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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表情

生活素描

陈更生 摄

满城尽带二维码

他当过教师干过公务员，是法学博士也是政治学博士后；他醉心

于弘扬主旋律歌曲创作的22年里，创作了百多首正能量歌曲——

□陈 炜

这世界变化快！一夜醒来，我们已经被这种黑

白相间的小方块——二维码包围了。

小巷里、大街畔，公交车、地铁站，荧屏上、报缝

间……从各种商品的脸面，到地摊小贩的板车，从

飞机票、高铁票，到邮件、快餐的包装，目光所及，总

能与它不期而遇，脚步所至，往往同它撞个满怀。

不管你习惯不习惯，待见不待见，这种方方正正、花

花搭搭、用粗细不匀横竖参差的线与大小不一的点

所构成的图案，正以前所未有的来势，加速度、立体

式、全方位地参与了我们的生活，并毫不犹豫地影

响着、引导着我们的生活。

对于二维码的高调亮相，比如出现在电视荧屏

右下角的那个位置，许多习惯了“干净”屏幕的观众

很不习惯，几乎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

看这个黑白方块，就像医生检查出了瘤子，脑海中

立马闪出几个字：占位性病变。

两年前，一个电视台的朋友说，他们经常会接

到观众的电话，质问或规劝，让他们净化荧屏，将二

维码驱逐出“镜”。后来他告诉我，这种电话绝迹

了，人们已经习惯了。这就像美女的脸蛋上长了一

颗朱砂痣，第一眼有些突兀，看多了也就习惯了，反

而成了她的一个特色。何止是电视，就连那西瓜、

冬瓜、南瓜的身上，也都贴上了二维码，它们的身份

信息、成长环境、价钱折扣，码上扫，马上就有。

我曾很认真地“研究”了二维码，那个小小的方

块，似乎隐藏着无尽的秘密，如迷宫，如画面，人影

绰绰，魅影幢幢，什么都像，仔细看什么都不是，只

是点和线。在那点和线上，以及它们的缝隙里，该

蕴含着多大的能量啊！我一直在担心，在不久的将

来，在这方寸之间，那二维码的点线排列组合用完

了，该如何是好！我也真是在杞人忧天。当年，日

本人发明这个建立在二进制基础上，用若干几何形

体来表示文字数值信息的小方块的时候，也许早就

设计好了，根本不用担心它的容量。只管用就是

了！把你想要的东西，平面的、立体的，音频的、图

像的，统统打包或链接，然后，生成二维码，一股脑

儿地塞将进去，妥！

想起早年美国柯达公司的一款傻瓜相机的广

告词：你只需按一下快门，余下的一切由我来做！

而对于这个时尚的小方块，把“按一下快门”调整为

“扫一下码”，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码”上乾坤大，“扫”中日月长。不扫不知道，

一扫忘不掉！

二维码的应用正铺天盖地加速发展。几年前，

国内的二维码应用还仅停留在打折、比价等广告信

息发布的层面。所以，那种印满斑马图案的小方块

并不招人待见，直到它的功能和角色悄然改变，那

个“黑色创可贴”变成了“神奇的魔方”，从信息载体

到支付手段，从单一媒介到全息身份证，二维码今

非昔比，蝶化涅槃，舍我其谁！

那日在电梯里，我的一位同事在抱怨单位旁边

的热干面餐馆缺乏公平，只是因为他不会扫码支

付，一碗面就平白比年轻人多掏了一块五。在发牢

骚的同时，他也感叹时代的发展：落伍就会“挨宰”，

甚至有挨饿的危险！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7月17日报道：在中国城市，

现金正迅速变得过时。“这和债务、基础设施投资或

者其他重大经济话题无关。这关系到的是现金。具

体而言，中国正系统地、迅速地抛弃纸币和硬币。”

时尚年轻人曾经鼓鼓囊囊的钱夹子正日渐瘪下

去，除了几张红色的百元大钞和几片泛着金光的银

行卡在礼节性地“站岗”，毛票和硬币早已不见踪影，

窗台上的储蓄罐也只是扮演着收藏的角色，顺便发

挥着引发儿时回忆的作用。电影院的环形售票柜台

正被爆米花和冰淇淋占领，即使购票者寥寥无几，放

映厅的座位其实早被人预定了。我认识一个小伙

子，他说他们年轻一族的日常生活大致是这样的：早

上出家门，扫码骑共享单车，扫码乘地铁至单位；中

午下班，叫外卖或去饭馆扫码支付，解决午饭问题；

傍晚下班，重复早上的动作，偶尔去电影院，扫码取

票看一场电影。他已经“记不清零钱长什么样了”。

“扫吧，一切皆有可能！”有人以这句改造过的

广告词为二维码做了生动的时代注脚。

二维码就像一个开放的大舞台，只要你有勇

气，随时都可以站上去挥洒一番。支付宝来了，共

享单车来了，借助智能手机和二维码平台，可以让

汹涌的现金流消弭于无形，让人们脑海中具象的锁

和钥匙突然变得抽象起来。

据报道，目前支付宝可在包括日本、韩国、印

度、英国、美国、俄罗斯在内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

用。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地方“行走”的中国公民，

不用再为换取当地的现钞而奔波劳神了。他们只

需举起手机，对准那个小方块轻轻一扫，他们存在

银行里的人民币便迅速出动……你懂的！

8月 8日，一家真正意义上的 24小时无人便利

店——天虹“WellGO”在深圳亮相。顾客把选中的

商品放到收银台感应区，一个二维码就会蹦出来，

扫码，支付，拎兜走人。

……

十年前出差北京，我和一位同事在地铁自动售

票机前徘徊复徘徊。那个一人多高的自动机器只

认一元硬币，可我俩身上连一枚“铜子儿”也找不

到。这时来了个外国人，他掏出一把零钱，正一枚

枚地排出一元面值的硬币。我俩像找到了救星，上

前诉苦，说或许您能兑换我们几枚硬币，让我们离

开这倒霉的地下空间。没想到那红脸老外耸耸肩

摊开双手，说了两个单词：Me too!

这尴尬的一幕经常提醒我：长点记性吧，带点零

钱吧！于是身上便多了累赘，还丁丁当当地不甘寂

寞。那时还没有见过二维码，也没有智能手机，哪里

会料到有朝一日会不见现钱就让你吃喝玩乐。

不由想起北宋时期的交子。时代的发展和现

实的需要，催生了这种世界最早的纸币。900多年

后，这种被大家叫作二维码的神奇小方块，正在诞

生纸币的地方，让“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现金变得

无足轻重。

网上有一幅图片：一个头戴棉帽的乞丐，坐在

寒冷的大街上乞讨。与同行不一样的是，他的面前

除了一只破碗，胸前还多了一个牌子。牌子上面，

赫然并列着两个二维码——他已经步入了电子乞

讨时代。别拿没有零钱作借口，扫码看着给吧，一

百块不嫌多，一分钱不嫌少，来者不拒，多多益善！

前天傍晚，在东区的一个不太繁华的街道上，

“嘭嘭嘭”迎面开过来一辆满载西瓜的奔马车。一

个中年汉子叼着烟卷儿，像巴顿将军一样，意气风

发地掌握着方向盘。旁边的踏板上，站着被他称作

“孩儿他妈”的“亲密战友”。让我惊叹的是，在他们

右边的车厢前面，竟挂着一个放大到半米见方的二

维码！那抽象的图案裱在一块纸箱板上，并蒙着一

块透明的塑料布——风雨无阻，一目了然，在薄暮

中几欲迎风招展。我瞬间被这种气魄震慑了。待

那车停下，我趋步上前笑脸探寻，还顺便扫了一码

抱了个西瓜。那来自中牟乡间的瓜哥十分豪爽地

说，二维码这玩意儿并不稀罕，线上销售和线下支

付那一套，他和老婆都掌握啦！

我的天啊！我在心里告诫自己，回去先别急着

吃瓜，学习吧！要不，这个时代就把你抛弃了。8

□李良贵

“残疾人爱心港湾服务队”队长邓福平，在焦
作解放区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年来，他和这
个爱心团队每周都要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他们
或坐着轮椅，或拄着拐杖，相互搀扶着，在一字排
开的服务台前，为市民免费修理电风扇、电磁炉、
钟表……

作为爱心团队的领头人，今年52岁的邓福平

还是队里的“大拿”，拿起理发工具能理帅气的新
发型，出了故障的收音机、电视机，一经他手就又
能发声、显像了。他个头不高，年幼时左腿因病截
肢。在企业工作的 20多年里，他干过许多工种，
每一个岗位都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正因为
肢体有残疾，我才更要用行动证明自己与大家一
样能劳动。”

随着企业停产，邓福平也下岗了。身为残疾
人，打工不易，但他从不气馁，摆地摊、卖服装、销
售图书、到饭店洗碗……2009年，一个偶然机会，
他接触到了全部由残疾人组成的爱心港湾志愿者
服务队，当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残疾朋友在一起
忙碌的身影时，心灵被震撼了。于是，他同他们一
起，做起了志愿者。

去年夏天，邓福平碰到一位头发像乱草一样，
散发着难闻气味的老人，别人都躲得远远的，他却
主动过去为老人理了发；还有一次，他去一家敬老
院为一位插着胃管、躺在床上不会动的老人理发
时，为了让老人舒服些，他硬是跪在地上操作……

接任队长后，邓福平更成了不顾家的“大忙
人”。有一次他为一位老大娘配钥匙时，两手突然

不听使唤，抖个不停。老大娘问他怎么回事儿，他
只是嘿嘿一笑随口说了句“早上来得急，没顾上吃
饭”，却不想配完钥匙后，老大娘去而又返，把两个
热乎乎的烧饼夹串和一袋奶硬往他手里塞……

“队里规定志愿者不能接受任何馈赠，但那一次我
是当着老大娘的面含着泪吃了烧饼喝了奶的。志
愿者的付出不需要回报，但我们也渴望得到暖暖
的亲情。”邓福平说。

前不久，赵兰菊老人的缝纫机坏了，她慕名找
到了邓福平。邓福平二话不说，拄着拐杖艰难地
上到老人六楼的家里，忙活了两个小时，把缝纫机
修好了。老人又是切西瓜，又是拿饮料，临走还非
要送给他一只烧鸡，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事后，
老人特意做了一面“身残志坚为民奉献”的锦旗，
送到了服务队……

近年来，服务队在得到人们赞扬的同时，也常有
人不解地说，你们都是残疾人，自己生活本身就困难，
不为金钱，无偿为他人服务，不觉得亏吗？邓福平坦
然地回答道：“我们很快乐！正因为我们是残疾人，才
更要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我们不是社会的负担。我
们要用我们的小善，让更多人感受到温暖。”8

目前，一首歌曲从配器到完成MV
制作，需要几万元费用。近一两年，张
明师先后制作了30多首歌曲。作为一
名工薪族，钱从哪里来？张明师说：“这
是一种精神和对信念的坚守。这些歌
曲全是由我和一些词曲作家、演唱者自
掏腰包，自筹资金来完成的。”

军旅歌唱家刘志澎，从部队转业后
经营企业小有成就，偶然的机会，他看到
张明师写的歌词时兴奋不已，专门从公
司拨出资金用于歌曲制作并亲自担纲演
唱。他说：“明师的歌，不仅是在讴歌党、
国家和人民，也能给企业注入正能量。”

前不久，一位台湾企业家看过《天佑中
华》MV后，非常振奋，说这首歌就是辉煌

中国的浓缩，我要分享到我的朋友圈；青岛
市一位70多岁老人在网上听到《天佑中
华》后，几经周折找到了张明师，深鞠躬，行
大礼，邀请MV原创人员到青岛……

张明师最新创作的歌曲《英模》，
短短几天的时间，网络浏览量就达 50
多万。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傅思
明留言：这是一首传播党和人民声音、
顺应时代要求的正气之歌，同时也是作
者的心灵呐喊和对正义的呼唤……

“清一色正能量的留言，其实也说
明了正能量宣传是时代的需求，人民
的呼声。”张明师说，“我希望更多人参
与进来，一起携手努力，创作优秀歌
曲，讲好中国故事。”1

博士后的
“中国好声音”

“美好生活心向往，中国道路注能
量，共产党为咱指航向，中国力量势不可
挡……”一首《天佑中华》点击量超过
200万；“风里雨里为党来，带着风一样
的情，带着雨一样的爱……”一首《为党
而来》红遍网络；媒体推送的《我为什么
入党》等歌曲被网友接力转发、点击量节

节攀升……
这些歌曲，源于一个人 22 年对

信 念 的 坚 守 和 对 歌 曲 创 作 的 痴 迷
——张明师，一个长期在基层历练的
永城人。

“我认定了一条路，那就是讴歌党
和人民，弘扬正能量，传播好声音。”

年近不惑的张明师，他的爷爷曾参
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父亲9岁时
因送情报被国民党持枪追击，被老百姓
冒死相救；哥哥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
把军功章让给了牺牲的战友……

“小时候听老辈人和老师讲的革命
故事，在我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张
明师说，他从小就对革命故事、英模人
物充满了崇拜和敬仰。每当听到《义勇
军进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等歌曲
时，他就热血沸腾、心潮澎湃。1992
年，张明师考入永城师范。在学校举办
的“讲党的故事，赞英模精神”手抄报比
赛中，他试笔创作的红色歌词获得了全
校第一名。随后，在一次全国诗歌大赛

中，他撰写的《党啊，我爱你》斩获一等
奖，“我的红色歌曲创作热情一下子被
调动了起来。”

参加工作成为交警后，看到一幕幕
惨烈的车祸，一个个悲痛欲绝的场景，
张明师把交通法规编成朗朗上口的顺
口溜、快板书、歌曲，到辖区公路沿线的
村庄、学校进行宣传和演唱。“那时候村
民们都叫我张铁嘴！”张明师笑着说，后
来他又创作了《警民鱼水一家亲》《禁酒
三字歌》等歌词在主流媒体上刊发。公
选到检察院工作后，他又创作了一批激
励群众脱贫致富的歌曲……

“我始终把自己创作的歌曲定位于
弘扬正能量，激励人们积极向上。”

歌 唱

由警察到检察官，由教师到纪检干
部，张明师收获的不仅是职业经历和法
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学位，他更在意
那些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紧跟时代
步伐创作出的大量红色歌曲。

为了创作歌曲，他常激情满怀，彻
夜不眠。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一位看门
的老大爷提起他就激动：“每天我睡觉
时看到他灯亮着，早上起来做饭时，看
到他还在写！”

为了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张明师
遍访音乐名家，求教音乐创作经验。他
创作的《一带一路之歌》《泱泱大中华》
等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差不多都是在知
名音乐家的帮助下完成的谱曲和演唱。

“围绕中原风土人情，创作接地气的
歌曲，也一直是我的侧重点。”张明师说，
他创作的《河南人》《根在农村》《农民本
色》等，都引起了听众的心灵共鸣，青年
歌唱家符杨每次在演唱《家在何方》时都
会泪流满面，去年春节，她的一曲演唱，
还唱哭了好多春节在外工作的人……

在创作红色歌曲的同时，张明师还
出版了 26万字的《共和国英模人物研
究》，创作了表现抗日英雄的电视剧《古
筝血泪》和励志电影《心魔》等。目前，
这些影视剧有的已在央视播出，有的正
在投拍中。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为我
们的党放声高歌。”张明师说，除了创作
红色歌曲，他还在高校、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和基层社区，以《红色精神在新
时代闪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红
色精神》等为题授课 56场。每次作报
告，当主办方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说：

“播放国歌，集体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环节一定要有。”

“梦想是靠现实承载的，能量是凭实
践聚集的。唱响红色歌曲，不仅是弘扬
主旋律的需要，也是在传播信仰的力
量。”张明师还开通了博客、微信，建立了

“信仰的力量”微信群，随时传递正能
量。“我就是要让红色歌曲唱得越来越响
亮，影响力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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