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灯下漫笔

不妨提倡“自行车文化”
□沈栖

朋友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所大

学讲学两年， 近来归国。 小酌时谈起

那里的 “自行车文化 ”， 很有意味 ，

似值得一议。

哥本哈根人口 60 万， 自行车数
量超过 65 万辆， 而小汽车保有量仅

为 12.5 万辆 。 在那里 ， 超过 1/3

的人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或上学， 其中
也包括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 2002

年， 哥本哈根市政府发布 《自行车政
策 2002-2012?， 第一次围绕发展

自行车工作制订了一揽子计划， 包括

建设 400 公里自行车专用道、 加强
自行车与公共交通接驳、 改善自行车

停车设施等 9 大 “抓手”； 2007 年，

政府在 《生态都市? 远景纲领中， 正

式提出要将哥本哈根建成 “世界自行

车最佳城市”， 至 2015 年， 该市自
行车通勤分担率已提高到 50%， 成

为世界第一座碳中和城市。

在北欧 ， 丹麦被誉为 “童话王

国”， 而哥本哈根更是被称为 “欧洲

绿色之都”。 那里早已形成庞大的中
产阶层， 大多富裕， 但购买轿车者甚

少， 提倡的是 “自行车文化”。 何以
故？ 我的朋友总结说， 那里的政府和

公众自觉遵循两个理念： 一是为保护

环境计， 实行绿色低碳出行； 二是保

持足够的公共空间。

一个城市的品位很大程度体现在
干净整洁、 绿树成荫、 布局合理、 方

便抵达的慢行系统上， 在环境优雅、

景色迷人的慢行道上骑自行车， 是满

满的幸福感 、 自豪感 ， 城市的吸引

力、 美誉度也会倍增。 现代文明的城
市不止是有地铁、 高架， 更需要有自

行车道和步行街的慢行系统。 政府要
尽力打造效率更高、 也更为绿色环保

的公交系统， 大力倡导绿色交通， 而

市民呢， 应把绿色低碳出行视为一种
时尚， 多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和自行

车出行。 试想： 穿梭如织的汽车行驶
在宽敞的道路上 ， 汽车尾气大量排

放， 使得城市少有清爽纯净的空气。

城市是一个高密度的人群聚集
地，既然城市是以“人”为核心，那么，

政府在设计过程中， 是不是做到了呵
护人、照顾人，特别是那些老人、婴儿

及残疾人？ 北京大学李迪华教授网评

《“与人为敌”的人居环境?一度刷屏。

据报道， 李迪华教授每个学期都会带

着学生租上轮椅、婴儿车，走上大街去
体验城市的公共空间， 他总结了四个

字：寸步难行。南京市江北新区实施旧

城区改造时，对道路进行人性化“限宽”，

即：核心区以双向两车道为主，打造窄街

小网络，留出自行车专用道。江北新区突
出人性化管理，把“道路限宽”作为城市

发展的方向， 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和好
评。城市的发展旨在宜居，除了“衣”“食”

“住”之外，还得充分考量“行”，道路的人

性化“限宽”乃是让城市回归宜居的一项
有效举措。城市道路的人性化“限宽”，约

束的是车辆， 腾出足够的公共空间以方
便的行人。

在城市的道路设置和管理方面， 有

一个布局是须臾不可或缺的， 即： 形成
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三者分

而治之。 时下有些城市的道路现状出现
一些乱象， 加宽了机动车道， 却不设非

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或行驶在机动车道

上， 或与行人混杂， 如此这般， 不仅加
大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道路风险， 也

给川流不息的行人带来安全隐患。 一些
地段甚至为了给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让

道”， 将行人驱之狭窄的上街沿， 人流

涌动， 使得这些地段变得越来越嘈杂，

越来越拥堵。 人车混乱的交通， 能给城

市带来宜居的愿景么？ 看来， 提倡 “自
行车文化”， 政府还得在城市规划和设

计方面有个统筹兼顾的考量。

■流金岁月

遥望那座小山村
□石路

每当建军节的时候， 我就会

更加地想起自己曾经的军旅生

活， 想起那座与之相伴四年的美
丽而又偏僻的小山村。

这是一座位于大别山腹地的
小村子， 四周群山环绕， 翠绿欲

滴、 鸟语花香， 景致迷人。 我的

军营就在这山凹中。

依稀记得来到连队的第一

天。 那是一个春深寂静的正午，

山坡上绿绿的， 一片种着小果子

的树木长满山间； 石头砌成的营

房，各自独立地矗着，中间一条由
高到低的沟渠里哗哗地流淌着山

水， 声音特别响； 空气里飘来香
香的似乎还带有点甜甜的气味，

令人一下子感觉这里别有洞天。

连干部热情地招呼着我们，

老兵领着我们走在有些坡度的小

路上， 前往不同的分队。 进到平
房宿舍 ， 老兵招呼着羞涩的你

我。 “这是你的床。” 一位老兵

说。 一张高低铺的木板床， 看起
来挺结实， 比新兵大队睡地铺好

多了。 小房间住四个人， 大房间
里八个人在一起。

远离外面的纷扰， 在这孤寂

的小山村， 我会习惯吗？ 安顿好

一切， 我离开房间， 打量着这座

军营的四周 。 走着 、 走着 ， 突
然， 山脚底下串出一只灰色的小

松鼠， 刚见着它， 我还以为是老
鼠呐。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小

动物， 既好奇又兴奋， 追过去，

这小家伙已不见了踪影。 踏着山
村的小坡， 深深地呼吸着山上清

新的空气， 大山围绕着我， 我在
连绵的群山中。

十八岁的我， 在这里将与所

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一样， 有
规律地生活着， 新鲜、 紧张， 还

有高中毕业时带来的种种梦想。

到了军营， 重要的事就是跟

着技师学业务。 进机房， 看着密

密麻麻的布线、 开关、 灯头、 机
盒， 还要时刻与对方用户联络、

排除故障， 一下子头晕， 感到好
难啊！ “假如以后我一个人当班

行不行？” 我心里想。

每天， 跟着带班的技师学这
学那 ， 有时候业务忙点 ， 学得

多； 有时一切正常， 就闲些。 技
师说， 我们不光要学好载波， 还

要了解电源、 配线、 话务知识，

只有多懂些， 才能掌握好技术，

做好通信值勤保障。

渐渐地，我适应了军营生活，

工作之余，与战友一起看书、出黑
板报、写家信、讨论问题，有时还

会偷偷地跑到邻近的小卖部去买
饼干吃，解解馋。 夏日里，我会趁

大家午睡， 独自到营区的沟渠里

洗澡，那水急的、凉的，真爽啊！然
而，闲暇时，还是有点想家；当然，

比刚进入新兵连时好些。

在那个小山村呆久了， 山村

的树草 、 山村的人也熟悉了起

来， 我也融入了其中。 听当地老

乡说， 这周围的山上， 种植的是

有名的板栗树，“啊， 原来板栗是
长在树上的”。我新奇地帮着老乡

一起用竹竿打，一下、两下，使劲
地打下来的栗子， 外面被像刺猬

一样的球包裹着， 剥开后就是人

们熟知的板栗。 我从老乡那里买
回来后， 就与卫生员偷偷地拿锅

在电炉上煮着吃， 里面的肉糯香
极了。 当地，还有山银耳、瓜片茶

等特产， 现在想想也觉得稀奇。

不少战友买些后寄回家， 有的探
亲时带回家。 山上还有一种特有

的植物就是野生兰草花。

说起兰花， 面前就会自然飘来

一股香氛淡雅而沁脾的芬芳。 明代

孙克弘有诗云： “空谷有佳人， 倏
然抱幽独。 东风时佛之， 香芬远弥

馥。” 刚开始， 我还不信这山上有，

后来听老兵说， 这山上种植的就是

野生的香香的兰草花。 连队里的女

兵， 还有些男兵， 每到季节， 就会
上山采些， 放到玻璃瓶里， 置在窗

台、 屋内。 那绿叶间夹着几多白色
的黄色的还有紫红色的花， 好看又

芳香 ， 与营区静谧的氛围特别协

调， 也文静了许多、 美了许多。

在部队已不知不觉第四个年
头， 我先后干过载波员、 配线员、

话务员， 还担任过文书、 报道员。

在部队入了党， 学了技术， 认识了
不少各地的战友， 也懂得了许多人

生的道理。 四年里， 有欢笑、 有孤
独 ， 也有做不完的一个个未来的

梦。 退伍的那一天， 我再一次仔仔

细细地看了一遍小山村 ， 遥望四
周， 亲切、 温柔涌上心头， 似孩子

难舍依恋的母亲， 眼泪止不住地往
下流……点点滴滴的往昔， 三十多

年的回忆， 不曾有一天忘记。

■余墨谈屑

曹雪芹的幸运
□吴营洲

曹雪芹的一生是不幸的。

俗话说人生有三大不幸： 幼年

丧父， 中年丧妻， 晚年丧子。

而这三件事儿， 偏偏都让他摊

上了！

曹雪芹的一生当然也是幸

运的。 其一， 是他出生在了一

个钟鸣鼎食、 诗礼簪缨之家，

一个百年望族使他先天就有了

某种文化底蕴； 其二， 是他出
生后———即他十二三岁时———

他的家族就败落了， 被抄了，

使他有了一份冰火两重天的生
活感受； 其三， 是他的祖父曹

寅给他留下了大量的书， 使他
的灵魂饱受了传统文化的滋

养； 其四， 是他遇到了许许多

多聪俊灵秀、 如水般清纯的女
孩儿……当然， 还有其他， 难

以尽述。 而我认为， 曹雪芹最
大的幸运 ， 是他在撰写他的

《红楼梦? 时， 恰是乾隆即位

最初的那十几年， 而在那十几
年里， 政治清明， 社会稳定，

或说是政通人和， 国泰民安。

如果不是这样， 恐怕就没

有 《红楼梦? 了。

关于 《红楼梦? 的写作时
间， 正如 《甲戌本凡例? 里所

说的 ： “十年辛苦不寻常 ”

———即 《红楼梦? 大致写了十

年左右。 而这 “十年”， 许多

论者大都认为是乾隆六七年至
乾隆十六七年间。

而乾隆大兴文字狱的时间
节点， 恰恰是乾隆十六年。

刘再复新近在 《书屋? 撰

文称 ： “曹雪芹生活在清朝
‘文字狱’ 最猖獗的时代， 没

有外在的自由条件， 但是他创
造出了中国最伟大的经典极品

《红楼梦?。” （《书屋? 2018

年第 4 期 ） 窃以为这一论断
是错的。

刘再复在 2012 年 “答伦
敦 《金融时报? 记者薛莉问”

时， 也说过类似的话： “曹雪

芹在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 隐

姓埋名， 却创造出中国文学的

第一经典极品 《红楼梦 ? 。 ”

（《莫言了不起———答伦敦 《金
融时报? 记者薛莉问?） 这当

然也是错的。

众所周知， 雍正在许多方

面都是刻薄寡恩 、 冷酷无情

的， 他的一些政策 （如文化政
策）、 一些做法 （如对待他的

亲兄弟）， 连乾隆都看不下去，

所以乾隆执政后， 一改乃父之

暴戾， 力主开明新政， 首先在

思想文化领域， 逐步营造出了
一个宽松、 宽容的氛围。 多少

年后， 乾隆本人都不无自豪地
说： “朕御极以来， 从未以语

言文字罪人。” 事实确实如此。

此间 ， 以思想文字入罪的案
子， 一桩都没有， 直到乾隆十

六年 （1751 年）。

乾隆十六年 （1751 年 ）

夏天， 社会上出现了一份假托

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

这份奏稿长达万言， 直斥乾隆

失德 ， 有 “五不可解 、 十大
过”。 乾隆帝恼怒了， 下令追

查， 结果发现此奏稿早已传遍

了全国各地， 连街上的脚夫都
知道了。 于是他便一改继位以

来的宽容政策， 采取了比雍正
更为严酷的手段， 大兴文字之

狱。 （在此后的 32 年间， 文

字狱多达 l30 起。）

刘再复在 “答伦敦 《金融

时报? 记者薛莉问” 时还说：

这 “给作家的启迪是多方面

的， 其中最重要的启迪之一是

他告诉人们： 饥饿， 苦难， 贫
穷， 不幸等困境， 恰恰是文学

最好的摇篮。”

写到这里， 我是不想多说

什么了， 只想转述资中筠的一

句话： “读《随笔?载‘荒谬的
苦难美学’一文，批国人赞美苦

难之风，痛快淋漓，很多我有同
感。” （《士人风骨?： 《从 “苦

难美学” 说开去?） 只想补充

一句： 曹雪芹是幸运的。

■法官手记

有效处理信息
□王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信息资源的

获取成本不断降低， 如何准确高效利用信

息就成为当下人们需要学习的必备技能。

然而信息资源丰富的背后是如何面对繁杂

不一的信息进行有效的甄别， 合理利用并

有效挖掘信息资源背后的价值。对此，麦肯

锡的一些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原始资料即第一手资料， 主要通过社

会实践来获取收集。 例如作为销售方的顾
问， 亲身作为销售员体验买方对于产品的

态度， 有哪些优势与不足， 以及是否有可

行性的建议等。 这些需要调查者具有敏锐
的信息意识， 并且能够耐心倾听与记录对

方的直接感受， 由此获取的信息即为原始
资料， 并且为麦肯锡最为看重。 第二手资

料主要是通过书籍、 报纸、 网络等媒介获

取到的信息， 由于信息传播途径的发达，

该类信息也有可能是三手甚至流转更多的

信息。 因此， 对于此类信息， 麦肯锡认为

需要进一步补充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从
中我们可以看出， 信息的质量以及之后决

策的科学性很多程度上取决于原始资料的
丰富程度。

在信息搜集后， 如何挖掘信息背后的
业务价值， 则主要依靠调研人员的思维能

力， 通过提取信息的附加值来实现信息处

理工作的目标。 例如， 在麦肯锡的实践
中， 当消费者在讨论食品时， 往往从食品

的口感、 原料等方面进行评价， 但麦肯锡
的调研人员发现人们对消费者年龄 、 职

业 、 生活习惯等数据信息的关注度并不

高。 如果仅从传统的食品关注点考虑， 很
难提供有创造性的方案， 但是如果从健

康、 环保以及生活习惯来考虑， 将食品同
体型保持、 环境污染、 生活节奏等信息相

关联进行考虑， 则会发现改进方案 。 因

此， 对于信息的挖掘与利用关键是依靠创
造性的思维与视角。

在互联网社会， 信息体量每年呈指数
级增长， 庞大的数据资源不仅为人们提供

了各类业态的知识信息， 同时也加重了人

们的信息负担。 因此， 我们首先需要对于
日常流入的信息进行甄别与分流， 可以按

照信息来源对信息的可靠程度进行排序；

此外， 需要构建垃圾信息清理机制， 按日

或者按周定期及时清理无关信息， 做好信

息的整理与分类工作， 在知识管理方面不
断形成适合自己的风格与节奏， 帮助我们

在享受信息红利的同时， 不被信息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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