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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章开玲的《青山
静溪》，我便走进了山水
间的小木屋。室内的木
桌上清茶飘香，我坐下来
看其书上文字，辨其杯中
茶语，并透过四面的木
门、木窗及其诗行般的木
格，日看红花绿叶、行云
流水，夜赏月移风追、山
环溪绕。

《青山静溪》给人扑
面而来的美感，就是这种
既古朴素雅又自然鲜活，
既私密自我又坦然纯粹
的情境。该书设计简捷
明快，结构处理直截了
当。因文集收录了四种
文体的作品，其四辑的名
称也用现代诗、古体诗、
散文诗、散文命名，让人
一看便知其所指，有了
究其异同、品其特质的
探秘之欲。

第一辑“现代诗”，是
该书的主体，收录 64 首
（组）作品。这些或写工
作、生活，或写游历、情感的诗作，使
用最多的场景是山水、茶室，出现最
多的意向是花鸟虫鱼、风云雨雪，描
写最多的时段是雨天、月夜……如此
的柔情特质，显现了女性诗人的柔美
特色。因而，在与莲相悟时，她悟得
了“我双手合十/把一颗浣洗过的心
安放于莲心/今夜月光穿过纱窗/今
夜有你陪我望月不话沧桑”的超凡脱
俗之美。然而，置身于诗意的情感天
空之下，她不仅写花草、风月，时常
还会透过情感木屋环视大千世界，
书写世间万象。于是，在塔云山金
顶的古今对话中，她获得了“那些来
回荡漾的风/温软清凉，不说一个
字/我也静默着，磕一个头/转身，回
人间”的真经。哪怕是写祭母诗、悼
友诗，其文字依然优雅。你看，“小
心把春茶放进杯里香漫起/尊敬的
老师/带上它，好吗？”如此的温馨，
让诗成为阴阳共暖的情流。

第二辑“古体诗”，收录诗作74首
（组）。这些诗作近似于现代诗，来自
旅途赏景、工作感悟、生活随想、阅读
心得等，让人喜读爱看，极易产生共
鸣。其显著特点是：亦如他人的古体
诗，善用典故，讲究修辞，简约超凡；不
同于他人的是，少文言、不生涩，清新
自然，阳光明媚。组诗《光雾踏歌行》
中，第六首的“迷离不知梦归处，翠鸟

耳边一声惊”，又入了她那
“情感木屋”式的意境。而
最后一首“听君一席古今
谈，虎啸越过万重山。他
日浓墨绘青色，再闻琵琶
漫桃园”则是她古体诗写
作风格的集中展现，仅最
后一句的“琵琶”喻知音，

“桃园”喻友情，就有了两
个著名典故。

第三辑“散文诗”，只
收录作品 3 章。然而看
似小不点儿，实则分量
重。《白露》中的季节变
化，写出了人与自然的
不变之情，虽文字只有
一页，但立意高，令人掩
卷长思。《雨中遐思》，沿
袭了她写现代诗、古体诗
的风格，用大量的自然现
象，去写心理、写情感、写
人性、写人生，写出了生
活的五味杂陈，写出了生
命的风雨壮歌。而那些
自然而然的状物与拟
人，终究让我们认识到，

“凝眸窗外躲在烟雨后的远山近水，
坚信人间一趟，定是来与青山绿水
相亲相爱的。”至此，我们便找到了
打开她那情感木屋的钥匙，读懂了
她与自然为伍的心经，明白了她用
山泉煮诗的缘由。

第四辑“散文”，收录文章 13篇，
有 7篇是写风与雨的，比如标题中的
关键词秋雨、春风、雨中、伞、春花；有
4 篇写旅游心情，其余的写日常生
活。可见，其散文的取材，亦如其
诗。或许正因为这样，其散文如诗。
无论是意境之美、文字之美，都充盈
着诗意之美。不必多读，我们翻看此
辑第一篇最后一段，便可见一斑，“恍
惚之间，我心里飘过一个有着弯弯眉
眼撑着油纸伞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她
嫣然向我。如这秋雨，温婉安静，与
我一起听光阴慢慢流淌的声音。”这
文思与这文字，这秋雨与这雨景，多
好的诗情画意，怎不是诗呢？

我们领略了《青山静溪》的四辑
内容，还要了解一下作者。章开玲，
女，笔名小溪，毕业于汉中师范学院数
学系，理学学士，任教于安康，刚从安
康市第二中学（铁二中）退休。一个学
数学、教数学的数学老师，为何写诗？

她说：皆因情感表达！
这本书，就是一座数学王国的

绿色、生态情感木屋！ □李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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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对未成年人免费”释放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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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11月29日，故宫博物院
发布《关于对未成年人试行免费开放
的公告》。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博
物馆、纪念馆、科技馆、展览馆、美术
馆、文化馆、社区公益性互联网上网
服务场所以及影剧院、体育场馆、动
物园、植物园、公园等场所，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
开放”。如今，故宫将免费开放对象
从“6岁以下或身高1.2米以下儿童”
拓展至所有未成年人，中小学生免费
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每周二统一预约，
无疑是对法律善意的进一步践行，也

有助于未成年人福祉的提升。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讲

过一个故事。2007 年，他在甘肃省
博物馆看到，十几个当地高校的大
学生围着展柜抄里面的说明。当被
问及是否经常来这里时，学生们给
出的答案令单霁翔记忆深刻，“博物
馆票价 35 块钱，兰州拉面才 4 块钱
一碗，这是我们好多天吃拉面的钱，
一直舍不得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收
入水平的提高，现在的大学生或许已
不用再靠省下吃拉面的钱去参观博物
馆，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步子也

越来越大。文旅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12
个、美术馆618个、博物馆5788个、文
化馆3327个、文化站4万多个。所有
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美术
馆和90%以上的博物馆已经实行了免
费开放，实现了“无障碍、零门槛”。

博物馆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是
让文物活起来的应有之义。作为中
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第一
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故宫
此举有助于引导更多博物馆仿效，引
领未成年人感受文物魅力，领略文明
之美，增强文化自信。 □张淳艺

决不能让“黑红”成为流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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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深度嵌入生活，手
机成了人们获取信息、感知世界的
窗口，但风口之下也聚集了不少“大
神”。有人疯狂炫富，“20 岁喜提劳
斯莱斯”“创业1年月入百万”；有人
隔空“互殴”，脏话连篇、丑态百出，
还嚷嚷着线下约架。

种种场景光怪陆离，而细察就
会发现，其中多是“演员”。或迎合
暴富心态，或透支大众善心，或渲
染个体戾气，而如此卖力表演，无
不是为了圈粉吸睛。随着“入局

者”越来越多，捏造故事极尽能事，
门类之繁多、情节之狗血，屡屡让
人大跌眼镜。

毫无疑问，流量经济之下，“臭
名也是名”“黑红也是红”正在带偏
网络生态。对此，虽然争议不断、声
讨不少，可各种炫丑逐丑非但没有
收敛，反而愈演愈烈。这其中，固然
有个别人“一夜爆红”的自我炒作，
但更根本的，恐怕还在于平台方的
助长。在此之上，“关注即是流量，
流量就是收益”，强大的变现能力，

更进一步刺激着疯狂的逐利之举。
决不能让“黑红”成为流量密

码，这是平台责任的起点，也是网络
生态纠偏的起点。对此，相关平台
要坚决与炫丑逐丑割席。不能仅仅
依靠企业的道德自觉和社会责任，
监管部门必须积极亮剑、不断施压。

网络环境污染，人人都是受害
者。博主也好、平台也罢，跳出“流
量陷阱”，共同涵养健康生态，网络
环境才能蓬勃阳光，滋养每个活跃
其间的个体。 □汤华臻

诱 惑
□文/嘉湖 图/赵春青

不少人发现在网购的快递盒子里除了购买
的商品外，还经常会多出一张求好评的小卡
片。消费者只要按照商家的要求，凑够字数和
图片，发送五星好评并截图，经店铺客服确认后
就可以获得金额不等的红包。

一些商家采取上述这种给消费者“小恩小
惠”、让其评价晒图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确实可
能增加店铺好评度和曝光率，可能也确实有一
些消费者愿意配合。但实际上，对商家而言，还
是得拿商品品质说话。而对消费者来说，别为
了小红包就失了理性和分寸，评价还是实事求
是、有话直说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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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子女与父母就近居住”创造条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

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日前发
布。《意见》强调，要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创
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以居家养老为
基础，通过新建、改造、租赁等方式，提升社
区养老服务能力。

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
全部人口的 18.70%，相比 10 年前上升 5.44
个百分点。这说明如何养老已经成为国
家、社会和家庭三个层面都要面对的课
题。在此背景下，《意见》鼓励成年子女与
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以承担养老
责任，其实是在居家养老基础上提出的一

种顺应中国人生活方式和伦理特点的应对
之策。要实现这样的养老方式，目前主要
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意愿，二是条件。

相关调查表明，对于共同生活，成年子
女表示愿意的情况占比 58.51%，比例并不
小。但现实情况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早就
改变了中国人四世同堂、共同居住的传统
生活方式。子女与父母的生活方式不相
同，加上婆媳关系、翁婿关系等因素，以及
现代房屋的户型设计特征，三代同住可能
会造成相应的家庭矛盾，所以子女成家后
与父母同住已不是主流生活方式。在此情
况下，与父母就近居住可能是一种更好的

方式，双方既可各自独立，又能相互照顾。
这就涉及“条件”问题。一方面，这种

居住条件意味着双方都要有独立的住房。
现阶段，子女买一套住房都可能面临巨大
压力，能实现父母和成年子女就近居住的
家庭并不多，上述调查也表明，有29.52%的
人表示无法拥有合适的住房。这显然是一
个较大的难题。因此，应对老龄化社会需
要住房政策上的联动，使更多家庭易于租
住两套房，才能满足成年子女与父母就近
居住的养老条件。

另一方面，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
算也是顺应养老趋势的必然之举。加快推

进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做到全覆
盖、无死角，越来越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此外，退一步讲，在共同居住或就近
居住的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更需要发展
居家养老，即以现有的老人家庭为核心、
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
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解决日常生活困
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这是养老的
重要途径，是子女就近居住条件无法满足
情况下的社会性兜底。总的看来，“子女
与父母就近居住”是一个美好的中国式愿
景，它需要住房、医疗、养老政策体系的同
频共振。 □张田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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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管理员工、保
障财产安全，不少单位会
在公共区域安装监控摄像
头。11 月 29 日，宁波市高
新区法院通报了一起因员
工用塑料袋遮挡公司摄像
头被开除引起的劳动合同
纠 纷 。 法 院 判 决 企 业 败
诉，并赔偿职工损失。

在办公区域安装摄像
头监督员工，是一些企业
的普遍做法，很多企业将
此当作基本的管理手段，
大家对这种做法也已习以

为常。可是，这种管理监督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来说，也确实给职工带来
了困扰。正如这起劳动合同纠纷案
里的当事员工所说：“摄像头就像一
双不信任、不尊重的眼睛，我们的一
举一动都被盯着，就连起身去倒水也
会被自动跟踪！”

一般来说，办公场所不认定属
于私密空间，与同事之间因工作产
生的活动不属于私密活动，用人单
位出于管理需要，可以在办公场所
安装摄像头。当然，用人单位应遵
照法律法规设置监控内容查看、提
取的权限、流程等规定，不得过分放
大用人单位管理权限，不得在卫生
间、更衣室等个人私密性强的场所
安装，最大限度合法保护劳动者的
隐私权。在本案中，员工郑某认为
隐私被侵犯，这样的诉求并未得到
法院的支持。

公司在办公场所装摄像头属内
部管理行为，如果因此和员工发生
纠 纷 ，公 司 应 以 积 极 态 度 与 员 工
沟 通 解 决 。 而 在 本 案 中 ，对 郑 某
等 人 用 塑 料 袋 遮 蔽 摄 像 头 的 行
为，公司本可以采用批评教育等其
他管理方式，对其进行教育纠正和
监督管理，却直接对郑某作出最严
厉的处罚，将其解雇，违反了相关
法律规定。

郑某和同事擅自遮挡摄像头
的行为虽然不妥，但只实施了一次，
次日摄像头已恢复正常使用，未对经营管理、工作
秩序等造成严重后果，员工手册中也未指出遮挡摄
像头违反规章制度。因此，公司认为郑某严重违反
劳动纪律或单位规章制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然而，郑某和同事用塑料袋套住摄像头的行
为虽没有达到可以直接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度，但
同样行为欠妥。在工作和生活中，当员工认为自
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
去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益，采用破坏和对抗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非常不理智，很可能让自己处于被动的
地位。 □高斌

回望经典

《骆驼祥子》为何被外国读者喜爱
我们知道，清

末民初，翻译家林
纾用文言翻译了一大批西方小说，成
为那时许多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学的启
蒙读物。其中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就是在翻译时，译者并没有完全忠实
于原文，有一些地方甚至对原文进行
了较大的增改。

这些小说也给少年时的钱钟书打
开了窥见西方文学广阔世界的窗户，
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其实，在中国
现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也有这样
的“讹”化翻译。译者没有严格遵守翻
译的忠实原则，但译作在传播效果上
却颇为成功。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
在美国的传播即是一例。翻译者对作
品进行了“创造性改译”。钩沉这段历
史，对我们今天理解翻译的复杂性，推
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不无裨益。

1945年，《骆驼祥子》的首部英译本
Rickshaw Boy在美国纽约出版。当地
文学评论家马上在《纽约时报》《纽约
先驱论坛报》《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
邮报》《大西洋月刊》等报刊对这部作

品进行推荐，受到大量美国读者喜
爱。这不仅与老舍精湛的语言艺术、
作品中对当时北平风俗的精准描绘息
息相关，也与译者伊万·金的翻译和改
编策略有着极大关联。

伊万·金将当时美国的一些本土文
化元素融入了《骆驼祥子》中。在翻译
过程中，他甚至增加了角色，删改了人
物对话，更改了故事主线与结局，增添
了二战后美国积极倡导的某些精神文
化在译本中的比重。在伊万·金译本的
重要推介杂志《每月一书俱乐部新闻》
的推荐语中有这样的评价：“检验一部
小说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是它能否引
起我们共情。”E·M·福斯特（英国小说
家、文学评论家）说。只要你还生活着，
你极可能会被这部小说的主角深深打
动。他为了最卑微的幸福所作的努力，
将使敏感的读者流下同情的泪水。命
运无法打败他，人善的本性在他身上呈
现并最终大获全胜……我们五位评委
一致认为《骆驼祥子》——一位至今不
为美国公众所知的中国作家的作品——
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小说之一。

这表明，伊万·金的译本中主人公
的情感、人生观与世俗观念，都能够与
美国社会当时所提倡或流行的精神相
暗合，让大洋彼岸的读者对主人公产
生共情。翻译时，伊万·金选择将原著
中祥子发现小福子上吊自尽而走向彻
底堕落的结局，改编成了祥子救下了
奄奄一息的小福子，两人一同离开并
找寻到自由的“大团圆”结局。

如此，伊万·金通过对典型人物——
祥子圆满事迹的讲述，向美国读者传
达了在困境下仍保持着强烈进取意
志的中国民众的战时精神，展现了中
国作家充满人文主义温度的笔触。
这为当时美国战后大量身处贫困境
地的人们给予了有效的精神鼓舞。

伊万·金译本在美国 20 世纪 40
年代大获成功，这种成功同时伴随着
译著对原著语言及文化习惯的背叛。
但这种缺失并不是永久的。Rickshaw
Boy中被删改去的内容和语言风格，
在《骆驼祥子》后续出版的英译本中逐
渐补足。

1979年、1981年及2010年，美国分

别出版了珍·詹姆斯、施晓菁和葛浩文
译者的译本，从詹姆斯译本开始，翻译
风格逐渐放弃了对美国主流观念的迎
合。从葛浩文的译文中可以清晰看
到，译本能够贴近原著表达的中国文
化特色及精神内涵。这四部《骆驼祥
子》英译作品在时间上横跨了六十余
年。显然，这样的持续性外译的过程
和效果值得我们重视。最早的译本
降低了外国读者了解作品的门槛，引
发了他们的阅读兴趣。后续的译本
则逐渐提高了难度，让外国读者能够
逐渐走进中国文化的精神世界。

伊万·金所翻译的《骆驼祥子》的成
功，为这部中国现代名著后续在美国、
西方世界乃至全球的翻译和接受打下
了基础。可以说，中国现代经典小说
《骆驼祥子》的对外译介之路，是中国现
代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一种磨合范式，
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不同时期的译
本所强调、凸显的文化“共振”，及与不
同时代读者的精神“共情”，恰好是我国
文学渐渐在世界文化之林中重塑文化
标志过程的写照。 □马宇晴 李宗刚

人到中年，总觉时间不够，又不知
耗在了哪儿。我决意细究一下光阴
的去向，于是画了表格，将一天行踪
一行行如实填写。惊讶发现，每天读
屏竟超过 5 个小时！枕上、厕上不必
细言，就连工作写字时，也时不时顺
手抄过手机刷一刷。

学习强国答题、头条新闻看时
事、在微信朋友圈和QQ 空间读朋友
的瞬间随记、在新浪博客愤世嫉俗、
张扬正义，还有精美图片、“漂油鸡
汤”，帮我砍一刀、投票寻人……本有
几十个精挑细选的写作公众号用来学
习和琢磨；但旁边的更有趣、更精短，
使我忍不住溜号儿串门。常常是，看
着看着拐了弯；拐来拐去，找不到来时
路，早忘了原本要干啥。

往往一批浏览已毕，另一批信息唰
地涌来，于是眼睛又开始新一轮狂奔。
浸泡在喧嚣的汪洋大海，我头脑胶着，
思绪混乱，四顾茫然。那种安详沉
静、滋养灵魂的阅读，仿佛是很久以
前的事儿了。没了那种沉浸式的生
命体验，这种读，也配叫“阅读”吗？

据说，苏轼读《汉书》，先用自创的
八面受敌法读多遍，再用三字标题法抄
写三遍。第一遍，了解治理天下之道；
第二遍，人物的性格命运分析；第三遍，
地理格局、官设制度、兵法、财货之类。
每读一遍，只专注一个点。

他在黄州任上时，朋友朱载上来
访，报过姓名却久等不见。见到时问苏
在做什么？苏轼说：做功课，抄《汉
书》，只抄标题。第一遍以三字为题，
第二遍以二字为题，第三遍以一字为
题，而后看标题回想篇章。朱随机挑
字，苏轼随即背出相关篇章段落。朱回
去对自己孩子说：聪慧的人尚且如此
勤奋，中等智力的人更应加倍才行。

如果说苏轼这种阅读过“硬”，那
么他的本家苏舜钦读《汉书》，则读的
是快感和享受，读出了活泼的一股真
气和意气。

晚上，苏舜钦读《汉书·张良
传》，读到“良与客狙击秦皇帝，
误中副车”时，他一拍手喊道：

“可惜没击中！”于是，满饮一大
杯。又读到“始臣起下邳，与上
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时，他拍
桌子吼道：“君臣相遇，怎如此之
难！”怅恨许久，又饮一大杯。

此二人的读法固是有效，
但我们也生疑，这是否过于不讲效
率？浩繁如山的知识和泛滥如海的
信息，“慢”读，何以应付？

暂不说网读，即便纸质书籍，古
今中外，数量之浩，题材之丰，视野之
阔，也超乎想象。可以说，一生读尽
天下书，是个妄想。

读书破万卷，“万”固是数量指
标，但重点在“破”。不管是读屏还是
读纸书，我们缺的不是“读”，而是对

信息的提炼和概括，缺的是将信息转
化成我们的情感、思想和生命的过
程，就像农民把时间变成粮食，工人
把时间变成产品，我们把时间和信息
变成曼妙美好的自己。

因此，慢阅读不是磨蹭，更不是懒
惰，而是让阅读深入。是缓视微吟，虚
心涵泳，大火煮滚，文火慢煎，直至煎
透、融解，入我心腹。 □米丽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