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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外卖员抢单数量？

围观“网红月饼”
还得多一点理智

◎蒋璟璟

“最美图书馆”充斥盗版书
问题到底出在哪

◎朱昌俊

鲍鱼、牛蛙、小龙虾、水果
……月饼你吃什么馅儿？中秋
临近，在朋友圈、各大购物网站
上，一些打着“养生”“手工”招牌
的“网红月饼”开始走俏。据悉，
朋友圈里的私厨月饼制作商家
也已经开启了预售模式，零添
加、不含防腐剂是商家最常打的
招牌。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月
饼背后不同程度存在着虚假宣
传等问题。相关人士建议，应加
强对网络上诸如月饼等时令商
品的监管，同时消费者在选购时
也需明辨。（新华每日电讯）

当下的商业文化中，包括食
品在内的一切传统商品，似乎都
在经历一个“网红化”的再创造
过程。此番“网红月饼”横空出
世，可以说丝毫不令人意外。而
与之相伴相生的，则是“安全存
疑”“售后纠纷”等等一系列问
题。就此而言，网红月饼的故事
俨然毫无新意，终究不过是将那
些老套路翻版再演一遍而已。

“网红月饼”为何会成为网
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
本身就是“网络原生性商品”：发
端于网络，流向于网络。高度依
赖网络走货的渠道资源，同时又
深谙网络营销的诸般技巧；而除
此以外，“网红月饼”另一个惯用
的推销策略则在于，堆配料、讲
故事、玩情怀。鲍鱼、牛蛙、小龙
虾的“高级料”，再加之“童年的

味道”“祖母的味道”之类的怀旧
说辞，极尽浮夸的炒作攻势之
下，总能俘获不少人的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
之所以愿意为“网红月饼”买
单，一则是碍于熟人微商之“人
情”，再者也是出于对传统月饼
的审美疲劳。很长时间以来，
月饼已经成为了一种高度程式
化的节令性食品，正规厂商在
此方面的商业创新进程缓慢且
有限。毫无新意的口味、奢侈
庸俗的包装，使得传统月饼素
来槽点不断。这种种因素叠加
作用，无形之间将相当一部分消
费者推向了微商。

其实，包括网红月饼在内，网
红商品崛起的背后，绝不仅仅是
市场份额、市场利益的简单再分
配，而是整个市场话语权和游戏
规则的危险重构。以网红月饼为
例，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监管
标准，其纯属是没有生产及流通
资质的“三无产品”；然而，在社交
媒介上，它们却被情意绵绵地表
述成是“私厨良品”“私房手
作”——商家说得有模有样，买家
也是听之信之甚至陶醉其中。

以微商为代表的线上新市
场，因其事实上的隐秘性和不设
防，故而也就难免有太多装模做
样的“爆款”横行，网红月饼不过
是其中一例。公众还是多一分
理智少一点跟风为妙。

自从入选了外媒评出的世
界上最美的18家图书馆，北京怀
柔乡村里的篱苑书屋吸引了一
批又一批游客。但据媒体报道，
近日，篱苑书屋被曝出馆藏中有
大量盗版书。随后，篱苑书屋在
公众号发出《对“盗版书风波”的
正式声明》，称今年提前于9月
23日闭馆，进行书籍的进一步整
理。（光明日报）

篱苑书屋的盗版书问题，
因为《满是盗版书也能当最美
图书馆，篱苑书屋打了所有读
书人的脸》一文而引发关注。
尽管该文中所称“满是盗版书”
有夸大之嫌，但这家公益图书
馆里有数量不少的盗版书是事
实，与其“最美图书馆”的头衔
形成了极大反差。

篱苑书屋的创办有双层初
衷，“让村里的农民有机会接触
到更多的世界，让城里的读书
人享受山间的阅读乐趣”。这
样的定位给人以诸多美好的期
待，可是未免过于理想化。道
理很简单，真正的读书之人恐
怕不会刻意追求距离城市几小
时车程之外的山间阅读乐趣，
而且参观者不断的图书馆似乎
也不适合阅读。不少游客慕名
前往，本就是抱着“到此一游”
的心态，拍拍照，发个朋友圈，
与阅读本身并无必然联系。

事实上，书屋里的盗版书现
象在数年后才引发关注，本就是
其阅读功能弱化的一大表征。
正如书屋别具一格的外形所示，
太多的人来此不过是为了拍照
留念，这与时下不少文艺书店成

为拍照者的好去处有着相同之
处。如果说书店营造的拍照效
应有自带营销的性质，那么一个
以公益为目的的乡村图书馆显
然要有更清晰和务实的定位。
比如，篱苑书屋最理想的定位应
是首先满足当地村民与孩子的
阅读文化需求，而不是为了“揽
客”。额外产生的旅游属性不是
不可以，但只能是一个衍生出的
附属功能。

只有厘清了定位，在选什
么书、拒绝什么书、什么书适合
当地受众等问题上，管理者才
会有真正的思考与定位。当
然，这受制于公益组织自身的
实力与专业度。在实力不足的
情况下，要选择保守的方式，摊
子不宜铺得过大。另外，在专
业度方面，表面看是公益组织
的专业性不够，其实从根本上
说，是因为社会的阅读文化不
够浓郁，不能有效支撑专业度
的提升。在日本，实体书店也
受到网络冲击，但依然发展出

“选书师”这样的职业，专门负
责从选书到具体的书店陈列。

所以，篱苑书屋的盗版书
风波，在公益项目的定位、操作
专业性和社会的阅读氛围、对
知识版权的尊重程度等方面给
出了警示。或许，当书籍不再
是用来展示和拍照的道具，当
阅读不再被赋予某种情怀的想
象 ，乡 村 图 书 馆 才 能 实 至 名
归。当然，阅读文化的培育离
不开更多公益图书馆的付出，
不能因为此次盗版书事件，就
否定公益图书馆的价值。

如今，外卖小哥成为不少城
市非机动车违章主力，以至于出
现了外卖小哥违反交规受罚催
交警“快开罚单”的景象。近日，
南京有关方面拟出重拳处置，拟
出台“十条行为规范”（简称“外
卖十规”），其中包括调整抢单机
制、限制送餐员抢单数量等。目
前，几大外卖平台表示正在内部
讨论，将在10天内进行回复。

@南方都市报：电商的发
展与都市白领人群的不断扩
大，催生了庞大的外卖市场。
艾媒咨询显示，2016 年中国在
线订餐市场规模达到1662.4亿
元，增长率为23.1%。千亿元级
的体量已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但与此同时，联通店家与消费
者的送餐电动车却也同步提高
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外卖小哥
交通违法多，原因已众所周知，
无非是工资低，收入与送餐量
及用户对服务体验的评价挂
钩。为了尽快将餐送到消费者
那里，接更多的单，很多时候他
们需要在马路上狂奔，甚至不
惜交通违法。南京的“外卖十
规”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
求企业“限制一天任务抢单总
量或在一个时间段内限制任务
抢单量”，制定更科学的订单分
配机制，的确能缓解外卖小哥
集中抢单的情况，若能贴地而
行，能减少外卖小哥交通违法

行为。
@新京报：对职能部门而

言，哪怕是创新管理、政府与
企业融合性监管，也该有“内
外之别”，政府应着手管理的
是公务性事务。从现代企业
管理学来说，企业内部信息、
资源的匹配是极复杂的，涉及
这方面的微观举措，不妨让企
业自行决定，职能部门则可在
宏观的面上进行监管。同是
整治外卖小哥交通违法问题，
某些地方的严格车辆登记；建
立骑手交通文明记分制度，作
为交警、企业监管、管理考核
的重要依据等举措，也是有效
作为。外卖小哥的违章问题，
是互联网+新兴产业带来的新
问题，也需要基于“包容审慎”
的大原则去监管。既要创新
监管形式，实施有效管理；又
要避免管理越界，避免政府的
外部行政执法变为对企业内
部管理的插手、干涉。职能部
门与企业建立畅通的沟通、管
理体系，“建议”企业对内部管
理、激励机制合理化，这属于
创新管理；而提出限制抢单数
量 ，就 可 能 管 得 过 细 。 实 质
上，南京“外卖十规”主要也是
致力形成政府、公司的分工共
治格局，这不容否定；“限制抢
单数量”，只是白璧微瑕。但
避免瑕疵，仍有其意义。

圆桌

激战成都/
正赛首日 中国两将都出战

正赛第一天，吴迪便将迎战在
资格赛中晋级的选手弗里茨。吴迪
在去年的成都网球公开赛中力克对
手挺进了第二轮，在今年他当然希
望能够再进一步。而最近当红不让
的吴易昺也将遭遇巴西球员蒂亚
戈·蒙泰罗。由于本场比赛是吴易
昺ATP世界巡回赛处子秀，因此能
否取得职业生涯开门红成为了最大
的看点。

另外，在双打比赛中，去年单打
冠军卡恰诺夫以及2015世界网联

青年大师赛冠军卢布列夫将搭档出
战。卡恰诺夫在成都取得了他的首
个ATP冠军，而卢布列夫则是在成
都取得了他网球生涯中的首个重要
赛事冠军，重回福地，战斗民族的双
枪火力值得期待。

探索成都/
正赛前日 场外活动也热闹

9月24日除了进行的如火如荼
的资格赛，其他没有比赛的球员则
是对成都进行了“探索”。美国球员
杰里·唐纳森和瑞典球员米凯尔·伊
梅尔这两名小将来到了望江楼公
园，向本地书法家学习了中国书法。

唐纳森和伊梅尔一走进望江楼
公园，就被独特的文化和氛围吸引，
好奇地问起望江楼公园的历史，在
听闻望江楼公园的千年历史和故事
后，都惊叹不已。一路参观，唐纳森
和伊梅尔还不时给游客秀起球技，
时刻不忘推广网球和成都公开赛。

随后，两位球员放下球拍，拿起
毛笔，一笔一画地跟着书法家学习
起书法来。第一堂课，书法老师教
的是写“成都”两个字。两位球员在
老师的教导下，写了几次，才慢慢领
略到一些技巧和要领。

“中国和美国的文化非常不同，
我们没有竹子以及像这样的文化圣

地。这里真的非常漂亮。我记得在
4年级的时候学过书法，但是之后一
直疏于练习。”20岁的杰里·唐纳森
说，能够造访成都自己感到非常幸
运，“我喜欢在中国以及亚洲比赛，
气氛非常好，还有机会领略不同的
文化风情。”

19岁的瑞典小将伊梅尔告诉记
者，“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和亚洲，
真的太神奇了。这个地方非常特
别，我从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竹子
非常漂亮，师傅人很好，耐心教我们
写书法。我没有想到自己写得还挺
不赖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成网正赛今日开打

吴迪吴易昺双双出场

ATP250成都网球公开赛9月24日结束了资格赛
阶段的比赛，中国选手王楚涵和夏梓豪未能延续前一
天的神奇，止步于资格赛，无缘正赛。不过，在正赛阶
段仍旧将会有2名中国选手出现在赛场之上，他们便
是获得了外卡的吴迪和吴易昺。

“文化扶贫和精神扶贫都很重要，
还有一点，其实是自我扶贫。”北京市
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刘庆邦在发言
中，不仅谈到了自己对作品的认识，还
谈及了深埋于内心深处的一段往事。

刘庆邦说，“我的父亲很早就过世
了，小时候家里非常穷，我母亲却坚持
让我读书、接受教育，包括我的姐姐。
但我的姑母不这么想，尤其是对于女

孩子，她觉得女孩子会纺点棉花、挣点
钱、糊口就行了。如果不是母亲省吃
俭用供我读书，我不可能走到现在这
么远。”

刘庆邦认为，当天大家研讨的三
部作品，都是对时代的记录。“时间会
给我们的日常生活赋予文学方面的意
义。现在想来，母亲对我们的付出，又
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自我扶贫。”

三部新书背后的
中国脱贫攻坚四川

对民生的朴素情
感，一直根植在四川的
民间。人心对人心，人
情对人情，智慧扶贫、情
感扶贫……这里，为中
国脱贫攻坚提供了“四
川样本”，也为世界脱贫
攻坚提出了“中国方
案”。

——文学评论家、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
编李舫

《山盟》很容易读下
去。扶贫题材，写很容
易，写好很不容易。这
部书不仅仅是反映事情
本身，还展现了背后更
深层次的动机——我们
为什么要扶贫？

——中国作协创作
研究部李壮

三部作品都写了第
一书记。第一书记成了
文学画廊中的崭新形
象。第一书记这一新的
人物也撑起了这三部作
品。所以说，这三部作
品在当下这个时代都具
有导向性。

——文学评论家、
《文艺报》原总编辑范咏戈

《高腔》是亦庄亦谐
的“庄”，这部小说不是
一般化的叙述，而有一
种诗意化、审美化的追
求。《山盟》是亦庄亦谐
的“谐”。作者忠实于生
活，且真实反映生活。
当下农村很多问题都在
这部小说中有所呈现，
而对于问题“不过滤”的
态度，本身也是可圈可
点的。

——文学评论家
贺绍俊

四川省脱贫攻坚文学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讲述脱贫攻坚‘四川故事’，塑造脱贫攻坚‘四川典型’，凸显了文学的使命意识。”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时代产生伟大作品。”
“此次研讨的三部作品，既是四川‘万千百十’文学扶贫活动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当前重大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重要收获……”
9月24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办的“喜迎党的十九大·四川省脱贫攻坚文学作品研讨会”，在位于北京的

中国作协会议厅举行。触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吉狄马加这位著名诗人动情发言的，正是这场有关文学和
脱贫攻坚的研讨会。这位从凉山走出来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对家乡四川的扶贫、脱贫有着非比常人的亲历与认知。

当天，四川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房方也出席了研讨会并讲话。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致辞。
著名文艺评论家、作家、学者李准、雷达、白烨、范咏戈、李舫等分别发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卢荡北京报道

样本
今年年初，四川省作协精准聚集脱

贫攻坚，组织实施以“文学公益捐赠”“文
学志愿服务”“文学精品扶贫”为内容的

“万千百十”文学扶贫活动，动员广大作
家深入脱贫攻坚主战场，以文学不可替
代的影响力助推脱贫攻坚。

马平的中篇小说《高腔》、刘裕国
与郑赤鹰的长篇报告文学《通江水
暖》、李明春的中篇小说《山盟》等作品
就诞生于这一时代背景。

谈到这三部作品，四川省作协主
席阿来说，它们都以四川脱贫攻坚为
主题主线，又各有侧重——中篇小说
《高腔》以花田沟村要在两年脱贫摘帽
的脱贫工作为主线，成功塑造了第一
书记、农村新型女性、帮扶干部、村支
书以及贫困群众等人物形象，讲述他

们从不同角度一齐向贫困发起了围剿
的故事，插入了川剧高腔、川北薅草锣
鼓等独具四川特色的文化元素，发出
了令人振奋的脱贫攻坚时代强音。长
篇报告文学《通江水暖》则描绘了一个
国家级贫困县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役中
探索出一条可循可鉴的脱贫奔小康

“造血”之路的恢宏画卷。中篇小说
《山盟》通过县上下派的一名扶贫干部
帮助两名帮扶对象成功脱贫的故事，
避开了同类主题作品的写作套路，塑
造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却不脸谱化的
人物形象，从扶贫入手又超出了扶贫，
充满了历史反思和精神追问。

“这三部优秀作品，各有千秋，可圈可
点，还请各位领导专家深度评点。”阿来的

“邀请”，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热烈回应。

“真正优秀的能够成为时代战鼓
的报告文学，都是创作者用双脚和汗
水写成的，是激情拥抱现实生活的结
晶。”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文艺理论家
李准在谈到报告文学《通江水暖》时，
给予了这样一句评价。

在李准的发言中，一个特别的细
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篇名为《〈通
江水暖〉令人激情澎湃》的发言稿，是
这位78岁老人一字一字手写的。

记者在这份珍贵的手稿上看到，

落款为9月22日，也就是本次研讨会
前两天。而记者还注意到，老先生
写完文章后，还用红笔进行了多处
修改。

李准在文章中说，“通江县是埋葬
着25048名红军烈士的革命老区，却又
是60多年的国家级贫困县，如何能在
2020年之前彻底脱贫？《通江水暖》引
领我们走进了通江的山山水水、村村
寨寨，如身临其境的走进了全县上下
正在进行的脱贫大战……”

谈到马平的中篇小说《高腔》，中国
小说学会会长、文学评论家雷达的一句
话引发了现场专家的共鸣，“虽然这是
一部脱贫攻坚的专项作品，但不要仅仅
把它作为脱贫攻坚的作品来看，也不要
给它打上这样的标签，因为它本身就是
一部有底蕴且技术含量较高的作品。”

对于这句话，文学评论家、《人民日报
海外版》副总编李舫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会会长白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理论
处副处长岳雯等专家都表示高度赞同。

发言中，雷达还表示，现在写脱贫
攻坚的作品不少，对小说这种门类而
言，很容易陷入讲一个热闹故事、展示
一个过程，流于事件化、动作化、表象
化、甚至图解化，落入“说教”。而马平
的《高腔》，是一部思想与艺术俱佳的
中篇小说。它用冷静内敛的底调，白
描的刻画功夫，声色不外露的把扶贫
的内涵包裹在日常化的叙述当中。其
最大成就，就是首先塑造了一位像白
玉兰一样美丽的女主角米香兰。

一份深度点评的邀约
来自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

一份手写的发言稿
来自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李准

一句引发共鸣的评价
来自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

一段自我扶贫的感人往事
来自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刘庆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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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副主席吉狄马加。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文艺理论
家李准。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文学评论
家雷达。

成网“课外活动”，两名外籍小将学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