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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听书”之美

■ 韩小乔

用耳朵“阅读”，正在成为不少人新
的阅读方式。 艾媒数据中心发布的报
告显示，2018 年我国有声读物市场规
模为 46.3 亿元，2020 年将达到 82.1 亿
元。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2019 年三成
以上国民有“听书”习惯。

作为一种文化方式， 有声阅读始
终存在。 过去，老人文化程度不高，他
们所熟知的文史掌故，多半是听书、看
戏记住的， 并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传
承延续。 作家莫言说，我之所以能持续
不断地写作，并且始终充满自信，也是
依赖着用耳朵阅读得来的丰富资源 。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
的有声阅读逐渐从早期的有声报纸 、
“听书”网站、播客平台、网络电台等形
式，转向移动“听书”时代。 近年来，一
些高校学者试水 “先开课 ，再出书 ”的
知识生产模式，与听众保持亲密接触，
根据反馈对书稿进行调整， 在互动中
产生知识内容。

面对 “听书 ”热潮 ，观点不一 ，比
如，认为“听书”过于简单，难登大雅之
堂；“听书” 中的文学世界很大程度上
无法传达纸质文本的深度， 会消解文
学的艺术性；“听书”是被动阅读，让人
疏于思考， 不利于知识的深度解读和
延伸；“听书”是娱乐休闲方式，不能与
纸质阅读相提并论。 这些讨论具有一
定的价值和道理， 但从更大的视角来
看，语言是传播的工具和方式，关键在
于传达意义的本质性作用。 因此，不妨
以客观辩证且包容开放的心态去发现

“听书”之美、探索“听书”的前景，不断
深化对阅读的新认识。

“听书 ”促进知识的传播和接受 。
视觉阅读有一定的阅读门槛， 但用耳
朵“阅读”摆脱了抽象符号的束缚 ，打
破了语言文字对知识的垄断。一方面，
一些书面语言经过二次加工， 被转换
成更加通俗易懂的口头语言， 去除了
晦涩难懂的语言表达， 便于普通公众
接受。另一方面，“听书”这种便捷的传
播方式， 深入浅出地提炼出思想精华
并传递给读者， 无形中扩大了复杂领

域知识读物的传播面， 让人们得以接
收到更高层次、更有深度的思想。借由
手机、电脑等媒介，转瞬即逝的声音符
号以电子信号的形式被完整存储 ，更
超越了时空局限， 提升了知识的精准
性和清晰度。

“听书 ”提升阅读的美感和意境 。
在纸质书的阅读中， 人们大多采用的
是逐字逐句的理性阅读方式， 这与纸
质媒介的可视性有关。 而有声阅读颠
覆了视觉审美的平面感与厚重感 ，立
体而空灵，自由而浪漫，让读者更加愉
悦轻松。听书，以适当的节奏和优美的
声音，重新还原了语言本身的语境，在
广阔的思想海洋中， 读者收获了将听
觉文本视觉化的阅读体验， 更便于感
受语言符号的魅力。 语言文本所独有
的抑扬顿挫特点， 打破了纸质书的连
续性，给读者以充分的想像空间，不知
不觉中完成了对读者审美思维的重构

实践，引发着文学的嬗变。
“听书 ”拓展阅读活动的领域和

界限 。 在传统阅读范畴中 ，纸质书的
视觉呈现方式和文本厚重度对其阅

读场所造成了限制。 而数字技术的发
展 ，让文字符号变为声音信息 ，大大
提升了文本的移动便携性 ，将阅读场
所由私人空间拓展到公共场所。 无论
在拥挤的公交车 、地铁站 ，还是嘈杂
的广场 、街道 ，人们都可以借助听书
媒介进行阅读 ，享受着将家庭活动带
出门的独特生活体验。

科技与创新正不断拓展传统阅

读的外延 ，为人们提供更多获取知识
文化的可能性 。 用耳朵代替眼睛 ，最
大化利用生活的碎片化时间 ，最大程
度地开拓阅读新视野 。 无论是 “听
书 ”，还是看书 ，都是阅读的方式 ，两
者相互补充 ，共同促进 ，共筑精彩纷
呈的文学世界 ，将我们的生活 、思想
维度进一步延伸开去。

年近花甲的缝纫机

■ 谭晓虎

前几日，参观了一个私人创建的红
色纪念馆。 除了传承红色记忆的物品
外，还在馆主的院子里看到许多未及整
理的老物件，看到了与我家一模一样的
前进牌缝纫机。

我家那台缝纫机是父亲二十多岁
时去东北出差扛回来的“战利品”，比我
们兄妹几个都要年长。 计划经济年代，
大大小小的耐用消费品， 尤其是缝纫
机、自行车、收音机等，都要凭票供应，
常常一票难求。上世纪 60 年代初，父亲
去东北出差，在大连可巧碰到当地生产
的前进牌缝纫机放开供应， 机会难得，
他果断出手。父亲的那趟差事不仅仅是
大连一地， 他凭着年轻和一把子力气，
硬是扛着木头包装，从大连一路扛到了
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最后又扛回
了老家宿县。

我掂量过那台缝纫机， 齁重齁重
的，扛着它别说东奔西走，就是迈一步
都觉得难。 但在以前条件艰苦的年代，
人好像特别能吃苦，我们今天看来很困
难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常常不算个事
儿。 前些年我在濉溪农村蹲点时，听当
地老人说，刚解放那会儿，他们挑着担
子去宿县城里卖菜、卖瓜果，走时是前
半夜，回到家已是后半夜，那可是一百
多里地啊……

与常见的“蝴蝶”牌等上海出产的
缝纫机“细脖子、大屁股”的流线造型不
同， 父亲扛回来的这台机器方方正正，
脖子屁股一般粗。 虽然方头方脑，但外
表并不让人觉得笨拙，倒是有着些许东
北产品在国人头脑中留下的 “傻大黑
粗”形象。

光有缝纫机头还不成。回到家后，
父亲不知从哪又捣鼓来一个机架 ，自
己用防锈漆、咖啡色油漆粉刷一新，又
用单位购买机器后拆下的木头包装板
做了一张台板， 刷上油漆后竟然跟机
器加工出的成品一样平整， 坚固又耐
用。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动手能
力很强，他自己组装的收音机，一直用
到我小学毕业还能听， 家中的小饭桌

和一个小柜子也是出自他手。甚至，他
还与几个老伙计合作摆弄出 2 个沙
发，利用废钢丝做出一张钢管床，一直
用了很多年。

母亲针线活儿好，会裁衣服、做衣
服。自打有了这台缝纫机，更是有了好
帮手， 我们兄妹四个小时候的衣服几
乎都是她一手包办。一般的样式，母亲
照着样子就能裁出来， 踩着缝纫机天
把天就能“砸”（皖北方言，意为用机器
缝制）出来。前几年大姐二姐帮她整理
房间， 还找出了她年轻时用报纸裁出
的衣服样子。 那时母亲与父亲分居两
地，白天劳作，晚上给孩子们洗漱完打
发上床后，她就在外屋踩着机器“密密
缝”到后半夜，哪怕是一块零碎布头也
不会浪费， 都被她凑到一起拼做成花
枕头套。直到今天，她还攒着许多碎布
头， 孙儿们帮她打扫房间时会扔掉一
些，每次都被她骂得不轻。我打心底里
理解她， 那是时代在她们内心烙下的
深刻印记，你不经历岁月艰难，怎知一
分钱难倒英雄汉、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的心酸？

靠着这台缝纫机，母亲不仅解决了
自家人的穿衣问题，一有空儿还帮着四
邻做衣裳，又合身又实惠，一来二去，好
多邻居都把布料拿来托母亲加工。在生
活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母亲甚至靠着裁
缝技艺和这台机器贴补家用，缓解了家
中生活的窘迫。 印象中，家中有一个她
裁衣服用的大木头案子，一把比成年人
的手还长的剪刀，甚至后来还添置了一
台锁边机。

经历近 60 年的岁月洗礼 ， 那台
缝纫机依然通体乌黑锃亮 。 每天 ，它
一言不发 ， 静卧在客厅的窗棂下 ，注
视着父亲母亲每日进进出出 ，陪着他
们度过一天天的平淡时光。 它一路陪
着父母从年轻走到垂暮 ，也伴着我们
从蹒跚学步 、 牙牙学语到人至中年 ，
历经数十载蹉跎岁月 ，见证了我们的
喜怒哀乐 。 就如同父辈们 ，虽一生大
多物质贫乏 、岁月坎坷 ，却并不畏惧 ，
坦然面对 ，不戚戚于贫贱 ，不汲汲于
富贵。

枯冬

■ 束敏

一溜树叶儿，成片成片地黄，黄到没一
点儿绿时，开始成片成片地掉。掉到一片儿
黄不见，剩下那些七枝八桠，像掀开伪装的
刀枪剑戟，所有的锋利朝向压下来的凛冽。

一塘苇草儿，顶着一头白发，像一群失
忆的老人，茫然地站在一片清浅之侧。枯瘦
的苇秆， 摇摇晃晃， 好心的风儿过来搀一
把，谁知越搀越像喝醉了酒似的东倒西歪。

一颗颗圆润的露珠， 本来想给那些灰
白的衰草戴上一串串项链， 结果一夜之间
冻成一地霜花。

秋天的大门还没来得及掩合， 冬天的
一只脚便跨进了门槛。刚刚收割完的稻田，
像一阵激烈拼杀后的战场，硝烟褪尽，人去
田空。沉寂的田野到处溃败成一片狼藉，只
有坚挺的稻茬昂扬着不屈的身姿。 三三两
两的麻雀，一改过去的叽叽喳喳，自顾自一
步一跳着捡拾遗落的稻子。 偶尔也能看到
鹁鸪、山鸡和灰喜鹊，好像有什么心事。站，
不那么泰然；飞，不那么安然；叫，不那么欢
然。春的喜气，夏的霸气，秋的荡气，全部淹
没在这令人丧气的一片颓败之中。

萧瑟的季节， 虽然处处充满着令人沮
丧的冷寂，但怎么也听不到一声叹息。卸去
铠甲的枝桠，更像一个勇武的战士，对抗着
寒风、冷雨、暴雪的袭扰，横扫苍穹的目光
不仅没有颓废之气，反而不乏自负之芒。萎
覆的苇草哪怕只剩下一点点残骸， 也要垂
向根的方向，要不了多久，一株水灵灵的葱
绿将从那儿脱颖而出。无处不再的枯草，紧
紧搂着自己的根，即便给不了御寒之衣，也
要把自己仅剩的那一点化为根的一部分。

草木无情， 草木有情。 无情是它的状
态，有情才是它的姿态。

放眼过去， 各种各样的枯朽一个挨着
一个排着队，站在初冬的门槛，前面的进去
了，后面的又跟上来。 各种各样的坚韧、善
良、博爱、美好，也在一个接着一个排着队
儿，前面的进去了，后面的又跟上来。 离开
的还会再来，失去的还会复得，死去的也仍
会重生。

鸟儿收拢了翅膀，并没有关闭自己的
天空 ；流水收起了风帆 ，并没有放弃远方
的江湖。 说不定，某截快朽的枝桠、某处快
烂的腐草，其中也有一些新的生命在暗自
生长。

冬天，不只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空蒙、颓
废和灰冷。那山窝里的一块洼地，那塘脚下
的一块田畈， 说不定就有一地油菜或小麦
正没心没肺地摇曳着一片翠绿， 那轰轰烈
烈的样子和生气勃勃的气势， 委实让人爱
怜和兴奋。还有那菜园，似乎它的世界压根
儿就没有冬天。 青菜、大蒜、芫荽、菠菜、莴
笋，个个青枝绿叶，欣欣向荣。

树叶尽去，撩开帷幕的村子，从后台走
向前台，阳光从光秃秃的树枝间“哗啦”一
声涌进来，潮水一样漫过村巷。一柱柱炊烟
漫向云端，像热情高涨的山村挥舞的手臂。

枯 ，于冬而言 ，是萎谢 ，是蓄积 ，是过
渡。 这样说来，枯冬是不是一种沉潜，是不
是另一形式的切近和转换？ 如果是，站在
冬的村口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结束 ，还有
开始。

枯而不死，才能冬去春来。

乡村的炊烟

■ 凌泽泉

乡村里醒得最早的当是炊烟。 天
色微明，栖息在枝头的鸟儿还在酣睡，
不知谁家的屋顶上空已升腾起一缕缕
灰色的炊烟，细细的、柔柔的，像刚睁
开惺忪之眼的小孩， 一时间还没辨清
方向，盲目地向四野张望，尔后挪开脚
步， 晃晃悠悠地绕过叶尖上挑着的露
珠，孤单地向远处的天空飘去。

村庄从酣梦中醒来， 陆续拉开了
门闩，将新一天的光亮照进屋内，鸡鸭
鹅们率先冲出， 门前场地一下子热闹
非凡。清醒过来的村庄养足了精气神，
欢快地披上光芒万丈的霞光， 聆听着
禾苗抽枝拔节的声响。此刻，家家屋顶
上升起的炊烟，手挽手肩并肩，在村庄
的上空盘旋，温暖着每一方屋顶，然后
恋恋不舍地迈开脚步， 把属于村庄的
气息播撒到遥远的天宇。

站在对面的山梁， 细心地看着家
家屋顶上的炊烟， 就能明白其中的韵
味。谁家灶洞前坐着的姑娘，添进了捋
得整整齐齐的稻秸， 那乳白的炊烟轻
盈盈的，目光明亮地向天空飘去；谁家
灶洞前坐着的新媳妇， 塞进一把把干
整的豆荚，那烟灰色的炊烟步履匆匆，
兴冲冲地向着空中赶去； 谁家灶洞前
坐着的农妇扔进了一把把粗糠， 一阵
白一阵黑的炊烟手忙脚乱， 一撒手就
到处乱窜；谁家灶洞前坐着的老奶奶，
塞进一片片湿了身子的柴片， 浓黑的
炊烟喘着粗气，带着阵阵咳嗽，在天空

中艰难地迈着步。
炊烟是村庄的旗帜， 一日三餐里

都染着浓浓的烟火味。
日上中天， 不知谁家的烟囱耐不

住性子，哈出了第一口热气。 接着，家
家户户的屋顶上， 一柱柱炊烟像披挂
在蓝天下的一幅淡墨长卷， 在天地间
摆出色香味齐全的农家筵宴。 不知哪
位汉子率先嗅到了饭头上咸鹅的喷
香，赶忙放下农具，向着炊烟升起的村
庄迈开了归去的脚步。这一动不打紧，
邻田便埂的乡亲们纷纷抬起头， 当他
们的目光与自家屋顶上的炊烟相遇，
身子里的那份干劲瞬间坍塌， 于是纷
纷丢下农活， 忙着去亲近屋顶上升起
的那一缕缕炊烟。 离家的脚步越来越
近， 锅盖摁不住的饭菜香味儿早已从
窗户、从门洞里钻出，与门前的那条小
花狗一道， 兴高采烈地去迎接归来的
农人。

日落西山， 一缕炊烟不知打谁家
的屋顶慢悠悠地升起，鸟儿扇着翅膀，
叽叽喳喳地徘徊在枝头， 仿佛在对即
将逝去的白昼作深情的回望； 鸡呀鸭
呀迈着方步， 被逐渐变浓的夜色追赶
着，向门洞里走去。放学的孩子伏在门
洞前的宽板凳上， 一笔一画地写着作
业。家家户户屋顶上的炊烟，像是也在
留恋着白昼，低低地在房前屋后萦绕。

夜色终于按捺不住， 张开了黑洞
洞的大口， 似要将村庄连同炊烟一同
吞没。 对于那些盘桓在村庄上空的炊
烟，是束手被擒还是躲到别处去了，人

们一概不知， 只知那一弯冷月站到梢
头的时候，炊烟早已不见踪影，只有那
一只只的烟囱挺立在清凉的月色中，
仍在为村庄的一日三餐站岗。

雨天， 被淋湿了的炊烟似乎能整
出水，可只要灶洞里有火苗蹿动，它们
就从来不会停下脚步。 如若春雨漫鼻
漫眼地袭来，压得炊烟喘不过气，炊烟
就会从细雨的罅隙里突围出来， 向天
空冲去； 如若夏雨噼噼啪啪地抽打着
炊烟的目光，炊烟就会迎着雷电，向高
远的天空杀去； 如若霏霏秋雨拉扯着
炊烟的胳膊，绊住炊烟的手脚，它就会
挥袖拭去满脸的泪水，拨开雨雾，向天
空跑去。

最是那瑞雪纷飘， 阵阵寒风吹弯
了炊烟的身腰， 一片片雪花朦胧了炊
烟的眼睛，炊烟像一只只欢快的鸟儿，
在天地之间亲切地丈量着烟火人间的
喜怒哀乐。

乡间的炊烟各有性格， 宠辱不惊
的人家，升起的炊烟也四平八稳，不疾
不徐；风风火火的人家，升起来的炊烟
跑起来带风， 心里揣着火烧眉毛般的
急；喜气洋洋的人家，升起来的炊烟也
蹦蹦跳跳，甚至于有火星迸出；愁眉苦
脸的人家， 升起来的炊烟犹如一团团
黑炭，透不过一丝光亮。

炊烟是生活继续的信号，细闻去，
那其中还有着生活的原味儿， 裹着人
世间的酸甜和苦辣。 尽可以借助升起
的袅袅炊烟，向天空默默倾诉，也唯有
天空最能理解和包容。

山村的米面
■ 刘萍

莲花村深藏在无为县西南昆山镇的
大山里，村里的房屋依山依竹林而建，参
差错落，像层叠的小小楼阁。山路盘旋婉
转， 仿佛一缕没有路径的青烟在林间穿
梭， 你以为就要这样无休无止地走下去
了， 只一转角， 或是你被一只山雀晃了
神，就发现已经进村了。

山泉淙淙，从竹林里淌下来，绕过村
庄，在村前汇集成碧波荡漾的新华水库，
这使一个典型的小山村拥有着水灵灵的
名字，叫“莲花”，恍若有禅意。

因为山和水， 莲花村矜持地和世界
保持着一段距离，也保持着她的自在、安
闲与充实。

一个阳光和暖的冬日， 我们来到莲
花村。 在闲聊中， 村支书程向东告诉我
们，他的妻子今天在帮人家做米面，这引
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

北方是面，南方是粉，西南是粉条，
而叫 “米面 ”的 ，产地主要在无为 ，而且
是在无为的西南乡镇。 过去，米面是山
里人家逢年过节才会享用的美味，如果
谁家的女儿要生孩子了，做母亲的也会
早早做好米面，在女儿坐月子时用鸡汤
煮米面给她补补身子。 现在米面虽然早
已成为一种日常食品 ， 但因为工艺繁
杂，山里人也只在过年前才会起势子做
一做。 米面所代表的传统和习俗在无为
人脑海中根深蒂固， 它把年变成了年，
把家变成了家。

正在做米面的人家在村子的最后

面，居高临下，屋前的菜园好像种在前面
人家的房顶上。 每日进山种菜、伐竹，下
山也捎一捆柴一篮菜， 村民早已都练出
了一副好腿脚。 一只山羊站在一堵土墙
上悠闲地四处张望，它是这儿的主人，我
们才是不速之客。

进门就见一个中年女子正在堂屋里
切米面，这就是程向东的妻子，皮肤虽因
岁月和山间劳作变得黧黑， 但五官却很
清秀。她拿起一张面皮熟练地折成几叠，
然后放在案板上“嚓嚓”地切起来。 我夸
她切得好，她羞涩地笑着说，村里的女人
经常在一起赛赛切米面， 看谁切得快、
细、 匀。 这样的比赛可能根本就没有输
赢，却把劳动变成了乐趣，乡村静谧生活
的丰富和美感由此氤氲出来。

厨房里水汽也在氤氲， 大木桶盛着
粘稠的米浆， 那是用山泉水将上好的粳
米和糯米泡上一天一夜， 用石磨一圈一
圈碾磨而成。一勺米搭一勺山泉，为莲花
村的米面注入了一种特别的清甜可口。

一个扎着朝天辫的女子用勺子把米
浆和了和，舀到长方形的铁盘里，那是模
子。 轻轻晃动，让米桨在盘中均匀摊开。
再放进沸水翻腾的大铁锅， 不一会儿米
浆就凝成了面皮。 然后， 再放入另一个
铺好米浆的铁盘， 将蒸好的面皮揭下来
放在竹竿上先凉着， 两个盘子就这样交
替使用。 这一晃一揭很有技巧， 弄不好
面皮就厚薄不均，也容易破碎，但这个大
师傅模样的女子，动作麻利，从容淡定，
宛若庄子笔下解牛的庖丁。 灶旁是一大
堆劈好的木柴，另一个女子坐在灶口，安

静地烧着火， 脸被灶火映得满面红光，
神采奕奕。

做米面的几个环节需要有人衔接。
一个女子在屋里屋外进进出出地忙活
着，她把厨房里变凉的面皮拿到堂屋，抹
上干面粉后一张张地摞在桌上， 等程向
东的妻子切好， 再拿到屋外的竹竿上晾
晒。她的手很粗糙，头发却打理得清爽俏
丽。 生活在莲花村，她们守着传统，但并
不闭塞。

面条早已是进入各家各户， 而走出
无为，我们则很难和米面再相遇。看完了
这套流程，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米面没有
像面条一样普及。 传统米面的制作还停
留在农业文明阶段， 如果不是在这样一
个邻里相亲的地方， 女人们还能这样相
互帮忙轮流到每一家做米面吗？ 直到最
后，我都没看出谁是这家的女主人。一个
村子就是一个大家，这些性情温婉、干活
利索的女子就是莲花村最温暖的港湾。

我们看得津津有味时，程向东招呼：
“赶快卷几张给客人尝尝！ ”平时我们见
到的都是干米面， 还不知道刚蒸出的米
面也可以吃。 在锅前忙活的女子将面皮
一划为二， 取出一片， 再裹上切碎的酸
菜、竹笋和肉丝等交到我们手上。一口咬
下去，很像广州的肠粉，但肠粉哪有这米
面的柔韧爽滑、细嫩鲜美。这种吃法是山
里人待客的礼数， 做米面时来客人或邻
里小孩过来玩了， 就裹上一卷， 是表心
意，也展示一下手艺。我想起小时在乡下
外婆家，过年前哪家炸油货了，孩子都要
跑去看新奇， 主人总会塞给他们一块油

豆腐或炸锅巴。鸡犬相闻的村里，吃好东
西从不会关起门来。

米面做起来不容易， 做好后当然不
会轻易售卖。 有一次， 我和几个朋友去
山里玩时， 看到坡上一个秀美的女子正
在晾晒米面，那洁白如雪的一竿竿，让荒
凉的山野间顿时明媚而生动起来。 我们
看得眼馋， 想当然地认为上门买东西是
给人家提供方便。 谁知那女子很干脆地
说， 这米面是做给在外打工的丈夫和读
书的孩子回来吃的， 不卖。 她拒绝得越
坚决， 我们想买的愿望越强烈。 同行的
一位男士慷慨地说，随便多少钱一斤，我
们都买。 最后， 这女子拗不过我们七嘴
八舌的劝说、央求，只好同意了，一边动
手收拾米面， 一边却又忍不住嘴里嘟囔
着“是真不想卖”。当然，最后售卖的价格
也是合理的， 不昧良心是山里人做人的
底线。

现在想来， 我们走后她可能会懊悔
很久，她在邀同伴到家里做米面时，一定
会甜蜜地想着丈夫、 孩子回家吃鸡汤米
面的情景。她要端给亲人的深情和思念，
却被我们端走了。

晚稻收了， 山芋收了， 秋天也就收
了，冬天被冷风一层层在山野铺开来，这
就是做米面的季节了。 这时你来到莲花
村，那一片片搭在竹竿上、晾在竹席上的
米面，会带着山里女子的手温，带着她们
美丽的心思，和阳光一起静静地等待你。
一碗鸡汤米面， 等待着在冬日温暖你的
胃， 也等待你与传统乡村生活做一次深
情的拥抱。

古城雪霁 李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