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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换一种方式去开
始》的时候，王宗仁老师序
的开头说：“读别人的散文
作品时，我有个很难改变的
阅读习惯：不管多少篇稿
子，我总要翻到写父母文字
的那些先读起来，我铁信，凡
是写作者，几乎没有不写父
母的……”从这些文字中，我
想到了在一次散文学会的工
作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焕
军先生把我拉到一旁，悄悄
给我说：“亚玲，你送给我的
两本散文集我都看了，但是
我看你有写爷爷奶奶的，哥
嫂朋友的，为啥没有写父母
的文章呢？”从焕军先生的提
醒中，我突然意识到，也只有
像焕军先生这样对文字敬畏
和对父母热爱的作家，才能
从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学到自
己作品的短板，再和更多的
作者去交流。感谢焕军先
生给我的建议。写作多年
来，还真的没给父母写过只
言片语的文字，从焕军先生
的言语中，虽然父母的爱是
最平常的，是打或者骂，给
你钱，让你买东西吃，把你
打完再给你一个糖哄哄，没
有啥特殊的，但他提醒了
我，父母那种最平常的打
骂，才是最真实无私的爱。

在读焕军先生的《闲坐
高处》集子中，我读了他全
部关于写父母的文章。从他
给父母写的几篇文章中，读
到了他对父母的爱，不仅仅
是在文字里，更是融进了日子的点点滴
滴中。在《半斤粮票》中写道：“饭后，父
亲什么都没有说，打着伞赶往火车站坐
火车回华县，望着他略驼的后背以及被
雨水浸湿的衣角和裤腿，心里一阵酸
楚。”这段话，让每一个读者都能深深感
受到父亲的伟大，都能引起思考，都能联
想到自己父亲的背影，这就成功了，就达
到了作者写作的目的。他能用简单的几
句文字把读者引到生活日常中，引到子
女应该孝敬父母的苦心中，引到能够理
解父爱的伟大，并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
境界，父亲往往都是以自身做榜样来教
育子女。一位父亲把孩子从外地送到西
安的学校，陪他最后吃顿饭，然后把孩子
一个人留在雨中的陌生城市，头也不回

决然地走了。他不回头，并
不代表不爱儿子，而是他不
忍心看儿子瘦小的身子停在
雨中，他其实是在用看似无
情甚至绝情的方式教会儿子：
你长大了，得独自面对以后的
人生路了。这里，他刻意用了
特别巧妙的写法，故意设定
伞外天在下雨，伞内父亲的
心也在下雨，这种写法很独
特，也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焕军先生把对母亲的思
念和爱，表达在《想母亲了》
里，把对母亲的思念化作笔下
的文字留作永久的纪念。每
年清明节和母亲的忌日，他

“都要把母亲抱出来，和母亲
一起坐在一块空地上，拉拉
话，诉说一些生活中的油盐
酱醋茶”。这种有意义的接
地气的生活方式，远比隔屏
喊几句“父母辛苦了，祝您健
康长寿”之类的话要好千百
倍，他把“铭记先祖，才能拥
有未来”，落到了以身作则的
实际中。作为一位作家，他
所写的文章能给读者带来启
发，能触动读者心灵深处的
某一角，哪怕小小的一角，那

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焕军先生的这
三本书中所写的文章，做到了。尽管他
的语言朴素无华，但字字如钢，穿透力
很强。他的文章中既有西洋式的牛排
红酒，也有下里巴人的咸菜稀饭，既有
尖锐的思想，又有平实的心态，既有闲
适的轻松，又有赏心的悦目。

他的散文如好友们坐在马路牙子
上，边喝酒吃饭聊天般的随意，却也道出
了人世间至情至深的大道理。

正如他在第三本代后记结尾中说：
“洗尽铅华始见金，褪去浮华归本真。”他
的写作，的确是在用真情写真意，既有思
想又有俏皮。希望先生能坚持他的本真
写作，继续为读者奉献他的真本事。用写
作点燃另一种生活。 □孙亚玲

新书推荐

坐在窗前品书香
我与书

——《苏兆强诗说成语故事》序

“剪裁妙处非刀尺”
在我朋友圈的诗人中，勤勉者不少，可真正称得

上热衷乃至痴情者，却非苏兆强先生莫属。他知诗
好诗乐于诗，已逾一个甲子，于是十三部诗集滔滔汨
汨，不择地而出，为诗坛增添了一抹亮色。以其对诗
的理解、颖悟、钻研创作，更见得是深于诗者。

他的诗作，永远是代民立言，而有高标，永远地
抒大“我”之志，于世有益，也永远是遵循诗之正
道。“天意君须会”，他领会；“人间要好诗”，他深
知。因之他写出的就是好诗，形式好，内容好，立意
高，诗意美，其诗作，常获奖并常被人们提起，就是
明证。不惟如此，他更在开诗歌之新域。昔时张骞
出使大宛诸国，史圣誉之为“凿空”（开辟道路），今
日兆强先生开拓诗歌之领域，增强诗歌之表现形
式，厥功亦不在小。抒情诗、哲理诗、爱情诗、寓言
诗，再拓展，而以诗解《三十六计》。《三十六计诗解》
中，既以诗解诸计，又以诗述典型战例，似未曾见。
论者异之曰，“诗原来还能这样！”而今《苏兆强诗说
成语故事》行将付梓，自是奇葩，诗原来就能这样。

本诗集中，作者选取一百四十九则成语，以诗
解之，并分作六辑：《德行》，歌颂品节之超迈；《求
知》，标榜精神之不懈；《智谋》，彰显韬略之力量；
《哲理》，显现智慧之健在；《处世》，提倡和顺之贵

重；《谐趣》，强调欢愉之色彩。六辑既成，读而快
哉。辑前有引诗，提纲挈领，诗味浓郁；每辑篇数若
干，事有百类，皆解之以诗，别开生面。

解诗，一例一诗，一诗一韵。解释原义，深而
切也；撮其要旨，精而准也；呈现完璧，高而妙也；
以诗代文，美而雅也。因兆强先生把握得体，行之
有方，而终成雅赏。诗韵十八部，为避免用宽韵之
单调或偏颇，故尽可能广以涉猎面，多用韵部，如
第一辑三十一篇，用韵部共十三；第四辑三十篇，
用韵部计十五。

韵部多，自见兆强先生驾驭韵字能力之高；
每首诗的一韵到底，自见兆强先生驾驭文字功力
之强。高强之下，果见佳作。湛然可读，怡然可
赏，豁然可启人之心智。说理处，如有金石声，愤
激处，如有霹雳声，急切处，如有万马奔腾声，和
悦处，如有润物春雨声。声成而诗得助，诗成而
意酣畅，个中况味，醇而且新，运用之妙，存乎一
心。陆放翁句有云：“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
非刀尺”，此之谓也。

这是苏兆强先生对诗歌的践行，也实现了其作
品的时代价值。六十多年来，苏先生为诗，不被乱
象蔽明，不被杂音塞聪，而坚守着诗的本真，故而皆

是守正之作：走正道，发正声，歌正气，释正能。此
种清雄与超然，非铁肩担道义者不可为，亦非唐突
诗文者不能为也。

则见他一路写来，固守着两千余年的诗道，押
韵、谐韵，展现出的正是韵律美。韵律美，诗歌便
有了“月射寒江”之神。其神在，苏先生的诗作便
大道之行也。他歌颂的是真善美，鞭挞的是假恶
丑，故而诗作展现出的是积极用世的正声，是颠扑
不破的大义。他的诗作，大格调，大器局，正气浩
然，是颇具阳刚之气的雄美，音节谐婉的俊美，意
境深邃的大美。“三美”既现，逸怀豪气的兆强先生
其诗便卓然自立！

自立难，自立亦贵。君不见近些年来充斥媒
体的所谓诗作，分行，而不知音律为何物者多；行
文，而不知诗意者众；不知所云，味同嚼蜡，几乎
是俯拾即是，有的竟至于堕落成垃圾。诗歌的天
下被辱没至此，尚何言哉！而兆强先生的诗，竟
敢挺立于俗流之中，竟能挺立于俗流之中，而吐
纳风云，更见难能可贵。即以本书而言，谋篇的
得心应手，韵律的珠圆玉润，解释的精炼准确，都
是春风风人，阅读的喜悦和依赖，也使我情不自
禁写下此篇，权以为序。 □杨乾坤

端坐在靠窗前书桌，让清晨
第一缕阳光从窗外泼洒进来，铺

满书桌。我翻动书页，时而轻声吟哦，时而凝神默
读，抬头看一眼窗外的合欢树和紫藤树。此刻，一
只鸟儿从窗前掠过，“啾”的一声，算是与我打招呼。

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享受读书生活。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2000多年前，中国最

有名的老师孔子，就把读书学习的况味仔细品咂
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读书的
最高境界是随性，不被人逼、不被人催、不为稻粱谋。

心仪的书籍从何而来？有人说：“书非借不能
读也”。似乎是说，只有借来的书才“迫使”自己抓
紧时间去读。鄙以为，这到底还是被动而读，读得
紧迫，读得慌张，读得不自在。况且所借之书，有借
图书馆的，有借私人的，或为公家之物，或是私人之
藏，主权不在我，故不能随意批注，不能任性折叠，
因此少了诸多趣味。

我那些堆满整个书房的书籍，是数十年精心淘
来的。先前，是从书店购买。在乡下时，骑辆破自

行车，到百里外的县城书店，与两位爱书的同伴一
路高歌，多少波折，多少激动。我还为此写过一篇
小文《购书记》发表，此种酸甜苦辣之滋味，与明代
宋濂借书抄书的经历有一比。如今，书大多网购，
方便快捷。在网店选好喜爱之书，鼠标轻点，电子
支付，一两天之后就能捧回。

书越买越多，书房的面积却不能增加，最后整
个房间达到超饱和状态。书架上早已排不下去，只
好把一部分书堆在书桌上。书桌上堆不下了，就只
能委屈一些书，把暂时不读的书装进蛇皮袋里，把
它们“罚站”在地上。为此挨了老婆不少抱怨。老
婆几次想越俎代庖，帮我整理这些书，可这些书籍
仿佛是“钉子户”，怎么也安置不了它们，最后老婆
只能叹气，听之任之了。

老婆说，你不能再买书了，把买书的钱买点营养
品，退休了也该补补身体。我笑答，书就是人类最好
的营养品，坐在窗前品书香，享受书的滋养，不寂寞、
无失落，让晚年身心更康泰。“卖却屋边三亩地，添成
窗下一床书。”——有书有米，何其乐哉！ □辛恒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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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购物车”须防个人隐私“被分享”
“双11”日渐临近，各大电商平台吸

引流量花样迭出。有平台推出一键分
享购物车功能，用户可向好友转发分享
自己的购物车商品，包括分享一些与平
台合作的明星的购物车。数据显示，
该功能上线后，仅3天时间内，就有超
过1000万人分享了自己的购物车。

某种意义上说，电商经济也是“分享
经济”，消费者通过社交平台或社交工
具，向亲朋、熟人转发自己的购物清单，
分享自己的购物体验，对促进商品销售
具有很大的作用。基于此，电商平台推
出一键分享购物车功能，为用户向好友

分享自己的购物车商品、围观并继续分
享名人明星的购物清单提供技术支持与便
利，主要是为了集聚和扩大消费者对海量
商品信息的关注，达到集中促销的目的。

一键分享购物车的确便捷，围观、
分享明星的购物车更是火爆，但这一模
式初步暴露出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
据报道，有用户误操作了“分享购物
车”，但找不到关闭选项，只能眼睁睁看
着自己的购物车被人一路分享……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一个重要原
因在于平台考虑不周，设计不够严谨，
具体表现为注重为用户分享、转发自己

和他人的购物车提供便利，但相对忽视
了对用户（包括明星用户）同意权、知情
权、隐私权的保护。平台可以大力宣传

“分享购物车”的便利与价值，同时也应
当郑重、全面提示用户，分享与被分享
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注意与平
台、商家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互动，避
免在分享、围观的狂欢之中，自身权益
受损或侵害他人权益。

电商平台要筑牢用户权益保障
屏障，不能让“分享购物车”造成用户
权益损害，让用户个人隐私被非法

“分享”。 □周之地

“国考热”背后的冷思考
近日，2022 年国考报名落下帷

幕，共有 212.3 万人通过用人单位资
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
划数之比约为 68：1，热度不减。其
中，仅招 1 人的某地区邮政管理局

“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一职“火”出
圈，报名人数超 2 万人，被人们称为

“万人岗”。
“考公务员热”已持续多年。作

为综合型职业的公务员岗位，招录岗
位的绝对数量大，专业范围广，准入
门槛相对低。就个体而言，在就业形
势面临压力、职业发展前景不清晰的
情况下，寻求一份相对有保障的工

作，这样的就业选择无可厚非。
也要看到，今年公务员招考中仍

存在不少“冷门”职位少人或无人报
考，各职位报录比呈现出多层次的不
均衡。究其原因，岗位限制条件少、
专业开放数量多的岗位，职位竞争自
然大。而限制条件多、专业技术能力
强、招考范围缩减的职位，竞争热度
也就自然下降。这导致的结果是，部
分公务员岗位难以通过充分竞争招
揽优秀人才，而对另一部分竞逐热门
岗位的“陪跑人”报考者，也将付出机
会成本和时间成本。

可见，“国考热”本身并非许多人

认为的“不正常”状态，也非报考人数
越少越合理，关注度越低越正常。问
题的关键是，不应让公务员这一职业
承载过多职业以外的东西。竞考公
务员者可以试问自己，报考是因追求
理想信念的主动选择，还是拘于“随
大流”的盲目之举？同样，这场考试
既是在考报考者，也是在“考”政府部
门。面对着“国考热”背后流露的就
业期待，如何通过更充分的细化分
类，更适合的招录门槛条件，让这
场考试成为实现个人价值与满足
社会需求的“助力器”，这是一个重
要课题。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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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速”的尴尬
□文/嘉湖 图/李法明

近日发布的《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
告》显示，28.2%的网络视频用户不按原速观看，“00
后”尤其青睐倍速功能，使用比例39.6%。有观点认
为，“2.0倍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互联网时代，用户体验、用户黏度等关键词常
常成为“碎碎念”。但令人尴尬的是，提供倍速播
放的按钮，初衷也许是提供一种优化体验的服务，
但换个角度看，这或许只是给观众提供了一个缓
冲“换台”的出口。观众倍速观看的习惯，更主要
的原因还是平台内容的低质化，平台还是应鞭策
自己去制作更精良的视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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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节约粮食成为每个人的行动自觉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

案》，明确提出“到 2025 年，粮食全产业链各
环节节粮减损举措更加硬化实化细化，推动
节粮减损取得更加明显成效”，采取综合措
施降低粮食损耗浪费，坚决刹住浪费粮食的
不良风气。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丰收
背后凝结了几代中国人的不懈努力。本来，
一粒米需要花费艰辛劳动，经过很多环节才
能抵达我们的餐桌。除了生产零售环节的
损耗，粮食经过千辛万苦上了餐桌之后，依
然遭受惊人的浪费。

2018年《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数
据显示，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93克/餐，浪
费率为11.7%。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家粮食局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生产的粮食中有35％被浪
费，其中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2000
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
粮。餐桌上的浪费，实在惊人。

这是一组令我们惭愧的数据。自古以
来，我们的先人牢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的古训，遵循“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但在物产丰富的
今天，粮食却遭到如此糟践。

今年4 月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表明粮食浪费
现象已引起全社会关注。毕竟，“五谷者，万
民之命，国之重宝”。

我们要看到，在粮食单产屡创新高的同
时，稳产增产难度越来越大，粮食供需长期处
于紧平衡的状态。节粮减损，杜绝餐桌浪费，
有利于缓解粮食稳产增产压力，有效提高粮
食供给能力。都说节约是另一种方式的增
产，这个节约，不仅是粮食生产部门要在生产
收获加工运输环节上杜绝浪费，还要我们每

个人从自身做起，克服一些所谓的“面子”等
陈腐观念，杜绝餐桌浪费。正如《粮食节约行
动方案》提出的那样，鼓励引导餐饮服务经营
者主动提供“小份菜”“小份饭”，鼓励单位食
堂预约用餐、按量配餐、小份供餐、按需补餐，
鼓励家庭按需采买食品等。这种行动自觉，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需要落实在一粥一
饭、一事一物、一朝一夕上。

对待粮食，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恩
农业科学家们的忘我付出，感恩农民的辛勤劳
作，感恩地球母亲的馈赠。让节约粮食成为我们
的共识，做一个有“粮”心的中国人。 □项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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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街
头巷尾的美食店
铺向人们敞开大
门的同时，也为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
带 来 挑 战 。 日
前，浙江省台州
市市场监管部门
针对食品经营户
经营时间和顾客
群体特点，开启
食品安全“错时
监管”模式，弥补
工作日八小时以
外的监管盲区。

由消费特点
所决定，不少餐饮商户在
夜间和节假日的经营更为
火爆。而在常规工作模式
中，这个时点也是监管部
门的“下班时间”“休假时
间”。如果有关部门将常
态监管机制放在“八小时”
之内进行，那么食品经营
活动与监管行为就产生一
定的错位，一些违法问题
或者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就容易被忽视。

有关方面针对这种错
位，调整监管思路，推出

“错时监管”模式，可以有
效补强监管短板，完善监
管链条，有助于实现对食
品经营户的全天候监管，
有助于封堵漏洞、清除死
角，提升监管效能。

哪里有食品经营活动，哪里有食品安
全的风险或隐患，哪里就应该有监管在
线。“错时监管”食品安全，符合监管规律，
契合消费者的权益。

在常态监管模式中，各地有关部门对
“八小时”之外的食品安全也普遍保持了
一定的监管力量输出，但这种输出在规
模、强度、覆盖面等方面都有待加强。台
州将食品安全“错时监管”上升为常态监
管，将其与“八小时”之内的监管置于同等
地位，健全机制，合理分配监管力量，织密
了监管网络，这对一些抱着侥幸心理打时
间差的违法经营者来说，无疑会产生更强
的震慑、警示效应。

现代社会治理，问题是多样的，需求是
多元的，相应的监管和服务也应适时变
化、调整。这提示更多地方，须顺应市场
活动规律，创新监管模式，更好履职尽
责。这也是健全监管体系、提升治理效能
的必然要求。 □李英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