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五年年力力作作反反腐腐小小说说““红红枫枫林林””
作者韩曙光为滨城区反贪局检察官，故事大部分取材于他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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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滨州市滨城区反
贪局检察官韩曙光的反腐
长篇小说《雨中的红枫林》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该
小说凝聚着韩曙光几十年
的工作积累和人生感悟，故
事构思大部分取材于他的
所见所闻，歌颂了一批“孺
子牛”的正能量。这也是他
用时五年创作的首部长篇
小说，并盼望能够改编成剧
本拍成电视剧。

心里一直有个梦

写一部反腐小说

韩曙光生于上世纪60年代，
长期在反腐败一线工作。业余时
间坚持文学创作，己发表诗歌、
散文五十余篇。《雨中的红枫林》
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韩曙光参加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企业上班，眼看着企业的改
制，内部斗争，企业由昌盛转变
为衰弱，通过有些员工的努力，
企业又由衰弱到兴盛。韩曙光对
企业发展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的人物心理变化很熟悉。

后来，韩曙光到反贪局上
班，看透了社会上的贪污腐败现
象。但他总觉得在反贪战线的检
察官做工作还是微不足道，能把
贪污腐败现象编写成小说，让更
多的群众看到，形成一个社会反
腐氛围影响力。从此，韩曙光就
有了一个写部长篇反腐小说的
梦想。

2009年，韩曙光开始着手
《雨中的红枫林》创作，他之前白
天上班晚上还要加班，平常还要

处理家里琐事，他的创作大部分
都是晚上完成的，有时还要中断
四五天。每天创作之前，韩曙光
必须构思完整后才动笔。

“刚开始想要写作时，我告
诉同事、朋友都没有相信的。”韩
曙光说。就在2014年5月，韩曙光
历时五年的《雨中的红枫林》终
于完成，手写稿400多页。为了对
读者负责，在出版之前又反复修
改，韩曙光还请滨州市作家协会
主席李登建帮助指导。

韩曙光告诉记者，这本书主
要是以国有企业改制、反腐败为
主线，围绕这两大主线，每个人
怎样面对生活、感情等问题，希
望通过这本书，能为树立社会风
尚添砖加瓦，展现社会正能量。

小说已出版发行

希望拍成电视剧

《雨中的红枫林》全书十三
章，二十二万字，讲述的是以国
有企业改制为背景，以反腐败为
主题，展示了在经济大变革的特
殊历史时期，人们面对国家、他
人、个人利益的不同态度，表现
了人的灵魂在伦理、道德、人性
面前经受的考验，塑造了一批有
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的鲜活形
象。同时，以检察官钟鸣建和企
业家叶丽萍的曲折人生为情感
主线，描写人间真爱，揭示了当
代人在爱情、金钱、地位面前的
不同价值观。

韩曙光说，书名含义主要
是歌颂了一批脚踏实干、为群
众利益着想的共产党员。他们
是反腐败的正义之士，“甘为孺
子牛”的正能量。他们不论风
雨，在斗争中不畏艰辛、勤勤恳
恳地工作。

翻阅全书，可以看到除了复

杂的人物关系描写，还伴随着几
篇诗歌。韩曙光说：“这些诗歌都
是我创作的，平时就喜欢写诗
歌。”《雨中的红枫林》开篇就是
一首《红枫林》的诗歌，据韩曙光
介绍，这首诗正是集中反映出整
部小说的内容，首卷语把书里人
物形象概括出来。

李登建对他的评价是，韩曙
光凭借深厚的生活积累，写反腐
败不停留在表象，而是淋漓尽致
地剖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
写爱情不沉恋于男欢女爱，而是
探索人世真情，从而使该书具有
了情感、思想的深度和感人的艺
术力量。

目前，《雨中的红枫林》已经
印刷出版，韩曙光也正准备着与
国内各大书店商量下一步的新
书发行，希望全国的读者都能看
到他的作品。他更希望可以改编
为剧本，拍成一部反腐电视剧。

文/片 本报记者 郗运红
王领娣

韩曙光展示他的400多页手写稿。

出出租租换换新新颜颜 拉拉客客有有点点难难
换装后的出租车平均每天少挣50元，多因市民不了解以为是外地车

2月28日，滨州市更新的42辆出租车辆开始变换配色，
目前已经有近20辆出租车“换装”成功，比例占不到全市出
租车总量的3%。白绿搭配的色彩在车流之中醒目亮丽，但
是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不少市民仍对新出租车不熟悉，
导致新出租车的司机收入比往常平均每天少收入50元左
右。甚至有乘客认为新出租车是“假的”，而选择等待老款
出租车的现象。

◎司机：

跑了38公里

才拉到一个人

3月18日早上，记者乘坐了
一辆换新装的出租车，司机师傅
告诉记者，出租车更新换装后，
收入明显少了，“换装前一天能
收入300元，但是现在仅有250元
左右”。

“上次我看到路边有人，不
停地张望，而且不是在公交车站
牌，应该是在等出租车，于是我
就过去了。但是这个人根本不看
我，直接向后面赶来的黄蓝色出
租车招手，坐上车就走了。”司机
抱怨说，一上午跑了38公里才拉
到一个乘客。

无独有偶，出租车司机宋
师傅开着换新装的出租车已经
是第四天了。14日下午两点，他
开着换装完成的出租车上路，
一直到晚上八点钟下班回家，
经过计算，这工作的六个小时
中，他挣到120块钱，比以前开
着没换色的出租车带客少挣了
近70块，以后几天平均下来，每

天少挣50块钱。
宋师傅说：“我的车不是第

一辆换装的出租车，据说第一辆
换装的出租车第一天只拉到三
个人。在市区还好一些，市民见
得多了就熟悉了，如果在偏僻的
地方，人们根本就不坐这新车，
以为不是当地的出租车。”

如果使用打车软件接到订
单还容易一些，如果行驶在路
上，很多市民更熟悉原来蓝黄色
的出租车。宋师傅经过黄河八路
渤海九路时发现路边有人像是
要打车，按了几声喇叭不见那人
反应，经过之后他在后视镜发现
那人拦下了后面的一辆黄蓝色
的出租车。

◎市民：

不知道换新装

以为是外地的

在黄河三路与渤海八路的
路口，记者发现，一辆新换装的
出租车停在路面，意欲载路边的
一对中年夫妇。中年夫妇一前一
后拉开车门，并没有直接进入车
里面，而是询问司机这是不是滨

州的出租车，司机向他们解释出
租车换装的事情后，他们才坐上
了车。

市民王先生说：“第一次看
到新车后，我还以为是外地的出
租车，就没坐。平时只注意黄蓝
色的出租车，很少将目光停留在
新换装的出租车上。”

不少市民通过网络和报纸
了解了滨州出租车换新装的新
闻，所以在路上看到后并不稀
奇。滨州学院的小王，习惯用手
机软件打车，有一次一辆新出租
车来了，开始也奇怪，不过司机
及时向他解释了情况。

然而，一些不时常关注新闻
的市民往往将新换装的出租车
当成外地车。滨城区第一小学的
陈老师说，今天开车在路上看到
出租车换了颜色，感觉还很漂
亮。“虽然之前没听说过出租车
换装的信息，但是一看车牌就明

白了。要我的话，我会坐新车，还
干净舒服。”陈老师说。

◎运管局：

市民接受

需要一个过程

出租车要换色，从去年7月
份开始就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出
租车配色方案，最终确定了白
绿搭配加字母“M”的方案，从
去年更新的42辆出租车辆开始
变换配色，到现在已经有十几
辆换装成功的出租车行驶在路
上了。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出租车
管理科的马科长告诉记者：“出
租车换装刚刚开始，市民认识和
了解也需要一个过程。街道上看
到这种白绿色的出租车还不是
很多，时间长了之后就会越来越
多，这样市民就不会陌生了。”

文/片 本报记者 谭正正 王璐琪

长山镇计生协会

帮扶领跑就业路

本报讯 走进邹平县长山
镇王世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你会
看到一番忙碌的景象。人们在蔬
菜大棚内忙碌着浇水、施肥、授
粉。看着长势喜人的各种蔬菜，
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近年来，长山镇加大“少生
快富”帮扶力度，调动各村协会
的主观能动性，因村制宜，带领
群众发展适合自身的致富项目。
王世村计生协会会长管忠带领
广大协会会员建立起了24个蔬
菜大棚。村计生协会积极发挥

“带头、宣传、服务”的职能作用，
帮助会员们协调贷款，并从外面
请来技术专家提供技术辅导，使
24个蔬菜大棚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能投入使用，并收到了很好的
经济效益，同时也带动了当地蔬
菜市场的发展，树立计生协会在
群众中的良好形象，有效促进了
王世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段振强 王红)

一位打的市民上前询问新装出租车是不是本地的。

阳信洋湖乡计生

节后工作不放松

本报讯 春节过后，阳信县
洋湖乡针对流动人口大量外出
返工时机，加强节后计生宣传教
育工作。

组织村计生专干落实计划
生育各项服务，开展计划生育免
费药具及叶酸的发放和咨询工
作。动员返乡流动人口积极参与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并做好
入户调查、摸底、登记和办理《流
动人口婚育证明》工作。

优化计生宣传服务环境，开
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服务活动。该
乡充分利用春节后群众赶大集、
人员较多的有利时机，组织工作
人员向过往群众宣传计生知识，
发放各类计生用品，免费测量血
压，并给前来赶集的广大育龄妇
女讲解避孕节育、优生优育、晚
婚晚育等健康常识。

充分发挥人口学校优势，宣
传婚育新风。该乡充分利用乡、
各村人口学校为育龄妇女提供
计生服务。授课内容主要包括讲
解新的婚育观念、育儿常识、普
及优生优育知识以及避孕节育
措施等内容。

(通讯员 张翠平)

邹平临池镇开展

联合执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 近日，邹平县临池
镇计生办联合镇司法所开展为期
一周的联合执法宣传活动，宣传
计生政策法规，促进计生工作开
展。

本次活动采取进村入户的方
式，注重宣传效果，既有语音宣
传，也有法律讲解，既有宣传资
料，也有实例讲解，活动中将群众
关注的计生政策法规录制成本地
话语音，用车载喇叭播放的形式
向群众宣传，做到了车到哪里，

“政策法规”到哪里。
为了方便群众办事，计生办

还统一制作了以诚信计生、幸福
家庭、利益导向、生殖健康、人口
文化等内容的宣传小折页，进村
入户，将宣传资料发放到每户计
生家庭，并为育龄群众开展计生
政策法规咨询等“零距离”服务，
深受群众好评。

(宋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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