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玛多娜生意》是著名作

家苏童的短篇小说精选集，收
录苏童创作至今具有代表性的
短篇小说名作。包括《玛多娜
生意》《她的名字》《香草营》

《茨菰》《拾婴记》《西瓜船》
等，其中《玛多娜生意》是其
短篇小说新作，荣获2018年度
百花文学奖。

作者：苏童
出版时间：2018年9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玛多娜生意

内容简介：
《月光下的银匠》是著名

作家阿来短篇小说经典集。为
“中国短经典”丛书第2辑阿来
卷。收录阿来创作至今最具代
表性的短篇小说经典名作，包
括 《格拉长大》《阿古顿巴》

《月光下的银匠》《蘑菇》 等。
此书风格简洁大气，宁静素
雅。装帧采用法式软精装，手
感柔软，方便携带。并特别使
用了漆片工艺。

月光下的银匠

作者：阿来
出版时间：2018年9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金雁
出版时间：2020年3月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雁过留声:我的青葱岁月
内容简介：

此书是著名历史学者金雁
的散文集，既是个人生活记忆，也
是对一段历史时期的记录。书中
主要回顾了20世纪60—70年代，
即作者的童年和青春阶段。通过
翔实生动的文字，作者回忆了擅
长持家且头脑清明的姥姥；伴随
着饥饿和干旱环境的童年生活；
被打落社会底层而早早承担起生
活重担的经历；从知青插队到就
业“供销社”的谋生岁月；恢复高
考后考取研究生的一段拼搏过
程；等等。字里行间充满令人唏
嘘的故事、果敢顽强的人生态度，
以及独立深刻的反思。

内容简介：
“别说蠢话，否则他会发到

脸书上”——和形形色色的奇葩
顾客打交道，忍受无视老板的古
怪店员，应付朝不保夕的资金状
况，每周开数百英里收购旧书，
经常被客人惹毛只能上脸书吐
槽……《书店日记》记录了在亚
马逊等电商冲击之下挣扎维生
的书业日常。“开一家书店，你需
要一个圣人的耐心”，从中得来
的素材“写本书绰绰有余”！
此书是英国超人气二手书店毒
舌店主的吐槽日记，冷幽默外壳
之下的书业生存实录。

书店日记

作者：肖恩·白塞尔
出版时间：2019年9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罗伯特·伍斯诺
出版时间：2019年8月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美国，超过3000万人居住

在小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原本
可以去城里生活，赚更多的钱，享
受更便捷的生活，得到更广泛的
教育机会和更全面的医疗保健。
但他们依然选择了小镇。历时5
年，访谈700多人，覆盖43个州的
数百个小镇，综合 30 年人口数
据，伍斯诺全面考察了小镇的日
常生活、社区领导、宗教信仰、种
族和移民问题、道德和经济的衰
退、子女教育等问题，用生动的故
事与精准的数据，展现了小镇生
活的愉快与艰难以及小镇居民内
心的希望与恐惧，为美国小镇描
绘出一张细致且真实的全景图。

小镇美国：现代生活的另一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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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鉴

储吉旺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一书结集
出版，这是我在工厂工作 52年来如
何搞好安全生产的粗浅做法。

我是 1968年退伍后，进工厂打
工，后当上领导，1985年 2月又下海
创办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我深
知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刚进厂，目睹左右工厂安全生产
现状，兄弟单位各种各样事故教训，
深感企业安全生产是头等大事。当
上工厂领导之后，便十分注重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结合实际，曾亲自为企

业制订安全生产的各种条例。
改革开放后，我辞职办企业，亲

历中国经济高度发展，民营企业像
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为国家经济
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企业家成了当
代最可爱的人。但也看到个别企业
只追求眼前利益，忽视安全生产，忽
视长远利益，给企业带来灾难，甚至
一把火，把多年创办企业，辛苦积累
的成果，毁于一旦，同时把自家生命
也陪了进去，十分可惜，十分悲惨。

同行企业安全祸患是镜子，国
内、国际安全生产条例是典范，企业
前进中安全生产条例要不断改进和
创新。我结合本企业生产现状，厂
房扩大，机床设备更新和机器人增
添，学徒上岗等等，逐步完善改进安
全生产制度。以适应本企业执行。
同时深刻体会到：严格执行安全制
度，比不断修正制度的重要性。

当企业家做法人代表，要严格
把握三件基本大事：

一，是安全生产。那是人命关天
的头等大事。安全生产小到让一个员
工工作时不流一滴血，高高兴兴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大到整个企业安全管
理井然有序，职工有章可循，安全制度，
自觉执行。对突发事件或天灾人祸，
能从容应对，迅速把事故灭绝，这是企
业家时刻需要关注在心头上的大事。

企业安全生产说难亦难，说易亦
易。难在人人自觉严格执行安全生
产制度，人人关心安全生产，人人重
视生命是我自己的，我严格遵守安全
制度，既为我自己，也为企业，为别人
安全。我不找苦我不找灾，安全从我
做起，便能自觉做好安全生产。

易在人人都能理解制度和执行
制度。关心别人，关心自己。人人
都重视生命。这些都可以做到。

汉代文学家刘向云：“患生于所
忽，祸起于细微。”这是千真万确道
理。我们往往容易忽略安全细节埋
下隐患，忽略安全操作，从小事不注
意酿成悔不当初的痛苦。

安全生产我能做，我认真做，我
一定能做好。这就是易。

二，是环境保护。环境是天，环
境是地，环境是人，天地人不可欺，
破坏了天地人的环境，我们办企业
便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
苦之上，这便失去了真正的办企业
的目的，或者说是一种犯罪。保护
环境，是保护人类生存的最大安
全。企业家绝对不可忽视。

三，是现金为王。借款办企业
是竖不起的钱袋子，办企业没有现
金流，就不安全，现金是人的血脉，
血脉不会流动，人的生命发生危险，
企业也一样。俗话说：身边有了三

分铜钿，讲话像铜铳，身边没有三分
铜钿，哪怕大企业讲话也会像蚊
虫。没有资金办不了企业。记住这
三句，做好这三件事，吃能香，睡能
稳，心能安。企业家任重道远也。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古人云：天
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左传》
中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
患。”这些都是安全生产的金玉良
言。今日安，不等于明日安，上午安
不等于下午安，安全生产要时刻不
忘，而且有极严格的防范措施，有最
快速度消灾灭祸办法。既要小心惴
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要有化险
为夷，消灾降福措施和能力。正如前
人所说：“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
井。”这不光是对企业家的启示，而且
是对全体员工的忠告。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一书，侧重
的是写机械行业的安全生产，遗漏不
少，还待不断更新充实，以求新形势
下企业如何搞好安全生产有一个规
范制度的参考。在此感谢公司叶国
云副总，把我历年来为公司制订的各
种安全生产文件，制度，简报，会议安
全讲话记录等等从档案室里整理出
来，让我重新制订出版。书中存在问
题祈求读者批评指正。

祝愿天下企业员工高高兴兴上
班、平平安安回家。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序言

钱天龙

一部《平凡的世界》，曾在 1980
年代引起无数青年读者共鸣，主人
公孙少平的笑与泪，曾打动了多少
年轻人。小说中，孙少平一心向往
外面的世界，历经千辛万苦，他终于
从最底层修地球的农民，升级为吃
公粮的城市居民。

当年的我，曾被孙少平的百折
不挠所感动。时隔二十多年，我再
次捧起这本书，依然心灵震撼，但此
番的震动，又与多年前有所不同。

翻开书页，扑面而来的，更多是少安
的形象。

作为长子、长孙，少安是一家人
的希望。他六岁开始干农活，智商
不比少平低，成绩不比少平差，小升
初考试中，他夺得全县第三。但不
幸的是，贫困的家境给了他重重一
击，当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发生冲
突时，年仅十三岁的他，毅然抛下学
业，他用稚嫩的双肩，撑起风雨飘摇
的家：照顾体弱多病的奶奶、接济姐
姐一家、供弟弟妹妹读书，减轻家庭
负担。

与少平相比，他没有弟弟的“远
大志向”，只有走一步算一步的本
分。苦难的日子，给了他一个个考
验，他并未因此退缩，反而在不断的
挫折中，磨练出不折不挠的精神，为
改变家庭的命运，而奋斗、拼搏。最
终，凭着一步一个脚印，凭着“精明
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他走出了
自己的精彩，带着一家子，迎来了人
生的转机。

孙家人物的命运告诉了我们，
每个人的命运都受制于自己所处的
时代，身不由己，却也无可奈何。但
是，我们固然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却也可以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境
遇，就像孙少安那样。

在我看来，无论是胸怀大志，还
是甘于平淡，都是追求幸福的一种
途径。最关键的，是要从自己实际
出发，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只要一直
往前，早晚能到达成功的终点。

我曾读过一篇文章，有位女孩
学习很努力，但在班上排名始终处
于中等，她告诉母亲：“妈妈，我不想
成为英雄，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
的人，当英雄路过的时候，总要有
人，坐在路边鼓掌。”开明的母亲并
未给她更多压力，而是给予了宽容
和理解。卸下心里包袱的女孩，轻
松了很多，成绩也开始稳步上升，最
后，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花开百朵，形态各异，但每朵
花，都有它独特的美。在我们的社
会中，每个人能力有别，爱好有异，
有人适合当科学家，有人适合搞技
术，有的人，则一门心思，想着当个
体户……正是每个人各司其职、各
安其位，我们的社会机器才能有序
运转。如果每个人都想成名成家，
那其他工作由谁来做呢？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许多家
长的愿望，但事实上，成名成家毕竟
是少数，大多数人，终归还是“路边
鼓掌”的人。社会需要英雄，也离不
开平凡的个体。社会需要英雄，需

要弘扬正能量，但更需要千千万万
“路边鼓掌”的人，只要各尽其责，每
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

2020年，新冠疫情突袭，白衣天
使逆行出征，置个人安危不顾，谱写
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社
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疫情中，他们
是英雄，而我们亿万人民，则是路边
的鼓掌者。面对疫情，我们无法像
白衣天使那样，悬壶济世，唯有听党
指挥，不外出不聚集，做好个人防
护，才能不给国家添麻烦，为社会筑
起安全屏障。可以说，此次疫情中，
没有亿万人民的支持配合，我国也
不可能在短短的 50几天里，取得决
定性胜利。

这场疫情就是一场人性大考，平
凡的人，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不平凡的
人性。如果把人的一生比做一场持
久战，那么，正是在“少安们”后方的
庇护下，前方作战的弟妹们才能放下
后顾之忧，安心到外面“闯世事”。

如果把国家比作大家庭，在医
护人员逆行之际，正是亿万平凡人
立足本职，做好自己，才能让整个社
会得以有序运转。想到这儿，我为
我的人民感到自豪，我为我的祖国
感到骄傲。致敬，英雄们；致敬，平
凡的人。

向平凡人致敬
——《平凡的世界》读后感

序 跋

木子叶寒

收到新书，书封面画着几朵蔷
薇花，写着几句短小而清新的题词：

“我在满目夕晖和雪色交融的窗前
坐下来，静静地，凝望杯中的那一撮
青尖在沸水中渐渐绽放，心中所有
的尘嚣就在这一刻慢慢入定……”
我也是喜欢花草之人，于是，躲进车
里，撕开塑封，急切阅读。

打开书本，翻开目录，第一句话
便感觉很温暖：感谢您走进我的情
感世界。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对
于我这个爱好写情感故事的人来

说，确实是有吸引力。该书由宁波
出版社出版，共分十辑，寄情山水、
写意生活、悠悠岁月、诗画村庄、一
脉情深、人间草木、日新月异、城市
记忆、体悟人生和花开常在等，每一
个篇章都表达了对故乡的亲情，对
过去的念想，对现在的满足。这些
文字，无不蕴含着作者的一腔深情，
以至于像是在记录一个真实而感性
的自己。

魏人彪说，散文，本身就是一种
生活方式。书中的每一个细节，平
常平淡平凡，细微细末细小。这些
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点滴故事，来自
于对日常生活的素描，无需添油加
醋，只是记录下来，便是一篇篇美
文。比如《居家有花草》：妻子也是
属于生活在性情中的那种人，叶落
的伤感，花开的喜悦，都会流露在辗
转举止之间，有时还会成为主导她
情绪的一些因子。文章最后，这些
年来，花草的宁静、优雅、淡泊，就这
样印入了每个家人的性情。妻养花
草，也是养人。这种借物抒情、情景
相融的方式，读来温暖入怀，尽显生
活中的善良、温情和纯真。

他还说，这本薄薄的小书，不过
是一滴水，渺小得可以忽略。在我，
却是圆了一个几十年的心愿。一如

书名野蔷薇，就在这个充满雨露世
界上，开出了最美丽的花。书中的
散文，每一篇小故事始终是激情饱
满、生命充盈，这一路走来，看自己
行走天地间的内心，看灵魂深处的
自我世界，都是生命的河流中埋藏
着的一株株沉香，弥足珍贵。他的
散文，皆是素朴求善的简单方式书
写自己难以忘怀的陈年往事，于柔
美的文字里糅进苍凉现实的生活，
且是渗透生活的超然与达观，文字
成了他生命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一
种乐趣，一种境界。

既然是流年中的野蔷薇，那么
书写的散文就不可避免地写到了一
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草产生于自身
与事物和世界的一种对话、对视和
交流。写花也好，写树也罢，视角独
特、浮想联翩、情感真挚，更多是给
人以思想的启迪。借用三毛的《为
树也风流》，地之上，有一棵树，如此
美丽……这又是怎样的一棵树呢？
他说树的绿色纯净而透亮，是大地
上最广袤的覆盖。这棵树，是我的
躯体，我的灵魂，我的精神所系。树
是从不张扬的，树是微不足道的，如
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
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
祥，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

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
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哦，让
我也做一棵树吧，那么平凡、安静，
那么风流倜傥，又那么完美，多好。
我想，这种平和的语言，像是与读者
促膝谈心，令人产生平和的心情。

读魏人彪的散文，味深而意长，
不与人争名利，不争是非对错……他
只是想做一只书虫。他在《书虫》一
文中写道，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阅
读了诸多的世界名著，而且反复地
读，第一遍读故事，第二遍读语言，第
三遍读人物，第四遍读结构。他说，
恨不得将名著做成分门别类的卡片
装进脑子里，恨不得将这些蛀成纤维
蛋白原，蛀成小分子有机化合物，蛀
成激素等等，融入自己奔腾的血液！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只要把生活
中一些司空见惯的琐碎之事，真真实
实地叙述出来，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出
来，捕捉生命的真谛，就成了文学作
品的魅力所在。

总之，流年中的野蔷薇，作者喜
欢，我也喜欢，我想，谁看了都会喜
欢。魏人彪所写的散文很接底气，
贴近普通的现实情节，传递正能量，
读后令人积极向上，犹存希望和梦
想。由此，我也相信，香染流年，花
开永远！

野蔷薇之恋
——读魏人彪《流年中的野蔷薇》

品 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