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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阿乙《骗子来到南方》

荒诞的局中人

名人与书

共享店铺也要共担风险

社
会
透
析

今年以来，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
共享店铺：“早上包子铺、中午快餐店、
晚上烧烤摊”，这种分时共享的经营方
式，减少了房租成本，实现了灵活经
营。但这种模式的安全隐患同样不可
忽视，需要引起各方重视。

共享店铺之所以在一些城市有生
存空间，就在于把分散闲置的社会资
源激活了，通过出租不同时段闲置的
店铺获取报酬。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常态化之下，分时共享店铺给一
些小餐馆带来多元收入，甚至员工、水
电等资源也可有效整合利用。

餐饮行业直接关系着舌尖上的安
全，准入门槛及监管标准更为严格，在
餐饮类店铺共享的过程中，不能不考
虑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首先，根据
食品经营管理规定，经营许可实行“一
地一证”原则，即食品经营者在一个经
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应当取得
一个食品经营许可证，而共享店铺实
际上是在“共用”营业执照，无形之中
就造成监管空白地带。其次，不同类
型食品的经营，其制作场景和工艺手
法不同，安全标准也不尽相同。共用
一个生产空间，能否保证食品质量？

再次，固定的店铺、流动的经营人员，
一旦出现问题，也存在取证难的现实
困境，消费者权益便无法得到保障。

从经营模式看，分时共享店铺更
像“借鸡下蛋”，需要谨防“鸡飞蛋
打”。共享经济的本质是借助互联网
手段，满足差别化和个性化需求，最终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分时共享店铺
在经营范围、权责关系、风险共担等方
面仍存在模糊地带，需要加以明确。
在这些方面，共享店铺可汲取此前共
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教训，促进
这一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郭存举

网络流行语是现实生活一面镜子
作为年度“汉语盘点”活动最具

网络特色的组成部分，“2021年度十
大网络用语”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
研究中心于12月6日发布。本次发布
的十大网络用语依次为：觉醒年代，
YYDS，双减，破防，元宇宙，绝绝子，
躺平，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我看
不懂，但我大受震撼，强国有我。

“2021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的发
布，串联起这一年的“高亮”片段。它
们有的来自重大历史现场、有的来自
国家政策、有的来自新型概念、有的
来自网民日常交流，从各个角度构成

了 2021 年的记录，一幅幅鲜活生动
的画面跃然纸上。

网络流行语既是当下情绪的新
鲜表达，也从侧面映照了某种社会心
态，或为时代进程留下了生动注脚。
其中既有个人表达，也有宏大叙事。
比如，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铿锵有力的青春誓言在天安门广场
上空久久回荡，振奋人心。这类流
行语，定格重大历史节点，彰显当代
青年人的担当和信念，见证了薪火

代代相传。此外，“双减”作为今年
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教育政策，“元宇
宙”作为今年科技圈和资本圈的大
热概念，亦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
步伐相伴随。

也许有人会觉得，网络流行语是
速朽的，更新迭代很快，似乎“价值不
大”。但恰恰是这变化本身，是它最
大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流
行语是时代发展的“晴雨表”，生活变
迁的“风向标”。通过对这些热词的
关注与解读，我们才能感受到当下真
实的社会脉动。 □庄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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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株洲一位八旬老人对着手机说话的视
频引发全网关注。视频中，老人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
历，因子女不能经常陪伴身边，时常感觉到孤独。这条
视频获得数十万点赞，网友们纷纷为老人送祝福。

老年人在短视频平台分享自己的日常，是主动
翻越“数字鸿沟”的表现，值得点赞。只是时下，有的
老人成了“网瘾老人”，与一些“网瘾少年”一样，同样
存在种种隐患，需要被拯救。让老年生活丰富起来
不单单是子女的责任，也是个社会问题，有关部门
也要注重对老年人精神需求和生活的关心、照护，
通过多种渠道切实提高老年生活的品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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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灵活就业织牢安全防护网
仅1个月，深圳市公安交管部门就查处

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交通违法1.86万宗，涉及
逆行、闯红灯、违规占道等诸多问题……近年
来，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
就业形态逐步成为群众就业增收的重要渠
道，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安全风险，提出了安
全监管新课题。

比如，生产设备安全怎么把关？一些从
事运输服务的灵活就业人员，日复一日、高频
次地使用电动自行车、小汽车、货车等，造成
这些运输工具更易磨损、老化、引发事故。如
何确保运输工具定期保养、安全可靠，是一个
监管难点。

再如，安全培训怎么落实？一家家平台

企业，往往有数万乃至数十万灵活就业人
员。这些从业人员年龄学历不同，岗位流动
性高，如何让每个人都接受严格的岗前安全
培训，并在日常工作中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到位，也是一个挑战。

平台经济跨领域、跨行业，灵活就业规模
大、分布广，安全监管工作涉及公安、交通、应
急、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如何加强部门联
动、形成监管合力，同样有待探索。

平台企业要强化安全发展理念、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

管生产经营就必须管安全，任何生产主
体都是如此，提供灵活就业机会的平台企业
也要切实承担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步管

理好线上线下安全。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
来，不少平台企业借助先进技术、创新管理
方式，提升安全水平：有的平台上线测试功
能，督促员工定期参加安全考试；有的增加
视频核验次数，确保工作时段生产安全；有
的加强交通肇事等安全审核，更好约束危险
行为。期待更多企业推出类似举措，从内部
把安全责任落得更细更实。

有关部门要理顺机制、提升监管水平。
今年以来，一些地区和部门通过联合

执法、共同履责，有效降低了安全生产风
险：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部门联合约谈11
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要求排查整改安全风
险；广州多部门建立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

联合管理工作机制。这些规定和举措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今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修
改的安全生产法。这部法律规定，“对新兴
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明
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
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相互配
合、齐抓共管、信息共享、资源共用”。相关
规定和举措既确定了监管主体，还能促成监
管合力，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要
搞好落实、常抓不懈。

此外，有关部门和平台企业有必要通过
培训、教育、激励等手段，促进广大灵活就业
人员提升安全意识。 □邱超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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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签到、管理
上网行为、追踪员工
的沟通记录、视频监
控办公场所……如
今，不少企业通过各
种数字化手段对员工
进行行为约束与管
理，这种“数字化监
控”的方式引发 热
议。日前就有一家公
司通过统计排查非
工作流量信息，对员
工在办公区域内看
视频、听音乐等“摸
鱼”行为通报处罚。

“互联网+”时代，职场运
用数字化方式开展管理的情
况越来越普遍。比如，企业通
过数据的定位、记录、存储，掌
握员工考勤、绩效表现和工作
量等情况。这可以弥补传统
管理方式的不足，一定程度上
提升管理效果，但也引发了诸
多争议。不少人认为，此举涉
嫌侵犯隐私，是对劳动者的不
尊重，还可能损害员工工作热
情。比如，2019年，某企业把具
有定位功能的智能手环用于监
控环卫工的“上班状态”，引起
舆论热议。有网友调侃：耕地
的牛一旦不出力，后面的农夫
就会啪啪地甩鞭子，这个智能
手表与鞭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职场“数字化监控”须有
正确打开方式。首先，数字化监管不是把人装
进无缝隙监管的数据里，而是要尊重人性和尊
严，将数字化管理的精度和管理的温度结合起
来，以科技向善来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促进
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真正的数字化管理，
核心是服务于人、裨益于人，进而让工作更高
效、企业运行更有序。

其次，要厘清法律的边界，不能侵犯员工
的权益。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按照依
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
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个人信息处理
者方可处理个人信息。比如，企业出于管理
需要，在办公场所安装摄像头，须告知所有员
工。在收集、处理员工信息的过程中，必须控
制个人信息管理人的范围，建立严格的保密
制度，保护员工的隐私权。

数 据 是 冰 冷 的 ，但 使 用 数 据 可 以 有 温
度。职场“数字化监控”不能滥用，否则不仅
容易引发、激化一些矛盾，而且会影响企业的
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尊重员工的尊严、权益，促进和保障体面劳
动，是企业管理应恪守的底线。 □付彪

雷小红长篇小说
《背影在脚下》出版发行

本报讯（刘诗萌）近日，长篇
小说《背影在脚下》由西北大学
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雷小红
是一名 70后的工会工作者，目前
供职于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总工
会。他的作品多以散文、诗歌为
主，曾获各类文学奖项 15个。

该作品以主人公韩军的学
习、工作、生活和所见所闻的感人
故事为主线，反映了社会时代变

迁和主人公的成长史、发展史、创
业史。力求从众多建筑场景中，
不同角度反映一线建筑工人的酸
甜苦辣、喜怒哀乐，展现了他们
的学习、工作、生活状态，旨在弘
扬工匠精神、劳动精神，赞美城
市建设者，赞美不负韶华、自强不
息的奋斗者。

全书历时 6年完成，共 18个
章节，近 60万字。

新书讯

柳青：
在生活中完成对生活的提炼与升华

关于文学作品的评
价问题，柳青曾明确表

示，要“六十年一个单元”，六十年后还有人
看，才说明作品是立得住、传得开的。如
今，距离《创业史》第一部发表已经整整 60
年了。60年间，时代不断发展变迁，文学观
念也随之不断调适，梳理中国当代文学的
历史进程，《创业史》仍是无法绕开的。

为了写作这一部反映 20世纪 50年代
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长篇小说，柳青放弃
在北京的工作，落户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
皇甫村，扎根 14 年。他和皇甫村村民一
起，深度参与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实
践，走出了一条与人民一道前进的生活和
创作的道路。

“黑夜开完会和众人睡在一盘炕上”：
在人民中实现对人民的书写和讴歌

从北京返回陕西，选择一个地方长期
落户，对柳青而言，并不是偶然的选择。从
1943年到 1945年，他就有过比较充分的基
层工作经验。那时候，他还有些担心下乡
驻村会影响写作。但随着工作深入，他对
如何看待生活和写作之间的关系，对如何
处理作品与时代、作品与人民生活之间的
关系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这是柳青创作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米
脂三年”。在这期间，柳青扑下身子，一心
要为老百姓做一些具体、管用的服务工
作，包括如何写介绍信、种棉花怎样更科
学、娃娃头上长疮该如何治疗等。这些
具体的经验，不仅使柳青获得丰富的写
作素材，也在更深层次上完成了个人观念
上的自我“改造”。有了情感转变，于是

“黑夜开完会和众人睡在一盘炕上”，就
“不嫌他们的汗臭，反好像一股香味”。柳
青的“米脂三年”在文学上的主要成果是
长篇小说《种谷记》。这部作品更为重要
的意义，是柳青获得了处理写作和生活
关系的一种重要经验。

为了实现神圣的文学梦想，为了落笔
时有充分的情感储备，为了尽量摸透生活
的内在规律，为了抵达更为广阔的生活现
场，柳青毅然挥别相对而言更为舒适的大
都市，一头扎进乡村生活的海洋，在火热的
生活一线汲取营养、捕捉灵感、寻找素材，
在生活之中完成对生活的提炼与升华，在

人民之中实现对人民的书写和讴歌。

主要人物有原型、故事有来由：让作品
为他人提供切实、科学、有效的参照

虽身在火热生活的实践，但柳青迟迟
无法完成计划中的一部作品，因为生活和
创作不在一个频次，难以对接上。对创作
而言，现实生活总是在提供新的课题，召
唤新的创造。有感于新的人物形象与新
的伟大实践，柳青索性放下手中的笔，跑
到田间地头，与普通劳动者一起参与具
体生产与生活。他希望充分参与到一个
互助组创立的全部过程。王曲公社皇甫
村的王家斌引起柳青的注意。在与王家
斌接触之后，柳青很快就被这个“新人”
身上所蕴含的新思想、新情感深深吸引。

围绕王家斌，柳青在构思新的作品，
他的创作灵感在重新开启，那些曾经陷
入僵局甚至被迫关闭的创作思路，正在
渐次重新开放。

《创业史》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原
型。有的直接以某一个人物为原型，很
多人则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的塑造方
式。有意味的是，书中吸引众多读者的
梁生宝和徐改霞恋爱的故事，却和王家
斌并无关系，那是一位名叫郭福娃的姑
娘的故事。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恋爱经
历，柳青是熟悉的，这使他在创作时，能
准确把握青年男女的恋爱心理。

柳青在人物故事的具体进展中，十分

细致地写下这些事件的缘起、进程和结果，
就是为了让作品能够为他人提供切实、科
学、有效的参照。

力求缩短表现手法与群众化之间的距
离：作品要让人读得懂

就在柳青为即将动笔的作品进行准备
过程中，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出版并广受
好评。在认真阅读这部作品后，柳青认
为，《保卫延安》的成功要点有二：“一个是
杜鹏程始终生活在战斗中，小说是自己长
期感受的总结和提炼，所以有激情；一个
是写作时间长，改写次数多，作者一边写
一边读了很多书，使写作的过程变成了提
高的过程。”这两点，后来也成为他写作
《创业史》的重要经验。

柳青说过，写小说就像是一根扁担，
“一头挑的是生活，一头挑的是技巧”。为
了让那些虚拟人物都鲜活生动，柳青仔细
揣摩恩格斯、高尔基关于人物塑造方式的
理论，还悉心阅读《红楼梦》这样的中国古
典文学经典作品，从中获取营养。他努力
让即便是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也能比
较容易从作品中理解他所要传达的思想，

“要使作品既深刻生动，又明白易懂，缩短
表现手法与群众化之间的距离”，是“我们
艺术技巧方面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因为
艺术技巧的变化，出自作家自身的生活经
验。是不同的生活经验，促使作家完成了
个人艺术技巧的探索。 □马佳娜

生活就是一幕幕形色各异的荒诞剧。许多人
也包括我常常自以为聪明地苟活，可一旦有机会
跳出原来的生活迷城，往往陡然会发现先前的生
活是多么荒诞不经。

《骗子来到南方》是作家阿乙全新创作的中短
篇小说集，共收录 13篇小说，分为中篇、短章、短
篇、寓言、故事新编五种形式。第一次读阿乙的书，
最大的印象是故事荒诞离奇，如果不是一再咀嚼，
很难领会其中内涵。

阿乙小说一直比较在乎故事性，这是对读者非
常友好的一面。他不仅讲故事，而且总是尽力去讲
好一个故事，使读者能获得阅读快感。这在《骗子
来到南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本书似乎回到了
中国志怪小说的传统，同时又是在世界文学背景下
的再创造。蒲松龄式的中国乡野，卡夫卡式的突如
其来，博尔赫斯式的斑斓凝练，糅合为一种新异的
风格。这些故事像一个个考古遗址，在苍茫的结构
中，试图暗示人类的将来与过往。

阿乙故事的底部往往是带有“锚点”的。故事
里的锚点意味着一个能固定住故事的情节，尽管故
事像一艘船一样，还可以在四周飘荡伸展，但终究
牵系于它，围绕它盘旋。我常常从阿乙的叙述，倒
推引发他写这篇故事的锚点。比如《表妹》这篇，可
能就是由胖人肚子上肉的重叠像一条蚕引发的联
想；《想学魔法的孩子》的锚点，是一种有趣的说法：
一个孕妇其实是四眼人，因为她的肚子里还有两只

眼睛；《骗子来到南方》的锚点，是由修路时挖坑产
生的联想：被埋在路坑里的人，一旦被封上柏油方
块，一定极难被人找到。

与其他故事相比，《生活风格》的故事更显完
整，前后呼应也更显贴切。故事中的毕癸丑、潘学
富是一对鳏夫邻居，生了四个儿子的毕癸丑本以为
儿多可以养老，后来结局，自己变成了潘学富女婿
阙春生手里的进口黑牛肉。更讽刺的是，毕癸丑的
肉身甚至被他的儿子宰了一刀，对此，阙春生自我
安慰道：“儿吃爹肉，不上当。”

表面看这是个孝道的故事，可仔细一想，更像
是对时下啃老现象的辛辣控诉。不知从什么时候
起，社会上弥漫起啃老现象。啃老人群中既有一般
年轻人，也有高知群体。《剩渣》中的那位年轻人虽
然算不上啃老，但不学无术，生存能力几近于零，被
人吸尽阳气后终只剩下奄奄一息的皮囊。

阿乙的好友孙一圣在谈到阿乙的创作时，提到
阿乙前不久曾在朋友圈分享了这么一句话：“这两天
想到加缪的《局外人》。一个叫默尔索的人，最终获
判死刑，和他在母亲葬礼上没有流眼泪有关——舆
论批斗，于斯为盛。”孙一圣这里借加缪的存在主义，
是想以此烘托阿乙的写作技巧。不过，笔者的阅读
体验倒是觉得阿乙作品试图阐释的，或许正是“局
外人”这三字的本义。

所谓旁观者清。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局中
人，面对众多信息汇聚的噪声，我们有时确实难以
明辨是非。如何跳出局中人身份，以局外人视角
去审时度势，这对每个人都可能是不小的考验。
当然，重中之重的前提，或是我们还有必要学会拒
绝诱惑、拒绝自欺欺人。 □禾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