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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芳

“全体党员集合！ ”长长的哨音穿过
雨幕，在淮河岸边一所小学校园内回荡。
每次吹哨集合， 值班排长都是直接喊到
班排，唯独这一次却喊“全体党员集合”。
有经验的老兵猜测：大坝有险情！

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是一面旗帜，哪
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共产党员。 很快，47
名民兵党员， 迅速穿上雨衣和桔黄色救
生服，扛起铁锨等工具，冒雨沿着淮河大
堤，来到一处容易发生险情的堤段。

去年 7 月， 我随着抗洪民兵来到阜
南王家坝参加抢险救援。 抗洪一线的险
情日趋严重， 从东部战区来的抗洪官兵
正快速向王家坝集结。我们主动请缨，加
入抗洪一线的民兵队伍， 被分配到阜南
县最偏远的曹集乡曹台村， 那里不仅是
蓄洪区， 也是淮河沿线的一处险情易发
地段。

天下着零星小雨，到达刘台小学目
的地时，已近凌晨。 大家一路奔波，早已
疲惫，在走廊里和衣而睡。 由于近期仍
有大雨， 王家坝超过正常警戒水位，必

须开闸放水。 我们在曹集乡的主要任务
是动员帮助蓄洪区群众财产转移。 头天
晚上，我们几人乘车到离住地约五里路
的一个河汊，劝离打鱼的群众。 此时王
家坝开闸放水 ，水流冲倒了秧苗 ，稻田
已看不见垒堰 ，而在河汊旁 ，却还聚集
着一群打鱼人在忙着张网捕鱼。 那时，
水里鱼多，随便一网都能捞到大鱼。 我
们反复劝说，几位村民才离开。 待往回
返时，来时的路已经被水淹没了。

淮河水还在持续上涨， 部队便驻扎
了下来，并成立了抢险一线临时党支部。
刘台小学就在淮河岸边，学校放假，教室
便成了我们的临时宿舍。 我们机关的几
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没有床，大伙儿就
睡在地上、讲台上。 因为来时太匆忙，每
人只带了一只小背囊。潮湿闷热的夜晚，
蚊虫与飞蛾很多，没有蚊帐，我们燃起蚊
香，连熏带打驱赶蚊虫。 那几天，雨一直
在下，我从三楼走廊的尽头望向淮河，眼
前所见已不是平时那条平静的河。 那条
两岸人们的“母亲河”，每天迎来送往一
批批的过河群众，波光粼粼，云影倒映，
若不是有轮船开过， 都看不到荡开的波

浪。可此时的淮河，水天一色、无边无际，
水面上只剩下不到半尺高的树尖尖，像
长在淮河里的水草， 被一浪又一浪的水
冲击着。

那天晚上，党支部书记嘱咐我：我们
明天在淮河大堤上举行一次重温入党誓
词活动，你去村里借一面党旗。 第二天，
队伍集合完毕，大家排成两队，扛着抗洪
工具，踏着泥泞，一路冒雨向大堤走去。
当地群众说，我们举手宣誓的地方，是最
容易出现溃堤的一处。 十几年前那里曾
有过一次溃堤， 一支舟桥部队在这里筑
堤堵水，一个营的兵力，连续战斗了 3 天
3 夜，终于战胜洪水。

此时 ，雨还在下 ，风把一个又一个
浪推到岸边 。 整个大堤上 ，党旗红 ，军
旗艳 。 全体党员面对党旗 ，举起右手 ，
紧握拳头 ， 重温入党誓词 。 誓词宣读
完 ，我们的手都没有放下 ，一字一句 ，
既是向党宣誓 ，也是向人民保证 ：洪水
不退我不退，誓与大堤共存亡。 支部书
记大声问 ：“同志们 ， 我们有没有战胜
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

全体党员声如雷鸣：“有！ ”

重温入党誓词活动的第二天， 接军
分区命令，我们又转至颍上县戴家湖，与
作战部队一道抢险救灾。在阜南、颍上两
县半个多月的抗洪抢险救援中， 每次执
行险重任务，都是党员突击队在前。淮河
大堤清障时，我看到戴有“党员突击队”
红袖标的民兵，用砍刀劈开通道，方便巡
堤人员查看管涌及外堤渗水； 戴家湖外
堤堵涵闸，第一个跳入水中堵激流的，也
是民兵党员。

党旗引路，党员在前。 回想那次淮
河大堤上的重温入党誓词活动，至今依
然让我心潮澎湃 。 一次驰援灾区抗洪
抢险救援行动，见证了民兵队伍的使命
担当，也看到了民兵党员关键时刻的榜
样力量！

儿童数字阅读需正确引导
■ 周慧虹

根据《2020 年中国儿童数字阅读
报告》， 儿童启蒙教育时间不断提前，
74.8%的儿童在 2 岁前开始阅读 ；
65.7%的儿童更喜欢数字阅读形式 。
2016 年至 2020 年， 我国儿童数字阅
读用户连续 5 年增长。

移动网络时代， 儿童阅读呈现出
的数字化态势不难理解。 相较于传统
纸质阅读， 儿童数字阅读能有效拓展
阅读场景，孩子们不仅可以“读”书，更
可以“听”书、“看”书，甚至可借助于镜
头、 动效、 配音等与书中人物实时互
动，直接参与“演”书。 数字阅读，真正
开启了从平面到立体、从传统的“读”
向沉浸式阅读的转变。 这自然有助于
吸引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加深他们对
相关阅读内容的了解， 帮助其从小亲
近阅读。

不过，凡事有利就有弊。对于少年
儿童来说， 在开展数字阅读过程中若
不能适时接受正确引导， 亦可能给其
健康阅读带来不利影响。 这种影响至
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目前
绝大多数数字阅读内容需要依托电

脑、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随着孩子们
阅读时间的越来越长， 未免会对其用
眼卫生等构成威胁；另一方面，读书不
能只图热闹， 尤其需要沉下心来字斟
句酌，用脑思考，孩子们若是一味迷恋
与多媒体化数字阅读的 “热闹 ”“好
玩”，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必然会影
响其学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

面对儿童数字阅读发展之势，相
应的引导工作必须跟上。 其实早在前
些年， 就有教育工作者和儿童阅读推
广人士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
数字化是阅读发展大趋势， 少年儿童
的数字阅读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关

注， 更需要基础教育和社会服务机构
共同参与，及时进行示范和引导。只有

多方携手、多措并举，引导少年儿童学
会正确的数字阅读方法， 形成正确的
数字阅读习惯，才能趋利避害，使之在
数字阅读中学知识、悦身心、修品德、
长本领。

引导孩子们正确面对数字阅读，
相应的硬件设备应予完善。客观来讲，
基于电子阅读器的数字阅读才属于深

度阅读，既绿色环保，又可带来最接近
传统阅读的阅读体验。 现在市面上多
数电子阅读器还只是针对成年读者研

发推出， 无论从外观设计还是内在性
能等方面， 与孩子们的阅读需求还存
在着很大偏差。 如果电子阅读器生产
企业能够敏锐把握当前的阅读趋向，
将少年儿童读者列为一大细分目标，
研发推出更为科学、实用的硬件设备，
想必既可为改善儿童数字阅读提供更

大便利， 也可使相应企业就此拓展属
于自己的一片市场。

在此基础上，引导孩子们正确面
对数字阅读，最为关键的还是应当合
理规划，取舍有度。 阅读不可偏废，数
字阅读之外，传统纸质阅读同样必不
可少。 为此，老师家长都要善于疏导，
帮助孩子们妥善处理数字阅读与传

统纸质阅读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两
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同时，无论是
数字阅读还是传统纸质阅读，要教育
引导孩子们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亦
即阅读必须伴随联想 、思考 ，有 “输
入 ”就得有 “输出 ”，只有使所读内容
入脑入心 ，方能读有所获 ，进而促之
从小逐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凭此
受益终生。

最后的石板房
■ 朱金贤

“就你家的房子最丑了。 ”人群中
不知谁无意说了这样一句， 气氛一下
有些尴尬。

那时我们正在村里走着，脚下的
水泥公路穿过村子，泛着亮光伸向远
方。 孩子们在宽敞的路上蹦跳着，笑
声溢满村庄。路边金黄的苞谷在风中
频频点头，山里的松树发出欢快的呼
啸。当我以回归者的姿态重新阅读故
乡，眼前丰收的景象却被这个意外打
乱了。

我站在山腰的公路上往下看，心
情跌落。几条巨大的没有尽头的深沟
清晰可见， 仿佛把大山切成几块，每
一块都刻满沧桑的印迹。土地小而零
乱 ， 地与地之间形成数不胜数的沟
坎，恍若垂暮老人身体上的皱纹。 山
坡从多个方向延伸，很难找到一块像
样的平地。

与这样荒凉的情境极不协调的，
是生机勃勃的村庄 。 在背风的低洼
处 ，很多房子依山而建 ，沿四周渐次
铺开。 午后暖暖的阳光洒在屋顶，炊
烟荡起人世温馨的气息，村庄飘着一
股富足的味道。一幢幢两三层的小洋
楼笔直挺立，洁白如雪、方方正正。稍
差一点的房子 ，也是青色瓦顶 、水泥
墙面，透着坚不可摧的硬气。 再看看
我家的老房子 ， 蜷缩在众多楼房之
下，越发显得矮小、简陋，像一个迟暮
的老人，已然融入泥土的昏黄。 长年
风吹日晒雨淋，屋顶的石板布满杂乱
的斑点，泥土墙裂缝斑斑。 我顿生一
种隔世之感，这还是当年那个村里最
好的房子吗？

一片叶子离开树梢， 向谷底缓缓
坠落，中间隔着二十年奔走的时光。我
离开得太久了，即使偶尔回来，对村庄
的一切不过是一瞥而已， 从未用心体
察这里发生的变化。

老房子还在，还是小时候的样子，
只是看房子的人不再是年少的心情。
十二岁以后，我去外地求学，回村的日
子屈指可数， 记忆里的老房子渐渐只
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那座老房子， 在父亲年轻的身体
里诞生。几十年光阴一点点流走，如今
父亲已过花甲之年。此刻，我仿佛看到
他佝偻着腰建房的样子， 漫天黄灰将
他包裹。父亲是个要强的人，容不得一
点瑕疵，他亲手建的房子，一点一滴都

要做到最好。 记忆中，房子是崭新的，
漂亮、干净、大气，路过的人看见，都会
竖起大拇指。 村里的其他房子也无非
是这样，石板顶、泥墙、木门，条件好的
人家，在房前打一块平整的院坝。可那
些房子，比起我们家的，要逊色不少。

在农村， 起房盖屋是一生中最重
要的事， 每个成了家的男人无不盼着
有个独立的居所。 打石板是盖房的头
等大事，没有几百块石板，都不好意思
请人帮忙盖房子。我记事起，村后的山
里总回荡着叮叮当当的声音。 我曾远
远看着那些没有路的陡坡， 那些和野
草融为一体的人，是我的长辈和亲人，
他们跪着、趴着或躺下，用锤和凿子一
点点把巨大的石头凿开。

我无数次渴望走近， 想看清他们
打石板的样子，却从来未能如愿。除了
无路可走，每一次我试图靠近时，都听
到他们的吼声，“危险，别过来。 ”

山里的人，谁没有啃食过泥土？不
得已时， 甚至透支身体为一个家庭搏
活命的出路。他们经历漫长的苦熬，才
有了遮风避雨之所。 我的脑海里常浮
现这样的场景：天已擦黑，父亲才背着
石板挪到家门口。 我感觉他的腰快贴
到地上，额头上一行行汗水不停地流。
那时，我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住
在爷爷分的一间偏房里， 幽暗潮湿狭
小，打个转身都难。

尽管日子过得灰尘仆仆， 但每向
前一天，离盖新房就近了一步。所以大
多时候，父亲回来时总是满脸笑容。有
时也会看到父亲一脸忧愁， 他放下石
板，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次数多了，
我便知道父亲是对石板不满意。 那些
石板，有手指大小的破洞，一直堆在角
落里没派上用场。

这些年， 我不止一次跟父亲商量
过修房子的事。村里新盖的房子，全是
新式的楼房，几十年前的房子，也都换
成了青瓦白墙。父亲说，老房子住得安
心踏实，何必花那些冤枉钱。 他又说，
他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在外面过得好，
比什么都好。我知道，父亲舍不得破旧
的石板房，那里有他的青春和血汗，有
我前进的力量和永恒思念。

那么，我还有什么可尴尬呢？老房
子再旧再丑，也没什么要紧。它是一个
时代的缩影，铭刻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见证着一个时代的艰难和点滴进步。

我回到老房子前， 看着父亲苍老
的背影，深深地弯下了腰。

故乡的鸟
■ 戚思翠

每天，总是醒在无比熟悉的鸟声里。
从朦朦胧胧的梦中就听到鸟儿的轻柔呢
喃，随后，声音越来越逼近清亮，甚至径
直跳到了窗前。像是进入了卧室，将我从
梦中“拽”醒，迷迷糊糊，又送进清新的诗
的梦境……

“嘴巴像个红尖椒 ，尾巴像把剃头
刀 。 天天宿在泥土中 ， 离土却有丈把
高 。 ”几岁大时 ，我成了祖母的 “小尾
巴”，祖母常给我讲故事、猜谜语。 她最
早让我猜的谜语就是燕子。 当时的我很
纳闷 ，天天窝在土中 ，怎么离土还有丈
把高？ 祖母哈哈大笑，然后仰头睨向梁
间燕。 后来长大，读书读到“入暮不惊挥
尘客 ，巡檐如唤卷帘人 ”，心里颇慰藉 ，

我非常熟悉燕子的辛苦劳碌以及与主
人的亲密和谐。

那年代， 苏北里下河乡村， 家前屋
后、河岸路边，到处长着各种树，榆树、楝
树、桑树、泡桐树等，还有各种果树，它们
枝干纠缠，形成绿意盎然的穹顶，这天然
绿敞里藏有无数鸟儿。一早，它们就开始
“大合唱”。叫得最响亮的是喜鹊喳喳，大
声喧哗，毫无顾忌，让人如临闹市，却透
着喜气；唧唧唧唧，紫燕毫不逊色，它们
有的列队于电线上，有的穿梭廊檐间，有
的飞入草屋内呵护着燕宝宝。 我家屋梁
上有两窝燕，乳燕全身无毛，肉嘟嘟的。
它们紧闭双眼，细语呢喃，不停扑闪着稚
嫩的翅膀，不安分地互相推挤着，伸长脖
子，张开嫩黄的小嘴，发出叽叽叫声，纷
纷争抢着父母口中的食物。 很像我们孩

时永远吃不饱的样儿！于是，母亲号召我
们每天从田间菜地捉些小青虫， 挂在门
口晾衣绳上最明显的地方。 疲惫忙碌的
“燕父母”心领神会，立马将小虫儿一口
一口衔到它们的孩子嘴中， 然后在屋里
一边旋飞，一边叽叽喳喳，仿佛在说：“谢
谢，谢谢！ ”

那年代，故乡的鸟，要数麻雀的队伍
最浩荡了。房屋、庭院、树梢、电线、草垛、
田埂……随处可见麻雀敏捷灵动的身
影。 它们或优雅怡然地栖息， 或忽飞忽
落，来去如同掠过一阵风。 一群群，一趟
趟，叽叽喳喳，好不热闹！ 它们的欢唱声
总带着烟火味、 草木香。 “刮咕———刮
咕———”，句句叫声 ，时断时续 ，由远而
近，凄婉悠扬。 布谷鸟声里，早起的人们
已在田间。从胳膊到腰肢再到腿部，都彰

显着雕塑般的力感， 那皮肤和肌肉因为
运动，都闪现着动人的光泽。土地是辛劳
的，劳作人亦是，哪肯闲，哪能闲呢？ 哦，
还有芦莺、画眉、八哥、啄木鸟等，偶尔三
两声“呱呱呱”“笃笃笃”穿插其间，共同
演奏着妙不可言的晨曲。

故乡的鸟远不止这些，老鹰、乌鸦、
沙渚白鹭、拂水彩鸯等等，还有那些叫不
出名的鸟。最惧怕的鸟是猫头鹰，但那时
不知它也是鸟。印象特深的是读小学时，
同学明外公家屋后竹林里有一只很大的
猫头鹰窝，我们每天上下学路过时，好比
走“鬼门关”似的，生怕猫头鹰蓦然降临
头顶，伸出那带有钩状的利嘴和利爪，将
我们“叼”走。 其实，猫头鹰更是益鸟，也
不伤害人。

我问同学明， 那个猫头鹰的家还在
吗？它们还好吗？老家的鸟们还多吗？他
回复说， 如今的故乡早就脱胎换骨城市
化了，至于鸟嘛……就在这时，窗外不知
从哪里飘进来一阵美妙动听的 “叽叽喳
喳”，原来，故乡的鸟儿也来这座城市了。

养梦西溪南
■ 张建春

徽州多古村，且好，且苍古。 西溪南
是众多古村落之一，也好，也古意，但被
宏村、西递、唐模等的大名气给隐约了。
不过 ，西溪南有一湾好水 ，款款地从黄
山南发源 ，潺潺或湍湍地流来 ，再注入
新安江。

这水，古称丰溪、丰乐河。 水与丰沟
连，这条河注定要从历史走向现实。

水常流，河不死。 丰乐河活着，并滋
润了一片绿气升腾的湿地。 西溪南的湿
地大有境像。

湿地依丰乐河而生，河古老，湿地自
然就古老。 湿地飞绿，绿落在地上，又秀

在空中。 秀在空中的是绵延五公里的枫
杨林，枫杨多是老树，杆粗叶茂，秀出了
绿阴，也秀出了多样的姿态。枫杨缘河而
生，丰乐河被雷堨渠破为两爿，之中夹有
滩地，滩地上遍布枫杨，似乎也就这一种
树，挺胸凸肚很有气势。如此大的枫杨林
少见，当地人骄傲地称之为中国第一。

林中多鸟，鸟为水禽。 丰乐河多鱼，
鱼逐水泛花，引了些游人持网小捕。 说
是捕鱼 ，其实也就是个游戏 ，逮不上几
条，图个乐子。 水禽逮鱼，却都是高手，
见鸟停落 ，便有鳞光一闪 ，禽嘴角已有
鱼被叼起。

西溪南的河上多桥，多是木桥，不设
栏杆， 水大时人在桥上行走， 会微微颤

动。桥和河水的波漪合韵合辙，以枫杨和
流水为背景，形成了空灵、运动、绿色的
综合体，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人。

一些水浅的地方，并不设桥。聪明的
西溪南人选用规整的石头，铺排成矴步。
石矴步的坚硬牢固，流水的柔和灵动，组
合出不同寻常的美，惹得人们一唱三叹，
走在矴步上，脚步似乎也轻盈起来。石矴
上行走常湿脚，但这还不够，需弯腰拾水
才好，水清涟，沾在手上有山气、古意。

静于西溪南河边，梦在睁眼时升起。
不梦不行，似乎人便是走在梦境中了。梦
的原因多，一来西溪南是原生态的，与大
自然贴得太近；二来这水实在太好，载来
过往又带走现实； 三来历史和传说在水

的逸动中穿越而来，如再生。
梦生成，梦在西溪南中生养，瞬间里

已有丰满之态。丰是丰溪的丰，满是丰乐
河水盈满的满。丰乐河水奇妙，隔断生烟
云，又驾起初生而又丰满的梦。

正是七月天，一场大雨后，丰乐河水
湍急，可转眼间她的根须又变得温柔。温
柔在西溪南古村中生成， 因为这根须探
进了古村中，河水汩汩地化为细支，伸进
了西溪南村的巷陌。 洗菜、汰衣，西溪南
人用这些汩汩的水声，打发了 1200 多年
光阴。

古朴的桥在巷陌中浮起一个又一个
脚印，和丰乐河上的矴步有一比。丰乐河
的细枝末节在西溪南村中穿插， 最终还
是忘不了回归，一统于新安江。

古村的人离开又回归，归得自然，归
得有情趣。

夜，落枕而眠，听到水声潺潺，窗外
就有小溪流过，用这水养梦，挺好。

淮河大堤上的入党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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