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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新媒体在人们生活中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
自古形成的阅读规矩正面临解体，包括阅读方式、阅读习
惯、阅读内容等等，说到底，是阅读文化发生了巨变。对于
时下读者来说，“一册在手”早已不是唯一的阅读方式，而

“读屏时代”也不再是一个空泛抽象的概念。人们通过网络
可随时与世界保持连接，可闪电般地同步获取最崭新的信
息，可以进行屏幕阅读、互联网阅读、手机阅读；而“微信”、

“微博”、QQ 正十分走俏，故有人宣称，现在是进入了“微时
代”。然而，当电子阅读变得如此轻松、愉悦、便捷时，人们
自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忧虑：既然有如此直观和方便的电
子资料和网络讯息，还有多少人会钟情于纸质阅读呢，又有
多少人在临睡前去品味书香？当人们习惯于在方寸之间享
受“悦读”，那纸质阅读，还有我们神圣的文学阅读，将何以
安顿，它是否会成为好景不再的明日黄花？

于是，出现了“杞国无事忧天倾”式的恐慌，我就是曾经
的一个。我也知道，国人并非不阅读，很多年轻人几乎是每
10分钟就刷一次微博或微信，也有很多年轻读者，密切跟踪
诸如玄幻小说、盗墓笔记、青春言情、穿越剧等作品，兴致勃
勃，也就是说，如今“低头一族”是越来越多了，获取的信息
量越来越大了，只是“沉思者”似乎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

“中国阅读”的数量并没有减少，甚至在增加，若“把电子阅
读、手机阅读、网络阅读算进来的话，现在读书人的总量并
不比上世纪 80年代少”，只是阅读状态和内容有别。当下的

“中国阅读”更多是跳跃化的，碎片化的，缩略化的阅读，实
用阅读在取代审美阅读，消遣阅读在压倒心灵阅读，人们追
求更多的是短暂的视觉快感和心理愉悦。

这当然值得忧虑，但忧虑是没有用的；事物该怎么发展还
怎么发展，“螳臂”阻挡不住历史潮流。读书问题也一样。冷
静下来想，电子阅读并非没有好处。首先，对阅读的概念应该
有所改变，不是抱着一本书看才叫阅读，手机阅读、网络阅读
也应该是阅读的一部分，且汲取方法简便，迅速，知识含量巨
大，并非正襟危坐“读红楼”、“品三国”才叫阅读。第二，可能
是大家不愿说的，就是当下的纸质媒体的文章质量不令人满
意。纸媒的文章，因为历来有一套严格的评审程序，大致说
来，显得规范、严谨，想象力不足，温吞水；而个人空间、网络文
学，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上的文章，发表渠道便捷，就显得活
泼、生动、接地气多了，当然也难免芜杂。读者可以在第一时
间与作者互动，甚至会直接影响下一步的写作，成为“再创作
者”，客体转变成了主体。比如一些走红的网络小说《第一次
亲密接触》、《裸婚时代》、《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宦海沉
浮》等等，其中读者的力量不可小觑。这些作品几乎都为影视
编剧所青睐。据查，《宦海沉浮》的点击量高达 600多万人次，
该小说写至 440万字犹未止；起点中文网的日浏览量竟然达
2.2 亿人次。有很多读者都是端着手机抱着电脑跟踪阅读
的。这种大量的屏幕阅读很考验人身体的耐受力，可读者偏
就愿意——痛并快乐着！网络文学、网络阅读正以其自身的
优势冲击着纸媒的生存。

所以，我们应积极地看待新媒体时代阅读方式的改变。
因为从知识获得途径和比例来看，个体知识的获得，有 70%来
自于视觉，也就是说，“看”是人类获得知识最主要的途径。对
此我是乐观的，我认为，有着几千年发展历史的图书，依然将
居于阅读的高端地位，人类知识和文明成果，在当下主要还是
由纸质图书承传的。读图和读文都很重要，二者的融合将会
是今后长时期的一个大趋势。

但我们需要呼唤真正有价值的阅读。这是一种挑战。
问题不在于使用哪一种形式，而是触及怎样的内容。少了青
灯黄卷和书香墨痕的阅读形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新兴的
电子阅读会不会在不经意间演化成“浅阅读”、“泛阅读”，“飘
阅读”。难怪丹尼尔·贝尔喟叹：“当代文学正在蜕变为视觉
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如果流于了解故事，其阅读完全可
以是快速的，概览式的，倘要去钻研、品咂一部真正的文学，
那必然是一种细嚼慢咽，而不是狼吞虎咽。的确，凡读书者，
都会有这样的读书经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阅读生活
中，一直存在着既有轻松易读的“兴趣书”，又有艰深繁难的

“严肃书”；内容艰深繁难的书读起来不仅需要我们的审美判
断力，对我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平，也是一种考验。尤其是在
当下阅读文化中，人文阅读、经典阅读和严肃读物阅读日益
萎缩，而“轻阅读”“飘阅读”“浅阅读”成为流行、时尚的阅
读。读内容艰深沉重的书，读“费劲”的书、读“难书”，读“慢
书”，便越发显得可贵了。应该警惕的是，当我们过多依赖搜
索引擎，也就在纵容大脑思考的惰性；当我们能很方便地从
网络得到问题答案，也就不自觉地弱化了查找、探索知识的
能力。来得容易忘得快！这才是真正可怕的。所以，在今天
这个随处可以阅读的时代，我们要努力探索：既善于运用电
子阅读，同时能达到以往纸质阅读时的良好效果。也就是
说，把读屏的便捷与读书的深度融合起来。

我非常认同这样的判断：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就是
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社会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
就得看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什么书，怎么看书。有效的阅读
不仅仅影响到个人，还影响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所以政府
提倡“书香社会”。有人感叹：“当今社会识字的人多了，读书
的人却少了。”事实上，阅读这一社会问题虽然不像环境、住
房、教育等问题那么急迫，但它是一个影响长远的问题，将影
响到社会、民族的文化走向和精神结构。

千年以来阅读书籍的习惯正在被颠覆，文学与阅读正
在出现新关系。网络改变乃至侵蚀阅读是一个全球化的现
象，并非中国独有。而真正的文学阅读应该是一段段无可
替代的完整的生命体验。有长度有宽度的文学阅读虽面临
读图时代的挤压，甚至面临大众文化的重新选择，但其本身
的经典性不会因此受到根本性威胁。就说小说吧，如果看
过《百年孤独》《洪堡的礼物》《我的名字叫红》《信仰的国度》

《铁皮鼓》《逃离》《暗店街》，看过《白鹿原》《丰乳肥臀》《平凡
的世界》《活着》等作品的读者，他们仍然会相信，这个时代
优秀作品的意义远胜于浏览大量碎片化、新闻性等“E时代”
话语。尽管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悦读”体验，一时代有一时
代的经典；但真正的杰出作品绝不是消费时代的信息碎片
和快餐文化可以架空的。我坚信。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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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海盈想家了。
他把对故乡的记忆当作心香点燃，袅袅，飘飘，如丝，如烟

……那就是他心底挥之不去的乡愁。
面对乡愁，他一吟再吟，终而有了《乡愁十九吟》。
一吟故乡现——
童年的村月、小河、打麦场，农家小院，石榴树，青石板，牛

羊，布谷鸟，远山，夕阳，一起捉迷藏的玩伴，还有春天的桃花，夏
日的桑葚，秋天的庄稼，冬天的雪仗，还有永远飘着的炊烟……
那永远失去了的、却怎么也忘不掉的一切，在他的吟诵中，——
复活，——呈现。它们在说：这就是故乡！

再吟意缱绻——
诗人海盈不追求语言的冲击力，他只是用平静、舒缓的调

子，就像草原长调，娓娓诉说童年的家园，记忆中的故乡。可是，
我们知道，他说的那一切，就像走失的亲人那样，正一步一步消
失在时光深处。这时候，我们感受到他歌吟的力量——那记忆
中的场景与细节，正发出一声声温馨却动人心弦的追问：故乡安
在？

三吟乡愁添——
就像时间到哪里去了一样，童年的故乡到哪里去了，它还会

回来吗？诗人海盈用他的吟唱，唤醒我们的思考。他没有说要记
住乡愁，没有谈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没有涉及生存本质的话题，但
他的诗歌让我们想到了这一切。我突然发现，遇到高手了——他
用诗点燃乡愁，用乡愁的火光照亮我们心灵的天空！

诗人海盈，一声，一声，低吟着，他的歌吟，让人想家。
诗人海盈，举着思乡的火炬，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回家，回

家……④6

记忆中的故乡，总是那么美好；回想
中的童年，总是那么悠长。即使岁月的河
流把我们带到天涯海角，温润梦境的依然
是故乡袅袅炊烟和油菜花的芬芳……

栏边品诗

柳树最是世上的一种“惊心”之树。
北中原的时间都是通过柳枝流过来的。

时间在上面悄然传递，似乎不经意之中，忽然
就会看到时间发芽，春天这么快就到来了？

一个老油条旅行家告诉我，到一个地方
能否坚持“三小”，是衡量一位优秀旅行家的
严格标准。

我急忙问哪“三小”？
回答是“尝当地的小吃儿，听当地的小曲

儿，看当地的小妮儿”。好在我保持有“第一
小”。我吃过许多地方的小吃儿，关于吃柳
絮，却似乎只有我们中原乡村有这一习惯。

初春，柳絮在还未开花以前把它采摘下
来，这个专业名词叫“捋”。再择去里面干
叶、干枝，把柳絮在开水里稍微煮，母亲叫

“炸柳絮”，就是焯。捞出来在凉水里浸泡一
夜。去苦。第二天就可食用。柳絮以凉调
凉拌最好，吃时必须多加蒜泥，醋，香油，芥
末汁。

柳絮味道能否地道，关键在于掌握好浸泡
时间，泡的轻则味苦，泡过了则失去柳絮独到的
味道。

每到初春来临，我母亲就会带着一群小
孩子，挎着篮子，扛着竹竿，上面绑着一个小
铁钩子，到野外河边捋柳絮。傍晚回来，一个
个都是一手的柳绿颜色。

柳絮一时吃不完，母亲会把那些多余的
晒干，预备冬天包菜馍。有一年春节时，突然
端出一盘，竟是一道好凉菜。

采摘柳絮也需要一点乡土知识。母亲说
过：只有棉柳絮能吃，那种花柳絮就不能吃，
会得一种大脖子病。

有一年，炸了一大盆柳絮，一时吃不完，母亲
想想，就找出十来个空罐头瓶子，装满柳絮，在锅
里排满开始蒸，蒸掉瓶子里面的水分，就成了自
家私造的柳絮罐头。断断续续吃了一个冬天。

宋人有一句词“落絮无声春堕泪”，是注
释柳絮和眼泪的通感。

母亲去世不在后，家里就再无人有闲心
去把柳絮整理得井井有条。我客居异乡，在
林立的钢铁楼丛，每次看到春天的柳树，它在
骤然吐绿，我就会骤然惊心。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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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拌柳絮

去年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我有幸
参加了中牟县文联和郑州市《百花园》
杂志社主办的雁鸣湖金秋笔会。接到
杨晓敏老师的邀请后，又时逢周末，我
便一口答应下来，不料临行前又有公
务，我临时又动了犹豫，想和杨老师告
假不去了。谁知就在我踌躇不定的时
候，我却接连接到一个女士的电话，她
自我介绍叫王银玲，是中牟县文联主
席，一再问我何时能到，以便安排人接
我。这下子真的是盛情难却了，于是我
在周末一大早就匆匆地赶了过去。

一天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张，我和一
帮作家朋友先后参观了雁鸣湖风景区，
包括里面的国家农业公园、静泊山庄
等。午后，我们又乘兴参观了郑州方特
文化产业园和绿博园。这一天天气特别
好，艳阳高照，蓝天白云，秋风送爽，就连
早已不多见的苍蝇也来凑热闹，飞进我
们的车里，赶也赶不走，却并不让人觉得
讨厌，许是我们的心情太好了的原因吧。

或许是职业的习惯，我的所见又
引起了我的所思，不过没有太多风花
雪月、诗情画意的东西。如果借此写
作一篇风景游记，恐怕有负此次笔会
的初衷了。而其他的一些想法却让我
有了写作的欲望。

中牟县位于郑州和开封之间，很
容易被人忽略。即便是郑开大道通行
之后，来来往往的人们也很少把中牟
这个近在咫尺的地方作为目的地。我
当然也一样，在过去的时间里是不太
注意中牟这个地方的。不过，在中牟
的地面上走过一遭后，我对自己的无

知和愚钝感到羞愧！中牟，这个处在
郑汴双城之间的秀美之地，这些年来
抓住郑汴融城的机遇，大力发展文化
旅游产业，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真
的让人不可小觑了。这里，既有依托
自然资源建起的风景园区，又有以科
技引领的现代娱乐业，可不就是一个
依托大城市，吸引大人小孩都来此游
玩观光的好地方吗？

我想到，一个地方和一个人一样，
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都有着与众不
同的秉性和天赋，也就决定了无论在
发展模式和路径上，都不尽相同。关
键是一个地方的领导层，能否坚持科
学发展观，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把这
个地方得天独厚的优势发挥出来。从
中牟县近年来的发展来看，他们在这
一点上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这是
我游中牟得出的感受和启发。而联想
到当前一些上级部门仍然不顾各个地
方的差异，按照一、二、三产业的比例，
城镇化率，或者产业结构等指标，制定
出一些统一的数字体系，对下级进行
一把尺子式的考核时，我就想这是否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否真
的对一个地方的发展有利。按照文学
创作的规律来讲，一个作家由于生活
经历、个人天赋、思想观点等不同，其
创作特点、风格以及作品内容也会各
不相同，那么拿来比喻一个地方的发
展，难道没有道理吗？

一路上，还有一个特别打动人的
因素，就是王银玲的笑声。她的笑声
真诚欢快，发自内心，而且响亮悦耳，

极具感染力。伴随着王银玲的笑声，
我了解到她和雁鸣湖的动人故事。雁
鸣湖的前身是上世纪 80 年代末年河
南省水利厅建设的一个方圆十多平方
公里的大型水利工程——沉沙池，后
来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便废弃
在那里。时间一长，那里水草丛生，
逐渐成为各类野生水鸟的天堂，极具
原始生态的魅力！1999 年 ,当时的县
委县政府领导为了发展旅游业决定
利用这里的交通区位、生态资源和人
文优势，建设一个集森林、湖面、湿地
于一体的生态型风景游览区。“雁鸣
湖”的命名就是当时的县委领导交给
有着浪漫情怀和诗情画意的王银玲的
一个工作任务。从此，雁鸣湖这个名
字便在中牟诞生了，而让人想不到的
是，当年的国庆黄金周，雁鸣湖就游人
如织，成了中牟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
点。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雁鸣湖自然
也就成为中牟县的一张名片和旅游业
发展的阵地前沿。伴随着雁鸣湖的开
发建设，一座新兴的，富有特色的旅游
城镇正在逐步壮大，越来越多地吸引
着世人的目光。

站在雁鸣湖边上，看着蓝天映照下
碧波荡漾的湖面，耳畔又响起王银玲
欢快的笑声，我突然记起了唐朝诗人
刘禹锡的那首《秋词》：“自古逢秋悲寂
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
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一时间，我觉王银玲的笑声落在
雁鸣湖上，那水，怎么突然就有了一种
别样的风情。④6

□

邹
建
军

我小时候用过的一个小枕头，始终牵动着我的情
感，让我想起从前在老家的生活，以及许多的人和事。
想得最多的，就是我敬爱的祖母！

祖母姓李，名金花，是一个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并且
有自己追求的一位旧时代的女性。祖母之美好的名声，
并不在于她生育六子二女，也不在于她的儿女多半成
才，让她在当地颇有名望。最主要的，在于她身上所具
有的优秀品格。

小枕头从何而来，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大概是
因为我从小身体不好，爱我的母亲有一天，让我自己砍
了一捆竹子，挑到造纸厂去卖一些钱后，从镇上买回来，
专门供我使用的。我小时候，因为身体很差，许多时候
让家里的人受累，而最疼我的就是祖母了。她做饭给我
们吃，她为我们洗衣服，她还用自己的零花钱给我们买
小儿书。那个时候我母亲忙着做工，父亲也很少在家，
因为他在乡政府工作，平时很忙，基本上是一个星期才
回来一次，并且不太过问我们的生存与生活，好像我们
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至于读书成才之类，那是以后的
事。所以许多时候祖母是兼了母亲与父亲的角色。

与祖母外出走亲访友，是我小时候的一门主要功
课，也是我们当地人主要的社交方式，这样的活动对于
我的成长，是有极大好处的。我们喜欢去的有好几个地
方：一个是盘家沟的四舅公与五舅公家，离我家大概三
十里左右，他们两家隔着一条小河，村子对着村子，但相
距不远，因此我们一次可以去两家；一个是玉林学校对
门的幺姑家里，此地离我家只有十里路左右，因为他家
的小孩子多，男孩子多，女孩子也不少，觉得大家在一起
好玩一些，所以是经常去；一个是油榨湾的姑婆家里，此
地离我家只有十五里左右，却需要翻过一个高山坡，再
下一个深谷，经过一个具有军事意义的古山堡营盘山，
过一条较大的河，再转过一个山嘴，也就到了；一个是白
果的大姑家，也许是离我家最远的一个地方了，大概有
三十五里地，一路上会看到许多钻井架，当时我们都觉
得很是神秘。祖母很讲礼节，走之前总是要做很细致的
安排，总是让我们带上一些白糖与黄糖，或者其他的一
些好吃的东西，一些水果，比较贵重的就是一卷土布，要
在比较重要的节日或者是关系特别密切的人过生或者
嫁女娶媳的时候，才会送这样的礼品。我们走亲访友一
般不给钱，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除了维持生活之
外，没有更多的钱拿来作为礼品送人。走亲访友活动一
般是当天就要回来，有时也会住上一夜。我总是喜欢在
别人家里过夜，因为这样可以与亲戚家的小孩子们有更
多交流与玩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祖母教会了我们如
何待人接物，如何与人打交道，从而让我们学会做一个
随时可以调整自己的人。

祖母在良好的生活习惯上，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她特别讲究礼节，凡是有客人来到我们居住的院子里，不
管是哪一家的亲属，或者就是一个并不认识的过路人，她
都要前去亲热地打招呼，问寒问暖。如果是夏天，她一时
会打一盆热水，送来一条毛巾，请你洗脸，一时又端来一
碗凉茶，让你解暑；如果是冬天，她除了端来热水让你洗
脸之外，还会把烘笼（一种地方上烤火取暖的物器）送与
你，让你别冻着生病了。可以说很多时候，她所考虑的都
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她也是一个很讲卫生的人。她对于
每天早上的洗漱是相当讲究的，从来没有因为条件简陋
而降低标准。因为我从小喜欢出汗，特别是在外面活动
后回来，睡觉时汗水不断地渗在枕头上，时间长了枕套就
会变色，所以每隔一段时间，祖母都会将枕套取下，洗干
净晒干。我对于她爱卫生的习惯记忆深刻，这一点一直
影响着我。直到今天，在我的家里，什么东西都是有序
的，收拾得非常整齐，同时也非常干净。

祖母是在 1982年因病去世的，那个时候我在成都四
川大学中文系读本科。大概过了二十多天以后，家里的
人才写信告诉我。得知消息，我眼泪长流。那一年夏天，
我一个人回到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到她的坟前。那时坟
上已经长满了很深的草，台前也有一些柏树与松树。我
在那里站了很久。二叔告诉我说，祖母去世的时候，最放
心不下的就是我，说我从小身体差，受了不少苦，现在又
一个人在外地读书，肯定也是很辛苦；她说她唯一希望的
就是我能好好读书。她提出，要把我小时候用过的一个
小枕头，放到她的棺材里，大人们同意并且在后来按照她
的遗愿办了。听到这些，我再次泪流不止。

祖母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三十年了，我还时时想起她
对我的爱，想起她的宽厚与仁慈。一个旧时代的女性，
没有读过什么书却能够知书达礼，没有上过什么学却一
直坚持让后代读书，一生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并为后代
子孙做出表率，一生坚持礼节且让当地人佩服不已。这
就是我的祖母！

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我的故乡，在祖母坟前献上一
炷高香，再次唱起古老的歌谣；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我
的故乡，将祖母坟头的杂草清理，将我新撰的对联高挂
在她的身边：一个小枕相伴秀姿静看青溪水，三卷大诗
衣锦还乡唱起大风歌！④6

□张鲜明

□

宋
志
军

笑声飘荡在雁鸣湖上
现场

小枕头与我的祖母
身影

一
村月朦胧玩迷藏，小河依稀捉红鱼。
田垄青碧菜花黄，心底炊烟总依依。

二
梨耧锄耙麦场活，假日习农三分拙。
云高地阔思远游，少小疏狂放浩歌。

三
石榴树下听神话，青石板上饮凉茶。
静夜油灯品书香，仲春庭前捉柳花。

四
醒来庭院伴书坐，一树榴花向日开。
风起喜鹊喳喳笑，知是亲朋外乡来。

五
山纳夕阳生轻云，牛羊唱晚鸟归林。
月下麦浪润如水，青芒离离光华新。

六
年年五月麦儿黄，晨昏抢收忙未央。
垅间热风背间汗，天上骄阳镰上光。

七
披星戴月五更天，布谷声里舞飞镰。
田间麦捆场上垛，乡亲相见说丰年。

八
苇席麦场夜纳凉，天幕静谧星茫茫。
银汉迢迢清如许，牛女默默两相望。

九
雷电交加起苍黄，雨后彩虹贯远方。

赤脚泥路觅童趣，偶见天牛喜欲狂。

十
七夕葡架听天语，夜半未闻生惆怅。
谁吹竹笛街巷里，曲曲入耳流韵长。

十一
夏日野地桑葚紫，春来庭院椿芽香。
瓜地草庵惹人爱，上学小路随梦长。

十二
朔风凛凛天苍苍，琼花片片野茫茫。
玩踏赏痕打雪仗，晨起屋檐冰柱长。

十三
春日陌上桃夭夭，初夏枝间青杏小。
河水清浅岸草绿，闲卧黄土梦逍遥。

十四
远山起伏剪天边，云霞煌煌冬阳暖。
落日镕金光世界，新月清影伴鸟眠。

十五
春日播种田垄间，夏天豆秧花灿漫。
秋季收获籽粒饱，冬藏孕育待来年。

十六
秋风起兮云飞扬，叶红水绿菊含霜。
远山历历水迢迢，天高地阔日月长。

十七
怀念农耕慢时光，厚土松软溢泥香。
鳞云在天炊烟直，荷锄牵牛踏夕阳。

十八
夏日捉蝉树枝头，雪天网雀村巷口。
旧影依稀往事远，点点滴滴皆乡愁。

十九
春到陌上燕轻飞，旧时炊烟仍依依。
归来不见庭前树，韶年已付东风去。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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