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过重湾塘

■ 石泽丰

重湾塘里的水已经干了，塘埂下的
田沟没有一点水流的鲜活气，回望整个
梯田， 在这个快到抢收抢种的季节，我
看不到当年那些此起彼伏的稻浪。塘里
的水草，在太阳的照射下，而今也倒伏
在水退之后的泥土上。这就是我相隔二
十年后看到的重湾塘， 我从塘埂上走
过，步履怎么也轻松不起来。 我的故乡
变了。 时间发生了变化，故乡的土质也
在发生着变化？

重湾塘坐落在村庄的东北角，离村
子大约只有一百来米。 在它的下面，是
一截一截的梯田， 田间禾苗灌溉的用
水，依着的就是这个重湾塘。每到下雨，
重湾塘凭着地理上的优势，总能纳住上
面流下的水，蓄成满满的一塘，滋润着
塘埂下那些缺水的禾苗。重湾塘从什么
时候开始存在的，我不知道，也没有听
谁说过，但我最初见到重湾塘并在大脑
里形成固定记忆的时候，塘里的淤泥就

很肥沃，长出了很肥厚的水草，偶尔还
能看到野生的鱼儿蹦跳。我清楚地记得
在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在塘埂的一处发
现一个鳖窝， 里面还有三四个小鳖，当
时它们还不会游动。我细心地把它们带
回家中，用一个小玻璃瓶养着，可是没
过多久，它们死了，现在想来真是罪过。
我不该让它们离开重湾塘，离开它清澈
的水，离开水中荡漾的水草。

重湾塘的面积有近四十亩，最深的
地方与塘埂的水平面相差三米多。为了
使这口塘有充足的水源，在土地分包给
各家各户之后，村子里的人齐心协力兴
修过水利，他们开挖出一条渠道，一直
挖到几十公里外的水库边。无论天气多
么干旱，只要引入水库中的水，重湾塘
下的稻田怎么也不会干裂。 那年月，沉
甸甸的收成压弯过乡亲们肩头上的扁
担，晒干的稻草堆在塘埂上，像一个个
游牧的蒙古包。重湾塘就这样在寒来暑
往中坚守着自己的使命， 维护着农田，
与父老乡亲们和谐相处。

重湾塘里的水滋润着秧苗，水从塘埂
两端的涵洞里放出来，静静地淌着，淌出了
一种悠闲，淌走了我记忆中的难忘岁月。

这次回乡，正值双抢农忙 ，我却再
也没有看到那些翻滚的稻浪。零星的几
块稻田里，除了几个年迈的老农在用自
己最后的体力担起干瘪的谷物，就只有
几头黄牛，它们在无人种植的泥田里啃
食野草。 重湾塘里的水干得快要见底
了，塘后梢的村庄也搬走了，只剩下一
些断壁残垣陪伴着重湾塘。 这一刻，我
才知道传统意义上的家园已渐渐走远
了， 它被时间的灰尘一层一层地覆盖
着，以至于今天，我只能用回忆来打捞
这艘往日的沉船。

离开故乡的这些年里， 有多少人、
事和景物像飘零的雨点，没有规则地滴
落在我的梦里，但它们并没有给我太多
的感动。 唯有重湾塘，当我又梦到它的
时候，泪水湿透了枕巾。 即使醒来，我也
不敢翻身，生怕昔日的重湾塘不敢再闯
入我的梦中。

别与泛知识类
短视频太亲密

■ 周慧虹

随着短视频这一传播形式的兴起 ，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深陷
其中，欲罢不能。 有的人通过短视频娱乐消闲，也有人将之作为提
升自我能力的一种手段，热衷于在泛知识类短视频中投入注意力
与金钱。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93.3%的受访者喜欢看泛知识类短视频，科学科普、生活技巧、社科
人文和影评乐评是受访者最喜欢看的四类短视频。 88.9%的受访者
希望看到更多优质的泛知识类短视频。 关于使用短视频的目的，
78.8%的受访者把它当作某一领域学习的补充参考，45.0%的受访者
将其作为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37.0%的受访者则视之为入门
某个领域的方式。

客观来讲，泛知识类短视频受到追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可
以帮助人们利用碎片化时间，获取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开阔自身视
野。泛知识类短视频中不乏优质内容，比如，一些专家、学者纷纷“触
网”，在短视频中现身说法，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地宣传普及一些专
业知识。他们以其深厚的学养、严谨的姿态打底，使得相应短视频在
内容上经得起推敲，在传播效果上引起广泛关注。 网友们有选择地
看看此类短视频，对于自我能力素养的提升的确有所助益。

不过，毕竟短视频这种传播形式在我国兴起不久，一拥而起中
不免呈现泥沙俱下之势。这种情况下，泛知识类短视频亦未幸免。同
样是由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组织开展的网上调查显示，内容
同质化（63.9%）被受访者指为泛知识类短视频存在的最大问题；除
此之外，43.6%的受访者指出泛知识类短视频侵权问题多，50.3%的
受访者认为泛知识类短视频中伪科学泛滥。

可见，对于泛知识类短视频，网友们还是要保持理性态度，注
意把握好“度”。 空闲时间刷一刷短视频，从中学一学实用的生活
技巧 ，听一听他人对于一些常识性问题的见解未尝不可 ，但是切
忌在短视频中丧失自我。 尤其是对于那些整天沉迷于泛知识类短
视频 ，过分依赖短视频来增长知识 、开阔视野的人来说 ，缺乏节
制、不加判断 、全盘接收 ，或许短时间内觉得自己博学多才 ，颇感
充实，但长此以往，很可能不但学不到真知识，而且还会逐渐偏离
学习正轨 ，弱化自身独立思考和总结完善的能力 ，使自己变得愈
加肤浅固执。

有句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对待泛知识类短视频也是如此。
对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而言，现在要学的知识太多，可又难以辟出
整块时间用于学习，由此一些人未免因知识匮乏而心生焦虑，遂产
生通过短视频学点东西的念头。 有此想法可以理解。 泛知识类短视
频作为学习提升的一种辅助与补充，成为启发受众思考和探索的一
种合理性存在，但是，离它太近、用得过滥，很大程度上就有些弄巧
成拙，得不偿失了。

说到底，学习成长还是得
靠自己 ， 得讲求一定的系统
性 ， 在书本中求索更事半功
倍 。 至于与泛知识类短视频
的相处之道 ，“亲密 ” 而 “有
间”，则好。

走读大南坑
■ 罗光成

革命老区泾县，脚下每一寸土地，都写
满了红色印记；眼前每一处场景，都流溢着
红色精神。 沿着先烈们奋斗的足迹，从云岭
新四军军部旧址，一路翻山越岭，来到大南
坑村。 驻足村头，举目四望，一座座山峦，在
晴空下环列；一层层茶园 ，在春光里叠翠 。
宽阔的汀溪河，水滑如缎，日夜歌唱着大南
坑的新时代欢乐乐章。 满山满崖的杜鹃花，
恣意绽放，通红似火，让一首遥远的歌谣 ，
从杜鹃花蕊里，风飘而来，扣人心弦———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洪流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
大南坑村隶属宣城市泾县汀溪乡，“皖

南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就在离村不远的
岭上。 因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极为不畅，
落后与贫穷的帽子，犹如甩不掉的影子，曾
一代又一代地附罩在大南坑这座皖南深山
古老村落的身上。 “脱贫攻坚，是党中央的
英明决策， 是中华民族向世界作出的庄严
承诺，也是我们八零后、九零后的初心与使
命。 ”泾县扶贫局社会扶贫股股长陈绍祺、
政策宣传组的胡泽慧、 大南坑村扶贫工作
队队员宋伟，青春的脸上一派战斗豪情。

是的，如今的大南坑村，富足与欢乐早
已替代了昔日的贫困与落后———2019 年 ，
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村级集
体经济 ，也从过去一无所有的 “空壳村 ”，
一跃而成为年收入超过 50 万元的 “经济
强村”。

站在大南坑村部三层楼顶， 让我们把
大南坑的今日一一细赏。

一户户农家乐、 一座座民宿， 或依青
山 、或傍绿水 、或掩翠竹 、或近茶园 ，或徽
派、或现代、或繁华、或简洁，门头上一面面
旌旗，舞动山风，溢彩流芳。

一辆辆旅游大巴，一辆辆自驾车，鱼贯
而来，接踵而至。

一杯杯清茶递上来， 满座溢散着兰花
的氤氲，闻一闻，荡气回肠；啜一口，贴心润
肺。 一路的俗尘，积年的心垢，被澄涤得了
无痕迹，不见影踪。

青菜薹、毛竹笋、干豆角、野蕨菜，一碗
碗山里土菜端上桌，满座沉睡已久的味蕾，
瞬间被激活，重温小时候的味道。

“党的好政策，是阳光，是雨露，让我们
偏僻的大南坑，与山外的世界一起，走进美
好的新时代。 作为党员，作为大南坑人，紧
跟时代，努力奋斗，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与
做人的根本。 ”崔红说。

崔红 40 出头 ，是 “水云间客栈 ”的老
板，满脸由心而生的灿烂笑容、一口带着糯
软黄梅腔的普通话，让走进水云间的游客，
一下体会了到家的感觉。 崔红曾外出打工，
凭借山里人的良心与踏实， 在福建厦门一
家大酒店从保洁一直做到主管。 在脱贫攻
坚的时代锣鼓声中，回到家乡的崔红，通过
竞标承包了村里扶贫专项产业项目———水
云间客栈。 每年交村里 6.5 万元租金，一定
十年， 他拿出早年在城市大酒店做主管的
看家本领 ，把 “水云间 ”经营得红红火火 。
“我家在马家岭村民组，背靠万亩原始次生
林，是山的尽头，水的源头。 当年红军、新四
军，经常在那里开展活动，就住在老百姓家
中。 我们的骨子里，都有革命先辈的红色基
因呢。 ”崔红话语中带着不经意的骄傲。

崔红的 “水云间 ”，现有近 20 张床位 ，
能同时接待 200 人用餐。 自从参加了中组
部、农业部联合举办的“全国农村实用人才
带头人培训班”，崔红的干劲更大了。 结合
大南坑茶旅文化实际， 他创办了茶叶文化
园，通过茶旅整合方式 ，发展农家乐 ，以兰
香茶入菜，开发出茶叶煎蛋 、兰香茶鱼 、茶
香鸡等系列茶菜， 并融入地方红色历史元
素，使游客既留下难忘的舌尖记忆，又接受
了红色精神的洗礼。 “目前接待的游客，主
要来自长三角， 还有百分之三十， 来自山
东、湖北、江西等地，主要是通过口碑相传，
带动人气的，很多都是回头客。 他们不但喜
欢我们大南坑的美食， 还喜欢听我讲大南
坑的革命历史 ， 让我带他们走访红色遗
迹。 ”崔红说。 为帮助贫困户脱贫增收，崔红

还在“水云间”大厅，专门设置了“旅游扶贫
销售展位”，茶叶、土鸡蛋、葛粉、手工米酒、
蜂蜜、干豆角……把展柜装点得琳琅满目。
“崔红人热情，有爱心，今年又被评为汀溪
乡优秀党员。 水云间客栈，带动 8 户贫困户
增收，其中 3 户通过餐饮、保洁用工增收，5
户通过帮助代销农产品增收， 光代销农产
品，一年就可为贫困户增收约 30000 元，真
不简单！ ”宋伟掰着手指说。 “帮助贫困户增
收脱贫，是我们党员的责任 ，也是义务 ，我
做得还很不够，还要更加努力！ ”受到夸赞
的崔红，红着脸，连连摆手。

沿着洁净的柏油村道， 在大南坑随心
行走。 抬头，是纯净的天空；放眼，是满眼的
绿色。 翠竹在清风中摇曳，溪流在卵石上挠
痒，梦想在心灵上放飞。 红豆杉、香果树、红
梀子，把大南坑装点成一片绚丽的世界。

到处都是美景，到处都是游客，到处都
是故事。

“这个桥，是有故事的 ，‘天为弓 ，地为
剑，天下人，一碗面’讲的就是这个地方。 ”
宋伟驻村已满四年， 不仅对大南坑的贫困
户了如指掌， 对大南坑的一草一木也是情
有所钟， 工作间隙常为游客当义务导游 。
“这里原来是个拱桥，不过这个桥的圆拱中
间撑起一柱桥墩，很是与众不同。 也不知从
哪一辈流传下来这句谶语， 引得八方前来
破解。 据说在清末，一个河南来的先生，绕
着拱桥转了三天三夜， 发现桥墩的顶端有
个暗隙玄关，小心打开，里面光彩夺目 ，刺
得眼睛一时都睁不开。 只见里面一个石人，
手里捧着一只大大的金碗， 金碗里满满一
碗金丝。 ”

“哦呀！ ”游客兴奋地惊叫起来。
“这个岭，也是有故事的。 ”宋伟绘声绘

色，“这个岭叫九里岭， 也有一句谶语 ，叫
‘上九里，下九里，宝物就在云缝里’。 每当
雨后天晴，这个岭上就漫起云雾，云雾铺天
盖地，就在我们脚下路边山谷里翻卷，人就
像踏在云海边上一样， 胆小的都不敢正眼
去看。 据说也是中原来的贤士，不知看到了
哪道云缝，找到了宝物。 ”

一位游客打开手机：“天气预报今晚有
小雨呢，我们索性就在大南坑再多住一天，

也见识见识这个云海奇观，怎么样？ ”
“好嘞！ ”大伙儿举手赞同。
“其实啊，金碗也好，宝物也好，都不过

是表达了往昔几千年中国贫苦老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宋伟眼里闪着亮光，“只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党中央脱贫攻
坚的时代壮举中，老百姓才真正从站起来、
富起来，直到今天的强起来！ 你们看，如今
这眼前的大南坑村， 整个不就是一只大大
的金碗，随处都是幸福欢乐的‘宝物’吗！ ”

57 岁的余国富是大南坑村农家乐协会
会长。 这位质朴干练的山里汉子，也是大南
坑农家乐发展的第一人。 当年大南坑村山
水景区刚刚打造开放，各路游客闻讯而来，
却无处用餐，余国富借来桌凳 、租来锅碗 ，
用地道大南坑土菜接待游客， 从此拉开大
南坑农家乐发展的序幕 。 “党的农村政策
好，这几年，我们大南坑旅游发展 ，开始快
速提档升级。 目前已有农家乐 87 户，客房
1500 多间，能同时接待一万人用餐。村里最
大的一户农家乐 ，有 53 间客房 ，一家农家
乐就能满足 100 多人住宿。 ”余国富掰着手
指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 而是新生活 、新
奋斗的起点 。 走出贫困 、走在富裕大道上
的大南坑村 ， 又有了新的前行目标与动
力。 “我从县委办来到大南坑村已经四年，
见证了大南坑时代的巨变 ，更爱上了这里
的村民百姓 ，和这里的一草一木 。 我是共
产党员 ，只要大南坑需要我 ，我就在这里
继续驻守扎根 ，和大伙儿一起为大南坑更
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 ！ ”宋伟认真而坚定
地对我说。

大南坑，昔日偏僻、贫穷、荒凉、落后的
山旮旯，在时代的春风里，在脱贫攻坚的旗
帜下，迎着信念的阳光 ，不断脱胎换骨 ，一
路蝶变飞扬。

荷塘童趣

■ 卜庆萍

荷塘，我们的村子。 因村子里有一口荷塘，遂取名荷塘村。
荷塘横在村子当中，把千余人的村子南北隔开。 村里人沿塘而

居，两岸住满了人家，仿若荷塘是最为值得信赖的依靠了。 往西，荷
塘与一条弯弯的小河相连，塘水常年清澈，藕莲丰饶，村里人与它相
偎相依，我的童年也在清塘荷韵里充满了生趣。

春上荷塘即展开风姿，一塘碧水像一面镜子，铺开一片秀色。荷
叶初露，嫩嫩的，圆圆的，巴掌一般大小，似一个个可爱的花朵，稀稀
疏疏贴于水面。垂柳依岸，秀丝轻扬，花木葱郁，尽收水中。“嘎嘎”春
鸭擦过水面，携来一片灵动和生机。绮丽彩云摇摇晃晃，亦来此安然
游步了。

阳光下塘水闪亮亮地泛着清波，母亲到水边洗衣淘米是惯常的
事。我只顾跟在母亲身边，坐在往荷塘延伸的木质浅桥上，双脚浸于
水中，这是我最喜于心的事情了。一群馋嘴的鱼儿游来，吮吸我的脚
丫，挠得痒痒的。 伸手捕捉它们，又怕到头来连个影子也收获不到，
只好抿着嘴，屏住气，任由它们嬉闹。有时按捺不住，脚一扬，撩起银
亮亮的水花，鱼儿倏地扭头，逃得了无踪迹。 浅塘边，总会有几只红
蜻蜓停在露出水面的嫩草上。 带有蛛网的长杆是早就备好了的，我
饶有兴致地返回家中，拿来粘附它们，往往于慌忙之中，一不小心，
“咚”地一声掉进水里。 水面荡起层层涟漪，童年的快乐时光也漾在
波光粼粼的荷塘里。

初夏，荷塘一片红艳。荷花或打着粉红色的朵儿，或露出灿然的
笑脸。 田田的荷叶或不忍离开水面，或干脆跳出来，亭亭玉立，生气
蓬勃，风起时展枝弄舞，生出一片柔情。 一塘荷香随风散溢，醉了村
子，也醉了童年。

最深的记忆，莫过于盛夏采莲了。
夏莲胖娃娃似的在荷叶间闪烁， 微露的籽儿齐整整地排列着。

甜甜的米，若古代的少女，隐居深闺，不肯抛头露面。 或许爱莲之饱
满，或许念籽之甘甜，年少的我竟能在两米水深的荷塘里，赤身游水
去采莲，说起来亦算得上由来已久的骄傲了。别的不说，单直挺挺的
刺秆，密麻如针，脾气怪异，就是看上一眼，也会怕得要命。偏偏又有
纵横交错荆棘一样的刺梗暗潜水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怒不可
遏，猛咬你一口。 不过，在我面前却由不得它们发威。 我会匍匐在上
面，左分右挡，青蛙一样爬过去，在深水塘里采得一朵朵夏莲，这种
趣味和收获确是令人惬意。手握大把莲蓬，加之体力减弱，回游可谓
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城里孩子来说，其中的困难当是不可思议，
但人生着实需要勇敢地面对一些事情。 那时懵懂无知的我，也不过
十一二岁。

我的家乡，北方的一个水乡，素有“鱼米之乡”之称谓。 而今，荷
塘信步走出了村子，连片的稻田被一望无际的“荷塘”所取代。 翠绿
的荷叶铺天盖地，洒在其间的点点红艳，盈满夏季的田畴。孩子们采
莲，如走平地，是件欢愉而方便的事。 村里村外被浓浓荷香包裹着，
我的童年也在拔节的藕乡的憧憬里长大了。

散文诗三章

■ 鲁庆

塔吊

挥动清晨的巨臂，把太阳从熹微中吊起，让新
的一天从灿烂开始。樱树枝头的栖鸟开始了放歌，
它在迎接伟大的诞生。

直到夕阳西下，它还站立在城市的那个角落，
送走晚霞， 独自守护着星空下的每一扇窗和伫立
窗前守望的人。 直到花儿歇息，蝉虫入眠，人间又
进入嫦娥的梦中。

冬去春来， 花开花谢， 你都随着理想一同升
高。在蓝天之上，白云之中，你与候鸟私语，低调且
和谐。 你想创造更多的梦，哪怕以身犯险。

勇于担当 ，负重前行 ，才是你真正的秉性 ；
千斤的沉重 ，你无从畏惧 ；游刃中 ，轻轻地把季
节提起，把所有散落人间的无奈提起 ，化成可能
的美好。

基石

一块老石头，从尧舜治水的溪流中，从女娲补
天的梦乡里，一路走来。没有人懂得曾经的激情和
深埋于心的期待。

沉默于地下，与老树的根为邻，与芳香的土为
伴。 把不规则的生活调成条形，筏板或深桩。 形式
的每一次改变，都是为了扎进大地，让每一片撑起
的天空更加牢固和妖娆；内容的每一次丰富，都是
为了看更为高远的河山。身体向天空攀登一次，基
石就向地心深入一次，无怨无悔地紧紧握住大地，
初心不忘。天空的绚烂和根基的牢固，才是生命的
意义，才是此生的追求。

承受和背负，是一生的承诺。无论风雨来自何
方，基石和大地都在共同坚守，让灵魂在一抹悠远
中永远挺立。

我愿做一块意象的基石， 为了你不倦的追求
和世界永久的安宁。

混凝土

它叫土，却不是土。 活着的时候比石头还坚硬。
西山的碎石，从山涧翻滚；南河的沉沙，在河

滩敞怀。它们似乎并不相干，在各自的领地迎接太
阳，送走月亮，在花开花落里安然自得。

使它们遇见的不是建筑工人，而是缘分，是千
年之前的约定；是各自肩负的使命。水和水泥成为
它们和谐的媒介， 才有了一见钟情的在水解中的
固化，让彼此生死相依。

不管经历多少宿命的磨难和重载的碾压，依
然不卑不亢，沉默如山；如再多誓言也换不来的永
世厮守。

这坚如磐石的爱 ， 难道不是人间最美的风
景吗？

白鹭翩跹生态美 潘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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