运动员充分展现个性，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个多元、立体、朝气的形
象：有的运动员化身“段子手”“梗王”，展现了
幽默风趣的一面；有的运动员暴露出“少女
心”“吃货本色”，让人觉得奥运冠军如邻家姑
娘般亲切；有的运动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妙

语连珠，圈粉无数……
在奥运会这个国际舞台，中国运动员们

的表现，通过媒体镜头和社交平台，让全世界
看到了新鲜立体、活泼生动的中国形象，他们
用健硕的肌肉、鲜明的个性、热烈的笑容、昂扬
的眼神，打开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新声道。

很多人都注意到，在乒乓球混双决赛憾
失金牌后，许昕在赛后发布会上称赞对手水
谷隼和伊藤美诚“打得非常好”。这句赞美，
让中国选手在日本网友中圈粉无数，许多网
友点赞：“这才是真正的一流运动员。”

以37岁“高龄”一举夺得男子举重81公
斤级冠军的吕小军，在海外人气极旺，遍布世
界的粉丝尊他为“军神”，盛赞他有“教科书式
的动作”，甚至有外国网友说他“以一己之力

统一了理念不同的健身圈”。
还有一些细节为外国网友津津乐道：举重

冠军侯志慧、谌利军都邀请了亚军、季军共同
站上冠军领奖台合影；“击剑女神”孙一文在
最高领奖台上用捧花和奖牌与左邻右舍“干
杯”；“杨杨得胜”组合杨倩和杨皓然夺冠后碰
拳庆祝的小互动；还有中国选手鼻闻风油精、
手捧保温杯的“名场面”也在网络刷屏……

其实，不管夺金与否，不管是场上选手、
替补队员还是教练、队医、后勤保障人员，奥
运舞台上的每一位中国人，都是中国形象的
代言人。在场上，越来越多运动员“轻装上
阵”，现出“为热爱而体育”“为快乐而运动”的
本色；越来越多“00 后”选手的出现，让世界
看到中国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既传承前

辈拼搏奋斗的优良传统，又生机勃勃、兴趣广
泛、乐于拥抱新事物。

在场外，大众在为运动员们送上掌声的
同时，也开始关心他们“累不累”——面对比
赛失利的选手，大家依然鼓励、支持；对运动
员在生活中展现出的另一面，网友们也在社
交平台热情互动，为他们做各种好玩的视频、
表情包。大众与运动员之间的和谐互动，本
身也是精彩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东京奥运会正在火热进行中，北京冬奥
会也将进入半年倒计时。在奥林匹克神圣火
炬的照耀下，会有更多中国运动员生动践行

“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理念，也相
信在我们的主场将会涌现更多精彩的中国故
事，让世界看到更美好的中国。 □王若辰

《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

温暖明亮 情深意长
已逝作家李迪创作的脱

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十八
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由作家
出版社出版。

该书讲述了湖南湘西十
八洞村在脱贫奔小康中的十
八个代表性故事。十八洞村
是一个青山环抱、绿水环绕的
苗族村寨。2013年11月3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
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方
略，沉睡在贫困中的十八洞
村自此蝶变。

作家把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作为创作的前提。他在
十八洞村的日子里，或帮着
村民卖菜吆喝，或陪着老乡
种地聊天，或钻进饭店后厨
给老板打打下手，逮着谁就
饶有兴致地听对方说说村里
脱贫攻坚的故事。

李迪将村民讲的故事进行
恰如其分的剪辑整理，用18个
故事展现十八洞村发生的深刻
变化，从小切口进入，真实反映
脱贫攻坚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
大壮举，为历史存照。《金兰蜜》
里的龙先兰，父亲去世、母亲改
嫁、妹妹离家出走，他感到生活

无望，自暴自弃。扶贫工作队
队长龙秀林把他带回家当亲
弟弟一样看待，先出钱让他摆
鱼摊，生意不好，又出钱让他
去学养蜂，还帮他盖房子、娶媳
妇，建成“金兰蜜”蜂场。《就是
悬崖我也要跳》中的隆英足舍
弃高薪，回乡养殖创业。一个
女孩子独自睡在山上养殖场，
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企业做
大做强……

《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
事》是李迪在 2020年 6月创作
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可以
说，他把生命最后的时光全部
贡献给了脱贫攻坚题材创作，
贡献给了对伟大时代、伟大人
民的热情讴歌。 □路英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