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座充满诗画意境

的城市中漫步，安闲地度

日、终老，不知是多少人的

心愿

□ 徐 达

人生只合扬州老

计划拖延变笑话

□ 苏 墨

我们的计

划，是不是能

从那些可以实

现的事情上入

手呢

新年伊始，给自己订个小目标，和

春节吃饺子一样是个破不了的习俗。

网上有个笑话很火，版本也很多，

是说，有人总结了自己年度计划完成

状况：在东三环附近买一套260平方米

的房子；换一辆心爱的跑车；成为高尔

夫球场的 VIP；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

行；把手里的一家公司送上 IPO⋯⋯

如此种种都完成了，只是没有改掉爱

吹牛的毛病。

大多数的我们何尝不是五十步笑

百步？计划减肥四五年，反倒从100斤

涨到了 120 斤；计划多读书，结果买书

无数却片页未沾；计划环游世界，事实

上假期都在滑动手机屏幕中溜走。我

们有很多理由，比如没时间、工作太

累、没钱、要照顾老人小孩⋯⋯于是，

那些计划只好一年年地拖延下去，终

不能实现。于是年初的计划变成了年

终的笑话。

有没有想过，从实践计划开始计

划呢？

想要看海，马上去到机场路上订

好机票和食宿，如果你的新年计划是

这个，现在估计已经心满意足地回来

了；想要重拾外语，那看到我这篇文章

的时候，你也大概能背 500 多个单词

了。我知道，你又要说，哪有可能说走

就走，说学就学，漫不说得准备计划个

十天半月，就算是立刻马上，那也得经

济自由、时间自由啊，然后又回到了那

些阻挡着每个新年计划实现的种种理

由之上。

好吧好吧，我也是这样的人。别

说是计划，就是最后期限也是到了最

后，各种心怀遗憾地凑合完工，各种发

誓下一次一定要从开始就认真地按着

计划实施，好好对待每个机会，不把自

己弄得如此狼狈。然后？然后就没有

然后了，一切又周而复始。自己给自

己下了诊断：拖延症、懒癌。

因为自己的惰性，所以不能很好

地完成计划，继而不能得到能力的提

升、职业的认可，那些计划中的晋升、

发展、转型、财富增长、经济自由，统统

化为泡影。于是就更有理由不能实现

自己的那些计划了。这是个死循环。

当我们抱怨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时，

想过没有，自己的努力配不配得上自

己的梦想。

上面说的那些计划可能有些太虚

无缥缈了，但想来也并非都不能实现，

终究是自己没那么有勇气和决心罢

了。退一步讲，我们的计划，是不是能

从那些可以实现的事情上入手呢？比

如，制订一个切实可行、适合自己的计

划，然后努力去实现。生活中真的很

少人能任性地活着，给自己的人生不

断制造惊喜，那么小确幸也许也是不

错的。

去岁末，一日翻看朋友圈，见
一位友人放上扬州城的数幅美图并
配以“江南好，最忆是扬州”的句
子，一时勾起我对“淮左名都，竹
西佳处”的向往。今年元旦，安排
紧密的二日行程，让我得览今日扬
州城风貌。

扬州的风貌，在古迹。扬州建
城史可上溯至公元前 486 年，此后
的春秋、汉代、隋唐、明清等时
期，都是扬州城市史上的重要发展
时期，留下了丰富的古迹，历史遗
迹、人文景观众多。众所周知的古
运河、瘦西湖之外，汉广陵王墓、
隋炀帝陵、欧阳修的平山堂等，也
都是知名的古迹。通过它们，笔者
得以超越时空的障碍，与这座古城
千年历史流变中最辉煌的记忆接
轨。造访古迹亦是重寻历史记忆，
而历史上与扬州有关的文人士大夫
也常因个人际遇或偏好，选择一些
文化符号或更早期的人物来投射自
己的情怀。如“扬州八怪”之一、
仕途不顺的郑板桥，在关注红桥、
平山堂外，特别偏好隋代古冢、遗
迹所蕴含的荒凉、沧桑之感，以此
抒发自身的落魄情绪和对盛世扬州
的疏离。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禛在扬
州任官期间，则借着诗文酬唱，试
图通过对苏轼的认同来重新书写这
座名城的文化系谱。

扬州的风貌，在园林。清人李
斗在 《扬州画舫录》 中有“杭州以
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
亭胜”之句，可见清代扬州园林之
盛。清代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有足
够的财力建造园林，扬州城内私家
园林最盛时达 200 余处。清末、民
国，随着战乱及时局变幻，扬州园
林数量剧减、由盛而衰。今日扬州
城，还保留着个园、何园等别有特
色的园子。个园以各色竹子与园林
景致的交织为特色；何园建筑虽多
却无拥挤之感，走在长达千余米的
复道回廊，步移景异，高低错落，
颇有“楼建于山”之意，专家称此
串联廊道的手法为“江南园林的孤
例”。今天游扬州园林，也有新的特
色，一是园林中建筑景观上可见二
维码，扫码后或可听语音讲解，或
可了解更多相关掌故；二是在不少
私家园林中，主人家族的谱系资料
已陈列展出，加之生活场景细致入
微的复原展示，使游客在传统的园
林观景之外，又如置身博物馆之旅。

扬州的风貌，更在生活。扬州
城园林水系环绕，浓厚的诗画意境
似乎带慢了整个城市的节奏。扬州
人有种说法叫“早上皮包水，晚上
水包皮”，初次听朋友说时一头雾
水，亲自体验才知其中的讲究。早
上被朋友带到知名的冶春茶社吃早
茶，茶水菜品之外，主题是一屉屉
扬州包子。笔者尝到的蟹黄汤包、
三丁包等风味各异，其中蟹黄汤包
最具特色，蒸熟的汤包皮薄如纸，
几近透明，汤汁的鲜美和浓郁是在
其他地方尝不到的。晚饭后掌灯时
分，不少扬州人选择去澡堂舒舒服
服泡个热水澡，在氤氲的水汽中，
一天的疲劳都消除了。

扬州城没有地铁，市区里可见
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全城 WiFi 覆
盖。站在大明寺的塔顶俯瞰，半城
尽在亭台江树之间，如在画中；从
古运河乘船游览，两岸尽是近水楼
台人家，如入卷中。唐代诗人张祜
在 《纵游淮南》 中曾言，“人生只合
扬州老，禅智山光好墓田”，诚哉斯
言，在这座充满诗画意境的城市中
漫步，安闲地度日、终老，不知是
多少人的心愿。

商场爱书店 混搭成双赢

无论如何变革，商场要做的就是买卖，卖的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服

务，聚财气需要汇人气，商气与文气完全可以打通

□ 王 晋

前不久，教育部等 11 个部门联

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的意见》，业界认为这将掀起一股研

学旅行教育的热潮。目前，各种主题

的营地教育产品让人眼花缭乱，有业

内人士建议家长，为孩子选择营地教

育首先应该看教育理念。

何谓营地教育？美国营地协会

1998 年给出的定义为“一种在户外以

团队生活为形式，并能够达到创造

性、娱乐性和教育意义的持续体验。

通过领导力培训以及自然环境的熏

陶帮助每一位营员达到生理、心理、

社交能力以及心灵方面的成长”。营

地有多种名称：户外教育、夏令营、休

假计划以及假日计划等。

“营地教育”引进到中国，不过是

这两年的事情。由于越来越多的家

长“不差钱”，每到寒假，家长们为孩

子报各种辅导班不说，还花样翻新地

让孩子游学、旅游，希望孩子能够更

独立、眼界更开阔。于是，除了传统

的冬令营外，将旅游、学习、亲子互动

和生活体验整合在一起，满足家长复

合式需求的“营地教育”模式开始悄

然流行。

“营地教育”的初衷是为了让孩

子们在体验式的互动中受到教益，但

目前国内多数所谓“营地教育”多是

以旅游产品的形式出现，并没有系

统、科学的教育课程，即便有的机构

声称自己有这样那样的资质，可他们

的团队整体状况良莠不齐，大都是临

时找助教来带团，并没有专家和资深

的老师，这样的课程，是否能够在真

实的体验和活动中让孩子有所收获，

是否能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都需要

存疑。

事实上，一些所谓的“营地教育”

机构多是打着“营地”的旗号，让“营

地教育”成为了营销噱头。为此，家

长们在帮孩子选择营地教育培训的

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慎重决定，切

莫盲目跟风，随便花钱上当受骗。有

关部门也应该对“营地教育”加强管

理，对借机敛财的不法“营地教育”机

构要坚决依法予以取缔。对营地教

育机构而言，则应着眼长远发展，强

化师资力量，科学配置教育内容，寓

教于乐，让孩子从营地教育中更深刻

地认识自我、认识自然、认识社会。

营地教育怕营销

一些所谓

的“营地教育”

机构多是打着

“ 营 地 ”的 旗

号，让“营地教

育”成为了营

销噱头

□ 盛 会

盘珠子 悟得失

放在一生

来看，一切得

失都是得，都

是时光对于生

命的馈赠

□ 于 飞

岁末年初，一些实体零售店关店的新闻

不绝于耳。但也有些商场变得越来越年轻

了，它们因引入新业态而生机勃勃。新业态

里，书店成了不少商场的选择。当然，书店

也变身升级了，更像一个文化空间，里面有

书香、咖啡香，有乐声悠扬，有读书沙龙，有

的还提供简餐。

毋庸讳言，实体零售业遭遇了巨大困

难。有段时间，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

——“人们在商场试衣，在网上下单”。但

是，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需要走出家门，

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有些东西需要邂逅，才

有发现的惊喜。商场开始创新，让人们在这

里获得更多体验。

与书店嫁接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电

子书很流行，爱书人并未放弃实体书店。无

论工作多么繁杂，不管生活怎样一地鸡毛，

在书店翻看自己喜欢的书，思接千载，心游

万仞，灵动自由。时光，变得有质感有层次

有深意。更妙的是，读书可以是一家人共同

的享受。在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书店，孩子看

童书，妈妈在旁陪伴，爸爸浏览自己喜欢的

书，一家三口，各有所乐，构成温馨的图景。

无论如何变革，商场要做的就是买卖。

卖的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服务。聚财气需

要汇人气，商气与文气完全可以打通。聪明

的经营者会发现，书店能吸引的是优质客

流，他们有闲有钱有品，这一客群重视文化

与品位，是商场的优质增量客流。近年来，

商业地产之所以频频对书店抛出橄榄枝，一

个重要原因是，其固有业态缺少的恰恰是文

化味和差异化。引入实体书店无疑是提升

文化、凝聚人气、提升消费体验的捷径。曾

经有人做过统计，一家实体书店能让商场的

消费者增加半小时以上的停留时间。人流

来了，总会有消费。商场要升级，提升文化

气息势在必行。

有位实体零售店的经营者说，干了这么

多年零售，以前只想到消费者来商场是为了

买东西。现在变了，消费者为了吃饭、看电

影、读书、休闲去商场，顺带着买东西。有

时，一个作家的签售活动能带来排长队的景

观。正因如此，曾经因高租金而离开商场的

书店又回来了。这一次回归，商场放下了身

段，他们给书店优惠的租金，有的甚至免租

金，还奉上书店的设计和装修费用。

曾经有人这样说：书店并不是文化高

地，它只是台阶，站在这样的台阶，你能看到

更大的文化风景。如今，除了公园、展览馆、

电影院等，书店也被看成休闲文化的活动空

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新图景：去年“十一”

黄金周，长沙新开张的许多书店成为人们热

门的休闲去处。仅在当当梅溪书店，10 月 7

日当天就涌入了 1.8 万人次，整个黄金周入店

人数超过 13 万人次。上海新天地开出了两家

实体书店：猫的天空之城、言己又。走进它们

的店面，能看到一层层书架，更能闻到咖啡香

浓。在一些购物中心，书店里的读书会、音乐

鉴赏、沙龙吸引了不少年轻客户群。

如果说第一代书店是只卖图书的实体书

店，2.0版是多元化经营书店模式，现在则已经

进入文创空间的书店3.0时代。这些书店有个

共同点——图书之外，咖啡、文创产品、各类讲

座几乎成为标配。卖美食图书的旁边摆着相

关食材，卖儿童图书的楼层还有个性文具，混

搭跨界，没什么不好，消费变得更有趣。

消费升级已可感可触，我国的文化消费

有巨大空间。数据显示，我国文化消费潜在

市场规模约为 4.7 万亿元，而实际文化消费

规模仅超过 1 万亿元，存在 3.7 万亿元的文化

消费缺口。在人均 GDP 同等水平下，我国文

化消费规模也仅为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左

右。这既说明我国居民潜在的文化消费需

求并未得到有效满足，也说明我国文化消费

拥有巨大发展空间。

想在这个大市场里分一杯羹，需要花点

心思把消费者抓住。不管是商场还是书店，

这门功课都要做好。不可复制才有持久魅

力，不断创新才会让人惊喜，一个城市因为有

文化地标、文化空间而气韵生动，一家商场因

增加了文化元素而让人流连忘返，如此跨界

混搭，还会催生什么？我们一起期待吧。

第一次买串珠，入手了一串 12 颗

的红酸枝手串。这等材质，在行家那

里估计不屑一顾，午后盘玩三刻，竟也

生出些许感悟来。

感悟之一是关于得失。其一，当下

欢喜，当下可得。买珠的经历够奇特，

本来是想买串小叶紫檀拉风的，那个价

格约为红酸枝手串的4倍。谁承想，卖

珠大姐拿出这串红酸枝之后，居然喜不

自胜，对比别的红酸枝手串看，赞此为

极品；对比小叶紫檀手串看，赞几乎不

逊色；对着灯光一颗颗看下来，赞红亮

莹润，可遇而不可求。遂把小叶紫檀抛

开不管，说那个木料虽然名贵，但是店

里的串珠品相一般，不难买到，全力建

议收了这串红酸枝的。我本是外行，竟

被她说得越看越爱。所以你看，材质名

贵如何，世俗眼光如何，升值空间又如

何，人的满足感并非完全由这些决定，

因缘际会，心生欢喜，是为可得。

其二，辩证看待得失。得了串珠，

赶紧找了软棉布盘搓。摩挲着手里的

12 颗珠子，有文化的可以想想十二天

干、十二地支，洋气的可以想想十二星

座，当然，还有这一年的十二个月，一

天的十二个时辰。光阴不复，在我的

指尖溜走了，可我也得到了心灵的平

静，思想的欢愉。我们思辨得失，常讲

有得必有失。在这一刻，我突然意识

到，得失本为一体，可得可失，即得即

失。放在一生来看，一切得失都是得，

都是时光对于生命的馈赠。放在一生

之后看，一切得失又都是失，是隙中

驹、石中火、梦中身。因此可以回到第

一个结论，当下欢喜，当下可得。

感悟之二是关于浮沉。市场上，

常有不良卖家拿红酸枝冒充小叶紫檀

卖高价，网上鉴别两种材质的攻略不

少，最损的一招是把两种珠子都扔进

水里。小叶紫檀纹理细密，材质密度

大，多数珠子可以“入水沉”，红酸枝木

质却达不到这一密度，因此会浮在水

上。决定浮沉的因素，表面看是木质，

根本上是时间。让珠子“入水沉”的原

因，就是它用了很久很久的时间，积累

自己、沉淀自己、厚实自己，沉下去，就

不会那么轻易地随风而散、随波逐流，

即便静默不语，也能从容笃定地展现

自己的价值。为人治学，并无二致。

感悟之三是关于进退。盘珠子，从

木料到手法，从时间到力度，讲究太多

了。就我那串红酸枝，卖珠大姐说，用

软棉布每天揉搓一个小时，搓一段时间

之后，会发现珠子不那么亮了，有点发

乌，甚至感觉要脱皮，这个时候，就要缓

一缓了，静置上半个月左右，让盘出来

的油脂巩固巩固，再继续盘，色泽会变

得更加好看。珠子黯淡的过程，是不是

像极了文学创作的“为伊消得人憔悴”，

或者是职业发展的“平台期”“瓶颈期”，

抑或是婚姻生活的“七年之痒”。要精

进，但是不能蛮进，遇到坎儿了，放一

放、缓一缓、稳一稳、沉一沉，待时机成

熟时继续进取，这不仅是盘珠之道，更

是一切运筹之法、进退之道。

盘珠子，磨性子。写出来，盘进去。

去年，许多人发现手里的现金花
得越来越慢了。倒不是因为改变了消
费观，更加节俭了，而是现在连在菜摊
儿上买一捆小白菜都能用手机付款，
钱包里放 200 元，一个月都花不掉。
手机查询公积金、交违章罚款、在医院
挂号⋯⋯想办什么事，越来越多的人
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先看看能不能在
手机上办。

在过去的一年，“互联网+”已经
渗入了千万普通人生活的每个角落。
如果说在2015年，“互联网+”还是一
种概念和规划，那么如今，互联网对线
下的“赋能”，已开始鲜明生动地体现
出来。

来自央行的数字正是这种变化
的写照。去年第三季度,移动支付业
务 66.29亿笔，金额 35.33万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45.97%和 94.45%，依然保
持着高速增长。但在另一方面，人们
银 行 卡 卡 均 消 费 金 额 同 比 下 降
12.40%，移动支付成为名副其实的主
流支付方式。因此，2016 年被称为

“无现金元年”。
对于消费者来说，移动支付意味

着便利，而对商家来说，其中还蕴含着
新的商业模式。线下商家基本都采取

“支付即会员”的模式，通过移动支付
建立起了基于互联网的会员体系，甚
至能准确地预估到涉及的顾客数量和
大概分布。通过精准营销，基于移动
支付的会员转化率能达到10%，这比
传统线下会员的转化率高2倍。通过
移动支付获得的用户数据，还将为线
下商家在产品研发、智能选址等决策
方面提供帮助。

移动支付的普及，其实是我国建
设“新型智慧城市”的一个缩影。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基础设
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利化、社会治
理精细化为重点，充分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和大数据，建设一批新型示范性
智慧城市。“十三五”期间，我国将
推出100个“新型智慧城市”试点。
政策利好让各个城市在推进公共服务
的互联网化的道路上快马加鞭，“互
联网+”也为城市服务提升打开了广
阔空间。

在未来的新型智慧城市里，互联
网+政务服务的形式将更加普遍。车
主服务、政务办事、医疗服务、交通出
行、生活缴费等不同类别的服务将都
能通过手机办理。目前已有地方推出
了电子驾驶证，这张驾照可以替代真
实驾照。这样的远程身份验证是连接
智慧民生的“最后一公里”。

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真的能
实现，出门带个手机就够了。

出门带手机

就够了
□ 陈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