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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语轻吟 ◇ 随思漫想 ◆

孩提时，因家中突遭火灾，父亲
又得病，母亲出于无奈将我送给我现
在的养母领养。待我长大成人后，旁
人跟我说，你是家中老大，按理老大
是不能给人抱养的，再说家中有四五
个孩子，难道就多你一个？我想想也
是，心中一直记恨母亲。

我上小学时要路过母亲的家，但
我宁肯绕个大弯，也不愿从家门口走
过。有人告诉我，你母亲天天站在家

门前想看你一眼，劝我以后上学不要
去绕弯，我不为所动，仍我行我素。
一直到我结婚生子，知晓养育孩子的
不易，在妻的劝说下，我方才开始到
母亲处走动。

母亲八十有余，身板却很硬朗。
每次去看母亲，她总是眉开眼笑，唠
唠叨叨说个不停，临走时总要往我口
袋里塞糖块、水果。在她眼里，我永
远只能是个孩子。

母亲育有三儿二女，都已成家立
业。大前年父亲去世，家中仅剩母亲一
人。虽子女都想接母亲去住，无奈母亲
谁家也不去，她说，她离不开老屋，更
离不开这老屋中曾经发生过的桩桩件
件。于是，儿女们商定，替母亲唤了个
钟点工，平日里弟妹们轮流着去照看母
亲，而我则是特例，母亲说，有事打电
话叫我。

母亲让人带信来，说是她的半导体
收音机坏了，让我拿去修理，好听广播
书场。我赶紧找人修好了送了去。可是
我以后多次去母亲家，却从未见她在
听。我问起收音机的事，母亲说现在都
看电视了，半导体过时了，谁还去听
它，再说电视里头也有唱评弹的。她那
电视机也是经常地坏，每次打电话来，
一会儿说是电视机的图像模糊了，一会
儿说声音不清楚了，又在电话里说，电
话里头跟你讲不清楚，你抽空跑一趟。
每次我知道后，急急地赶去，打开电视
机，图像、声音分明都是好好的，母亲
笑着解释，已经被来家里一起打麻将的

老周修好了。我不由地嗔怪母亲，我也
是有家有室爷爷辈的人了，你没事就
别老是这般差使着我，让我白白地瞎
忙乎。

年底事情较忙，多天没去看母亲。
一天，母亲又到对门小店打来电话，说
是要我晚上去帮她杀条草鱼。我吃罢晚
饭，急急地赶到母亲处。谁知鱼儿已经
洗净在灶间挂着，她说是请隔壁小刘帮
忙给杀了。她让我坐下，喝茶嗑瓜子。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小妹。我说，娘是
咋的了，老是没事找事，让我一趟一趟
空跑，耍我呀。小妹笑道：大哥，其实
娘啥都不缺，啥都不坏，娘就是要多看
看你，她是想弥补那段你不在家的缺
失。你在她面前，什么都是好的，啥都
有了，你一走，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
好了，这也不称心，那也不舒坦。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电视
机里播放着歌曲《常回家看看》。听着，
听着，我不由怦然心动。

哦，母亲，我明白了，你是要我常
回家来看看你。

常回家看看母亲

□辛文

新年是一次时间的暗示。去年除
夕，一位苏州的朋友发短信来，寒山
寺的新年钟声敲响了。想必这夜半钟
声，必使他心绪万千，浮想联翩。对
于中国人来说，公历的新年更像是铺
垫，充其量只是即将到来的春节的预
演。两次新年之间，人们有足够的时
间，去准备后一个盛大节日的仪式与
器物，调节跨入新年的怡然心情。当
我坐在三尺书桌前，翻开新的日历，
心中惶惶然又欣欣然。惶惶然是因为
岁月的蹉跎，无有建树；欣欣然是因
为可以拂去旧尘，重开新局。合上旧
历，翻开新历，一合一开，两种情
怀。

新年是一次视觉的盛宴。高明的
商家是善于捕捉人们的消费渴望与心
理需求的，而精神世界又往往通过物
质来传递和表达。于是，新年的氛
围，最先在商家布置得琳琅满目的店
堂里露出端倪。你一眼便能发现远处
那最鲜艳的红，最养目的绿，最抢眼
的黄。鲜亮的服饰，诱人的美食，成
为人们外披内塞之物。购物的风潮，
一浪高过一浪，覆盖了几乎所有的人
群，谁家的腊肉挂在墙外？谁家的小
孩手执爆竹？新年逼近，不言而喻，
只差一个万众齐欢、万炮齐鸣的欢庆
时刻了。

新年是一次心灵的斋戒。最贫穷
的人和最富有的人，将一起过节；最
落魄的人和最得意的人，一同过节；
最孱弱的人和最健康的人，也一同过
节。新年在时间和季节的交替变更

上，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机会，一样的预示
辞旧迎新，一样的预示春暖花开，一样的
预示吉祥如意。每一年都是如期而至的，
每一年都是崭新的。流年似水，迎接新年
的最后一次沐浴，或可涤尽旧日灰尘，换
以洁净肌肤示人。

新年是一次祝福的潮起。我们酝酿
了最为喜庆的词语，随时准备献给别
人。祝福本是虚无的好话，但在舌尖吐
出，便如一朵花儿，流入别人的内心，
迎风开放了。祝福里含着祈祷，含着期
盼，含着最为广义的口惠赠与。数千年
来，每年一次普遍意义上的大规模集体
祈福，使人们不停地向着光明美好的愿
景，一步步地迈近，也一点点地得到了
验证。新年的祝福，其实是美丽如花的
预言。

新年是一次精神的涅槃。人生只有将
来，过去不可眷顾。今年的树，叶子落
尽，明年还会绽露新芽。树还是那棵树，
但又不是那棵树。新年还是一年，但新年
已非今年。在我以为，一棵树也是能够感
知到新年的，叶片落尽，貌似枯萎，可它
在暗暗地聚积着更为强烈的新生能量。有
谁知道，一棵树在寒风中等待新年的痛
苦？等待春风的喜悦？新年悄悄开启了新
的生命年轮，秘密就藏在每一个生命深
处。

新年其实是旧年的重温。每一次时间
的暗示，每一次视觉的盛宴，每一次心灵
的斋戒，每一次祝福的潮起，每一次精神
的涅槃，都是旧年的重演。新可变旧，旧
亦能新，若能悟得辞旧迎新的真谛，则每
一刻都是新年，每一回皆是新生。

又是新一年

□吴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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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悟生活

古人说读书有“三余”：“冬者岁
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
也。”冬天的夜晚，清冷而静谧，是
读书的绝佳时机。吃过晚饭，来到书
房，拧亮桌上的台灯，从书架中取一
本要读之书，端坐于桌前，细细读
之，慢慢品味，是一件很快乐、很惬
意的事情。

古时候有很多爱读书的人。凿壁
偷光、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焚膏继
晷……在我们熟悉的一个个成语里藏
着一个个读书人的故事。明代还有一
个抄书而读的人名叫宋濂，为了能够
按时归还借来的书籍，他每天晚上烧
水化冰，铺席抄书，手冻僵了，搓一
搓，脚站麻了，抖一抖，就这样废寝
忘食许多年，终成一代学者。

宋代诗人陆游曾在《冬夜读书》
一诗中写道：“挑灯夜读书，油涸意

未已；亦知夜既分，未忍舍之起。人
生各有好，吾癖正如此。”而我对书
之所以欲罢不能，多半是因为冬夜读
书别有一番滋味。书不能温暖人的身
体，却能温暖人的心灵。更神奇的
是，因为书籍，我们虽无佛家所说的
他心通，却能借着字里行间流溢的文
思，与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交谈，读懂
他们的欢乐和痛苦。

一书在握，可以吟哦于四壁之
中，神游于四海之外。既可以与诸子
百家谈心，又可以跟柏拉图对话；可
以拥抱“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柳树，
也可以想象“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
的姑娘”穿行于雨巷；可以一览“大
江东去浪淘尽”的壮观，也可以领略

“小桥流水人家”的宁静；可以在字
里行间感受世界的丰富，也可以在笔
尖纸上演绎内心的精彩。于是，我常

常在冷风中嗅闻书香，体会月落乌啼、江
枫渔火的境界，倾听跨越时空、穿越历史
的钟声，那种感觉就象春风拂面、荷香扑
鼻，舒适安宁。每到此时，我的心犹如被
泉水洗涤一般，清澈透明。

伴着暗霜的悄然降落，在万籁俱寂
中，轻轻翻动着散发墨香的书页，虽没
有红袖添香，却有灯影相随。在文字的
缝隙里，我发现了众多忧国忧民的灵

魂、生死相许的故事、惊天动地的场
景，他们或欢悦或悲伤、或缠绵或悱
恻。一方静夜的星空，我读出了思乡的
真情；一条荒凉的古道，我读出了游子
的孤独；一枝飘荡的碧柳，我能读出春
意的盎然。沿着这一行行的文字，我找
到了儿时的梦幻和青春的记忆，找到了
精神家园。

乐在书中，香在冬夜。

夜深天寒嗅书香

□施泉明

据新华社 多次在APP、会员问卷
调查等页面中，将港澳台及西藏列为

“国家”，在监管部门调查和万千网友监
督之下，万豪酒店终于“修正”并道歉

了。11 日早间，万豪的微博主账号
“万豪酒店及度假酒店”上，对于此事
的声明转发姗姗来迟。

对万豪的做法，不少网民纷纷表达

愤慨：“不买账”“以后再也不住
了”……专家指出，万豪这一行为直接
违反了网络安全法和广告法的规定，应
予以严厉处罚。

曾屡教不改
遭多次投诉才“修正”的道歉

9 日早上，不少万豪酒店集团的
中国会员收到一封集团方面发来的电
子邮件，邀请他们参加问卷调查。然
而在填写注册信息的活动页面，“您
现在居住在哪个国家？”的选项中，
分别出现“中国大陆”“香港”“澳
门”“台湾”以及“西藏”并列的情
况。

微博用户“仲举扫地”将这一情况
发到网上并怒斥万豪的做法。他称，这
已经不是第一次投诉万豪，万豪不但不
改，反而越来越过分。

10日晚间，上海市黄浦区网信办
和市场监管局通报表示，关于万豪中
文网页将港澳台及西藏列为“国家”
的事件，该局已于9日和10日先后约
谈万豪酒店管理公司上海负责人及万

豪国际集团大中华区负责人，要求万
豪国际酒店立刻撤下所涉内容，同时
对网站和APP上发布的所有信息进行
全面检查，杜绝出现类似内容；要求
万豪国际酒店及时回应公众关切，通
过多种渠道发布改正声明，尽最大努
力消除不良影响。经监管部门初步调
查，万豪国际酒店的行为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相关规
定，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其予以立
案调查。

10日晚间，万豪曾通过“万豪礼
赏”微博号发布声明，称万豪国际集团
已对集团的网站和 APP 内容进行自
检，并立即采取措施，尽最大努力以确
保官网以及APP上对于国家和地区划

分以及表述的准确性。万豪国际中文、
英文官网已更新修正，APP也于1月9
日更新完成。万豪称，“由于APP本身
并无自动更新的功能，烦请消费者将
APP版本更新至最新版。”“我们将继续
检查并优化网站和APP的内容。万豪
国际集团目前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
调查。我们再次真诚道歉，并感谢宾客
以及网友的反馈。”

11日早间，“万豪酒店及度假酒
店”微博终于转发并置顶了上述声明。
11日下午，万豪再次声明表示，绝不
支持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
何分裂组织，对任何可能引起对以上立
场误解的行为深刻道歉。

而此时，距事件曝光已过去两天时
间。

小号道歉大号转发
万豪“道歉”网民不买账

对万豪的做法，不少网民纷纷表达
愤慨之情，“以后再也不住了”“本来年
后要去万豪酒店入职的，不去了”“会
和身边所有朋友一起抵制”。对于四次
声明，不少网民也认为“没诚意”“不
买账”“小号道歉，监管部门通报后，
大号才转发，差评”“第一则道歉声明
中，仅仅是在向会员道歉”。

万豪礼赏会员部客服中心一位主管
告诉记者，这“肯定是错误”。公司正
在排查“出错原因”，目前还没有接到
更新信息。这位主管透露，万豪内部有
专职团队定期向特定级别的会员发送问
卷调查。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春彦说，

万豪酒店的行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过
失，都是违反了网络安全法等相关规
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
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
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
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
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
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
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
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吴海律师认为，香港、澳门、台湾和西

藏都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
豪以邮件方式联系客户，其实是通过互
联网发送广告的行为。邮件中将上述四
个地区列为“国家”，直接违反了网络
安全法和广告法的规定。

吴海表示，根据广告法第五十七条
规定，万豪面临最高100万元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由广
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
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

不少网民表示，处罚只是一部分，
未来将不再入住万豪和其旗下的相关酒
店；有旅行社的导游在微博表示，已经
调整下一期的旅行行程，取消了万豪系
酒店。

“以后再也不住了”“会和身边所有朋友一起抵制”

万豪迟到的道歉 网民为何“不买账”

首家万豪（Marriott）酒店于
1957年在美国华盛顿开业，在公
司的核心经营思想指导下，加之早
期成功经营的经验为基础，万豪酒
店很快得以迅速成长，并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新加盟的酒店从一开始
就能以其设施豪华而闻名，并以其
稳定的产品质量和出色的服务在酒
店业享有盛誉。到1981年，万豪
酒店的数量已超过100家，并拥有
40000多间高标准的客房，创下了
当年高达2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

1984年，以公司创办者的名
字命名的 J.W.万豪 （J.W.Marri-
ott）酒店在美国华盛顿开业。J.
W.万豪酒店品牌是在万豪酒店标
准基础上升级后的超豪华酒店品

牌，向客人提供更为华贵舒适的设
施和极有特色的高水准服务。此后，
在1987年万豪公司收购了“旅居”
连锁酒店(Residence Inn），其特点
是：酒店房间全部为套房设施，主
要为长住客人提供方便实用的套房
及相应服务。截至1989年年末，
万豪已发展成为拥有539家酒店和
134000间客房的大型酒店集团。

万豪国际集团在持续快速发展
中，又于1995年收购了全球首屈
一指的顶级豪华连锁酒店公司——
丽嘉酒店。这一举措使万豪成为首
家拥有各类不同档次优质品牌的酒
店集团。此后又在1997年，相继
完成了对万丽连锁酒店公司(Re-
naissance）的收购。此举使万豪

国际集团在全球的酒店数量实现了
大幅增长，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一
跃成为规模领先的酒店集团。

万豪国际集团旗下酒店包括万
豪酒店（全面服务酒店）、丽思卡尔顿
酒店（豪华级酒店）、万丽酒店（优质
酒店）、万怡酒店（高中价酒店）、
Residence Inn（长租酒店）、Fair-
field Inn（经济型酒店）、Spring-
Hill Suites（高中价套房酒店）、
TownePlace Suites（中等价位长
租酒店）、Marriott Vacation Club
等品牌经营度假式酒店（度假式酒店）
及万豪行政公寓（高级酒店式公寓）。

万豪国际集团于1997年进入中
国内地酒店业市场，并于此后快速
发展。 （综合）

万豪国际集团发展历程

新 闻 链 接

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万豪国际酒店总部。（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