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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风险”赛跑
邵梦阳

    破局而立，追着风险打。
在走访完一家汽修公司回单

位的路上，我的心里一直想着一个
问题，到底该怎样“破局”呢？还要
从一笔异常数据说起。去年 4月，
我和同事在前往行政部门走访的
过程中发现，全市汽车每年保养应
产生的废机油数，与生态环境部门
登记在册的正规持证处置
企业接收处置的废机油数
存在较大差异，这引起了我
的注意。

废机油，就是消费者
在 4S店、汽修店为车辆做保养、
更换机滤时，车辆换下来的黑色
废油。由于其中含有的化学添加
剂和金属离子会对环境产生危
害，因此废机油也被列入了《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在危废处置的监
管方面，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风险隐患并不突出。然而，屏幕上
显示着的异常数据却似乎与表象
背道而驰。我的脑海里迅速闪过
各种可能，莫非有人正在利用废
机油牟利？

要想弄明白异常数据背后的
鬼祟，先要充分调研行业现状，掌
握业态底数，我们仔细询问并记录
下了各公司保养车辆所产生废机
油的详细数据。环境无小事，生态
环境与城市发展荣辱相关，任何风

险都不可小觑。这是一场与“风险”
的赛跑，而且我们必须跑赢。我们
立即着手对本市废机油处置的行
业规则、运作模式、流程工艺等调
查研究，分析不法分子实施违法犯
罪活动的作案手法。
此类犯罪并无先例可循，我们

只有做足功课才能将“拳头”打出

威力。为了获取更多有效信息，我
和同事在之后的几十天里分工合
作，兵分多路连续走访了 14家汽
修企业收集可疑线索、赶赴了全市
8个区公安分局开展实地调研、十
余次奔赴各行政监管部门商议对
策……电脑里的数据越来越充实，
全靠大家耐着性子一点一点梳理，
我们依托智慧赋能，循线追踪到了
一批涉嫌非法收运废机油的重点
人员，并从供、需两端开展专题研
判。终于，一个以注册油脂化工
类、建材实业类公司为伪装，非法
收运、过滤处置、销售废机油的犯
罪网络浮出水面。5月，该案成功
告破。

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一直都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去

年中秋国庆节前，我们接到线索：
有人涉嫌制售假冒知名品牌月
饼。虽然是真材实料的月饼，但侵
犯了权利人的利益，扰乱了市场
秩序，我和同事们火速投入案件
侦办。然而，制假窝点在外地，售
假渠道在网络，团伙人员结构不
明，阻断假月饼流通又迫在眉睫，

重重阻力摆在面前。我冷
静下来仔细整理思路：无
论如何先要把货扣住。我
们紧盯物流，用了短短 20

天全链条捣毁犯罪团伙，
及时阻断了 18 万只假冒品牌月
饼流入市场。

百姓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食物
是否安全、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质
量如何、每一家在沪企业所享受的
营商环境是否公平干净，关乎着每
一位上海市民的身心安全，身为经
侦总队食药环侦支队的一员，让上
海市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就是我
的职责。我是这座城市的建设者，
也是见证这座城市越变越“美”的
亲历者。面对各种新型犯罪，我愿
意随时冲锋“破局”。

阅读无处不在
周立民

    朱熹写过《童蒙须知》，谈到“读
书写字”第四条时说：“凡读书，须整
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
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
分明。”我理解老夫子的意思，这是
要大家读书专心致志。不过，他的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
的这个理论，也常常“害人不浅”，成
为很多人不读书的坚强理由。仿佛
读一本书先得“必备”：要安静，没有
打扰；要有书房，要有长案；要窗明
几净，正襟危坐……这么下去，对于
一天到晚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的现
代人而言，只有双手一摊：我不是不
读书啊，实在……读书事大，岂可随
随便便？似乎理由足够充分。

如果非要分出个适宜的和不适
宜的读书条件，除了做学生时外，恐
怕大多数都会列入“不宜”一类吧，怎
么办，难道就不读书，就不能
读书了？
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回忆

录里曾记下这样一个故事：
曾有一位姑娘前来找

我，她说：“您大概将要描写战争。我
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封锁时期，当时
我在工作，还写日记。请您读读，也
许对您有用。用毕请还给我———这
对我是个纪念……”夜里，我开始
阅读这个小本子。记载都很简短：
多少克的面包啦，多少摄氏度的严
寒啦，瓦西里耶夫死啦，娜佳死啦，
姐姐死啦……后来我的注意力被
以下的记述吸引住了：“昨天读了一

整夜《安娜·卡列宁娜》”“通宵看《包
法利夫人》……”姑娘来取自己的日
记时，我问道：“您怎么竟能在夜里
读书呢?没有灯哪。”“当然，没有灯。
我每天夜里回忆我在战前读过的那
些书。这曾帮助我同死亡斗争……”
（《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
录》下册第 199页，冯江南、秦顺新
译，海南出版社 1999年 10月版）

这是极端条件下因地制宜的
“读书”，人们不会与书隔绝，不论
具备还是不具备读书条件。1983年
冬天，作家巴金生病住院，他想起
了爱伦堡讲的这个故事，他是这样

描述自己的：“我第二次住
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
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
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
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

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
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
书，一些作品……”“我好久不写日
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
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这样的
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
读，我是在回忆。我的日记里可能
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
日《水浒》’等等。”（《巴金全集》第
16?第 513、514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 1991年版）

不单单是靠回忆，实际的读书
也是可能的：在病床上，在等着取药
的间歇，在公交车上，在等人的空
闲，在午休的片刻，在晒太阳的时
候，在旅行的火车上飞机中……有
空闲就读上两页，不也开卷有益？我
买了很多小开本的书，就是为了坐
地铁时读，一天上下班能读五十页
到八十页。阅读无处不在，这不是为
了赶任务、考试，而是让那些碎片时
间也能集聚起美好的享受。当我们
懒惰，为不读书找各种理由，强调各
种条件时，我们还应当温习一下这
样的故事，那是“文革”期间在干校
的钱锺书：

在明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
样一幕：那时我们四五十人挤住在
一间兵营的房子里。房子很老，很
大、很高，上面悬着一只非常昏暗
的灯泡。晚饭后，大家下棋的下棋，
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突
然，大家发现，钱先生站在灯底下，
在看一本字非常小的英文书。屋内
光线很暗，而老先生已经六十多岁
了，眼睛也高度近视。看到这样的
情景，大家非常感动，也深感惭愧。
我想，钱先生的博闻强记固然来自
超乎常人的天分和聪慧颖悟，但也
是与他勤奋刻苦的学习分不开的。
（刘士杰：《与大师相处的岁月》，

《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第 2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0年 11月版）

难得葫芦
张为民

    逛江南古镇，见有卖
文玩小葫芦的，盈寸大小，
色泽鹅黄，圆润顺溜，看着
欢喜，淘得 5只，带回家，
系上小红绳，挂在南屋书
桌的笔架上，金灿灿一排，
颇养眼。

葫芦又称壶卢，匏瓜，
腰舟，扁蒲……为攀藤草
本，乡野农家寻常之物。民
间善用草木，为食、为器，
讲究的是物尽其用，葫芦
概莫例外。元代王祯《农
书》载：“匏之为用甚广，大
者可煮作素羹，可和肉煮
作荤羹，可蜜前煎作果，可
削条作干……食之无穷，
烹饪咸宜，最为佳蔬。”显
见古人早已深谙葫芦为食
之妙。葫芦老熟干燥后外
壳坚硬，内囊中空，又是天
然的容器。医圣李时珍云：
“壶、器也。卢，饭器也。此
物名象其形，又可为酒饭
之器，因以名之。”不惟如
此，葫芦亦可制成葫芦丝、
葫芦箫等乐器，“匏土革，
木石金，与丝竹，乃八音。”
八音中，葫芦占得首席，是
赖天所赐。

蜗房卷堕首，鹤颈抽
长柄。葫芦何时添为文玩
之一，众说纷纭，无从溯
源，倒是从葫芦形质上或

可看出些端倪。所谓文玩
器物多由文房四宝衍生而
来，或供设于案头，或把玩
于手掌，品类甚多，共有的
特征是小巧而不失古朴，
自然而易于雕琢。物稀且
贵者如羊脂美玉、老坑端

砚之类；稀松平常则多见
紫砂茶宠、核桃手盘等等。
区别无非是材质之贵贱，
琢磨之细粗，得来之难易。
文玩诸类特性葫芦无不兼
备。葫芦之名，音谐“福
禄”，先有了好口彩；葫芦
之形，状如 8字，契合喜
“发”民俗；更有善养者将
葫芦把玩于股掌，蒙上一
层光润包浆，滋养出黄转
红、由红变紫各样变化，生
出无穷的趣味。
识得葫芦，是在张天

翼的童话小说《宝葫芦的
秘密》里。那个叫王堡的小
男孩，在河边钓鱼时得着
了一只葫芦。之后，这只神
奇的葫芦便帮着王堡开始
了他的传奇人生：王堡想
出去玩儿，作业没做完，有
宝葫芦罩着呢；王堡考试
题不会做，宝葫芦能移花
接木……太过顺遂的事情
往往令人怀疑它的真实。
果然，这只是王堡的一个
梦。虽然知道“天上不会掉
馅饼，只有自己靠自己”是
个真道理，可孩子的心中
谁没有藏有过那个无所不
能的宝葫芦呢。

结缘葫芦，是在赵州
桥边的葫芦摊上。雅色素
而黄，虚心轻且劲。形态
各异的葫芦，悬架上，堆
地上，搁桌上，多素面朝
天，不经雕琢，或连蔓而
缀，或并蒂而生，有约腰，
有长柄……持重古朴的
大葫芦，萌态可掬的小葫
芦各有各的奇趣，各有各
的欢喜。蓦然一对憨胖的

葫芦撞入眼帘，那葫芦儿
双瓢上肥下壮，腰线浅浅，
几近埋没，摇摇晃晃定不
住，须是挨着边儿靠了，才
能稳住，颇可爱。“是对双
生的葫芦，很难得的呢”！
看我和葫芦对上了眼，摊
主不失时机地推销。边上
有玩家说，葫芦须得立得
中正，不偏不倚方是上品。
话是不错，但似乎也得依
着葫芦的形态，这对胖葫
芦儿若是分开，反倒显得
呆板，失了生趣。遂将这对
葫芦收入囊中，遂了自己
的愿，也合了摊主的意。
知趣葫芦，却是因了

那只蝈蝈儿。那年仲夏，挑
了只鸣声清脆的小蝈蝈，
置于精巧的竹笼中，挂在
临窗的吊兰架上。夏风秋
月，枝影飘摇，蝈蝈“唧-

唧”“唧-唧”，磁性的鸣声
间歇地放出，颇有“风止夜
何清，独夜草虫鸣”的意
境。“络纬啼残，凉秋已
到”。短暂的夏季很快过
去，蝈蝈的鸣声渐渐短促、
嘶哑。夏虫不可语冰，想着
蝈蝈也该归于沉寂了。一
晃进入清冷的十一月，蝈
蝈鸣声依旧深一阵、浅一
阵地萦绕在耳畔，惊讶于
蝈蝈顽强的生命力，又恐
寒潮滚滚，不知哪一时便
折了蝈蝈的性命，恰手边
有个葫芦虫罐，葫芦壳上
火烙着只栩栩如生的寒
蝉，悬柳欲飞，葫芦口嵌着
镂花的牛角盖儿，精致小
巧，平日里只当是个小把
件，丢在抽屉里并不在意，
可巧拿来当蝈蝈的暖房。
那蝈蝈自入了葫芦罐，似
添了几分生气，虫声经葫
芦腔的回旋共振，由细密
的花盖儿漾出，多了点柔
和与细腻。那葫芦罐儿也
因笼着虫鸣，变得灵动起
来。正应了王世襄所言：
“葫芦静止，有虫则灵，声
出于中，愈增其美。”
新鲜的葫芦放在手中

有点沉，亦有点潮，但分明
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张
力。自然的美物，是让它自
然地如过眼烟云。还是以
人为的雕琢，留住惊鸿一
瞥。这，许会难为了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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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有客初访，或快递上门，询问鄙舍
方位之时，我总不假思索，让他看附近哪
幢楼最高的便是，倒也省了不少口舌。我
家高楼，危乎高哉，令人太息仰止。虽说
周边华厦成林、玉宇连片，却没有一幢堪
与比肩，它尽可以称孤道寡，挺立如鹤，
眨着无数细小的窗眼，睥睨鸡群。
但鄙舍只在高楼的第五层，除了指

引便利，实在无法沾光它的傲气。
若把全部三十三楼均分为高中低
三层，那么鄙舍所在就是低层，且
是低层中的低位，相当于这羽水
泥巨鹤的小腿弯处。有人说，高楼
是城里的怪物，既用高如山峰的
巨形来显摆都市的气派，又从密
如蜂巢的窗格中泄漏人居的窘
迫，看得透彻，说得精辟。
噫嘻！高楼是个大景观，更是

个矛盾体。
人往高处住的好处，与人往

高处走的古训一样通透，既然人
同此心，那就看谁捷足先登，可惜迟到的
是我们。在内环里，不是住高住低的问
题，而是有房没房的问题。曾几何时，到
处像疯了似的掘地造楼，大家像疯了似
地购房置业。何况有话说得好，买房如相
亲，须得放宽肚量，多看好处少看
坏处。好不容易碰上地段满意、房
型合适、价格可以接受，再想得陇
望蜀，未免贪心不足。
可是家住低层，委实恼人。乔

迁不久，种种预料和未料的烦恼，接踵而
来。
先是阳光。因与前楼距离过近，鄙舍

又实在太低些，所以即使将肚皮紧靠阳
台的栏杆，也须仰面七十度以上，方可见
半片天空。若在春夏，太阳会像一位疏远
的友人，顺道问候一声，随即告辞，任你
千邀万唤，也不肯越阳台一步，怕是要踩
脏地板、弄乱客厅。若在秋冬，太阳则成
了一位有隙的仇家，对别人笑脸相向，却
成天给你一条冰冷的脊梁。

想请的请不到，不请的倒自来。五
楼正是蚊蝇蟑蚁翅力所及之处，惊蛰过
后，便有飞仙倩影，翩翩斜斜登堂入室，
嗡嗡嘤嘤寒暄问候，任你挥拍弹压累到
手酸，仍是成群结伴前赴后继。其中更
有过分之徒，即使入冬了仍赖着不走，
别有用心地隐居暗隅，做着来年当个新
移民的美梦。
还有电梯。上班下楼进电梯，满厢的

白领男女，衣着光鲜，面目阴沉，似在怪
我搅扰行程，耽误时间，迫你夹起尾巴，
仄身而进，再赔几条皱皱的歉意；下班上
楼出电梯，感觉更糟，不是自己迈腿而
出，而是被先生小姐的灼灼目光推了出
去，空中响起无数个无声的数落———层

次那么低，还要坐电梯，懒鬼！
高空抛物不是指飞机空投物资，而

是说高楼居士贪图方便，直接从窗口将
垃圾抛出。我家天棚，除遮风挡雨外，更
多的差使是承接垃圾，外加响声。久而久
之，我竟练就一套听声辨形之绝技———
响声叮然，啤酒拉环；响声嗵然，可乐塑
瓶；响声嗒然，必是香烟空盒或用过的棉

条，屡验屡证，十不失一。
也有费猜之物。一日饭毕，闭

目小睡，懵懂之中，訇然一声巨
响，好似雷神动怒、骤降天谴，几
乎把耳膜震破、心脏击穿。急遽奔
上阳台，只见钢架弯曲，棚顶洞
穿，有机玻璃残片溅得四处都是。
张望云霄，肆虐的雷神早已遁迹，
杳然无踪。
追查？我又不是悟空。顶上

二十八层，每层两户，五十六家，
从何寻起？就算找对，雷神只需
摇头，我便无词。万一雷婆动怒

撒泼，更是自取其辱。最可怕的是，贸然
上门不但打扰无辜、徒劳往返，而且容
易暴露目标、反遭报复，极有可能遭五
雷轰顶之灾。千不应，万不该，谁让我们
家住低层？

去物业管理处缴费，爱聊天
的管理员一边开票，一边讲故事。
原来这幢高楼开工时，楼市尚未
发飙，房价与水泥预制板一样平。
到了竣工，预制板竖了起来，房价

也翻了几番。房子从高处往下卖，房价从
低处向上升，因此住得越高，花钱越少；
住得越低，所费越多。管理员说罢，瞟来
一双怜悯的眼神。
呜呼！高楼是个大景观，更是个矛盾

体。
高处宜居不复寒，低层久住实艰难。
冬无日暖天长晦，夏有虫多夜不安。
时遇垃圾频袭扰，横遭惊惧更辛酸。
阳台四顾何从遁，垂首轻吁暗拍栏。
忽有一日，偶翻报纸，发现一篇楼须

住低的奇文，不免精神一振。捧而细读，
说是现下汽车暴增，尾气污染日重，对高
层的居民最为不利。因为汽车尾气之中，
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毒素轻于空气，会
凝聚、飘浮在相当于十层及以上的高度。
结论是住得越高，空气越坏，害人越深。
古有高处不胜寒之说，如今寒气消了，代
之以高处不胜毒之诫。阳光稀缺、蚊蝇滋
扰、电梯受气、高空抛物，尽管恼人却无
性命之忧，而家住高层看似潇洒得很，却
于无色无味无形中饱受荼毒而不自知。
猛然想起福兮怎样、祸兮又怎样怎样的
老话，一时间，记不全了。
噢嘢！高楼是个大景观，更是个矛盾

体。

责编：刘 芳

    明日请看
《在党的诞生
地践行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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