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交化阅读，应重质量

■ 韩小乔

“我已使用微信读书阅读了 77 小
时，邀请你一起免费阅读”“我的读书
小队获得了 3 书币， 果然天道酬勤”
“点赞我的微信读书联名卡，送你无限
卡会员免费读全场”……读书平台的
相关链接时常出现在人们的朋友圈和

群聊中， 其代表的是一种 “阅读+社
交”的新方式。

“唯甘于孤独者，始能读书。 ”在一
些人看来，阅读与社交是对立的。 阅
读是安静的、私人的，保持独立，理性
思考；社交是热闹、互动的，你来我往，
相互交流。 但换个角度说，阅读过程
中产生的情感需要出口，传统阅读方
式的确局限了交流的可能性和多样

性。“要分享，不要孤独。”网络时代，以
社交、多元、碎片、日常、互动、去中心
为基本特征，阅读的边界逐渐消失，阅
读的定义正在被改写。

在科技发展与社会需求共同驱动

下，阅读逐渐脱离传统文本的限制，变
得更加自由与松散。 社交化阅读，降
低了社交成本，扩大了社交半径，既让
兴趣相投的人找到彼此、让有共鸣的
人互相讨论，又使读者能公开展示自
己的思考，获得心理认同。 也许作者
只是在书中提到某一观点，但不同的
读者讨论后，可能形成热议的社会话
题，让知识更具延展性和流动性。 社
交互动带来的参与感，让人体会阅读
的另一种乐趣。 但同时，社交化阅读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阅读方式和阅
读品位所带来的改变和影响都不容乐

观，由此引发的“阅读表现欲”需要引
起重视。

一些阅读平台依托真实的社交

关系 ，引入读书排行版 ，根据阅读时
长和互动频率激励用户的读书行为，
提升用户的活跃度和黏性。 然而，社
交的压力可能会驱使用户将自己塑

造成希望他人看到的样子。 比如，讨
论一本书时，切入点并不是这本书到
底写了什么内容、讨论了哪些有价值
的观点， 而是想着和朋友进行对比，
比是否第一时间在朋友圈转发资讯，
比怎样展现自己的博闻强记，比如何
去说服别人。 比起阅读本身，一些人
更愿意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讨论，关注
的更多是他人看法而不是文本情境。

如果以这种炫耀式、 功利化方式表达
读书心得、进行沟通交流，就背离了阅
读初衷。事实上，越是宣扬阅读的重要
性，越是纠结于阅读的姿态和“人设”，
越是把阅读当作社交工具， 阅读就越
会与生活渐行渐远， 甚至成为一个符
号、一种枷锁。

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让阅读范
围不断扩大，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不
断变换。 一个好的书评、推送、问答不
仅会被广泛传播，也会使创作者获得
巨大的收益，这种收益不仅是精神上
的满足，还包括物质上的奖励。 在一
些线上读书会，“职业读书人”把经过
团队包装过的读书心得展现在社交

媒体上，以获取更多流量。 当点击量、
阅读量成为衡量一个作品的唯一标

准 ，阅读追求即时显著的效果 ，部分
创作者就致力于将一些先入为主的

价值和观点，通过迎合读者的认知习
惯暗渡陈仓或明目张胆地灌输进作

品中。 社交化阅读看似在聚拢知识碎
片 ，为读者省事省力省时间 ，但无形
中也改变了读者的阅读心理，让读者
的思考能力逐渐退化。 一些人不再愿
意阅读长文或深文， 而沉浸于琐碎、
简单、幼稚、娱乐化的内容。 读者越来
越浮躁，严肃阅读、审美阅读、鉴赏阅
读 、求知阅读日渐式微 ，不能不说是
一种遗憾。

“为什么要一群人一起读书？我们
又选择和谁一起读书？”阅读方式某种
程度上决定人们汲取的是精神养分还

是“毒垃圾”、心灵鸡汤。阅读并非不能
与社交融合， 但真正有质量的社交化
阅读， 应该是在开放多元的知识空间
里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 共同坚持有
益的趣味和标准， 鼓励独到的个人见
解引发联动思考，不断提升观念。不管
文本阅读的形式与传播媒介如何变

化， 总会有一群人坚持读自己喜欢的
书，并通过阅读建立深远的关联，实现
心灵的相遇。

秋露瀼瀼

■ 凌泽泉

披着一身的露水， 初秋的菜圃在晨
光里扑闪着清亮的眉眼， 打量着身边同
样顶着一头露水的草木， 传递着清凉的
讯息。

那块荒地位于一口废弃了的池塘北
侧， 曾经环伺在其周遭的房屋被拆除之
后，倔强的杂草便盘踞于此。 去岁冬日，
几位邻居相约着前去种菜， 拔去杂乱的
茅草根，捡起碎砖头碎瓦片，一锹锹松开
板结的泥土，栽上了几畦青菜苗。想不到
柔弱的菜苗竟顶霜冒雪， 葱翠了整片菜
畦。 自此，隔三差五，我有了一个充满田
园诗意的外出理由：看看菜地去。

秋日，是色彩绽放的季节，是孕实结
果的季节。有了枝头的五彩斑斓，必将赢
来硕果累累的丰收。

秋意袭来，但见菜圃里，巴掌形的茄

叶已然蜷缩了身子， 辣椒秧无精打采耷
拉着脑袋， 裹着一身绒装的毛豆苗黄了
面孔，就连曾经疯长的野蒿也沮丧着脸，
在秋风的扫荡下，显得疲惫不堪。

自打太阳翻到山那边之后， 一滴滴
不起眼的露珠便趁着黑夜， 沿着星光的
指引，悄无声息地上路了。

夜幕有多宽广， 露珠的队伍就有多
浩荡。它们躲过秋风安插的暗哨，踩过秋
雨淋湿的田畴， 合着低吟浅唱的虫鸣节
拍，趁大地沉睡的寂静时刻，给每一根枝
条、每一枝草茎，给每一畦菜圃、每一方
田园都撒上细密圆滚的金水， 给露天的
万物都镶上细密的宝珠。清早，枝柯间突
然惊起的鸟儿最先感知到羽毛上的湿
意， 早起的炊烟掠过田畴时突然感觉到
丝丝凉气，初醒的庄稼睁开惺忪的双眼，
突然感觉到丝许的潮意， 起早的农人步
入小径时发现裤管被悄悄地打湿。

草木菜蔬是何等幸运， 与远道而来
的一汪汪露水， 就这样邂逅于一个个清
亮亮的早晨。 它们兴奋地舒展开手臂和
胸怀，热切地挺直腰杆，来感谢露珠的垂
青，来张扬生命的蓬勃。

清晨，我喜欢折入田间小径，去看满
眼的草木上或驻足或滚动或跳跃或娴静
的露珠， 看露珠铺天盖地般眷顾世间草
木菜蔬时惊心动魄的壮举。

早晨， 凉意四起， 双足悄然踏入田
径，一只手怯怯地握住一茎空管，只觉手
心潮湿，似有轻微的碎裂之声传入耳鼓，
脚面也被无数颗跌落的水珠呵得发痒。
小径两旁，疯长着齐腰深的野草，每一茎
野草身上都缀满盈盈的珠玉， 折射出玲
珑剔透的炫目亮光。这瀼瀼露水，辟开了
植物们繁衍生息的通道， 将绵绵不绝的
生命力默然注入草木深处， 让自然万物
依然葆有内心的一份清凉。 那些沾满露

水的叶片则像是浮在浅浅的碧水之上，
披着一件件水淋淋的衣裳， 在晨光里自
由游荡。

立于菜圃旁， 但见昨日黄昏已萎蔫
的蔬菜们活泛起来，把笑意写在了脸上，
正精神抖擞地昂首望蓝天， 仿佛想用自
己的枝叶去摩挲打头顶上空飘过的云。

露水瀼瀼的清早，连晨起的鸟鸣也沾
满了清凉的湿意，寂静的万物沐浴在缀金
坠银的珠光宝气里，享受着这份来自大自
然的厚礼，尔后捎上满怀的善意，去迎接
喷薄而出的太阳，去接受阳光的洗礼。

朝阳升起之时， 那夜起的露水悄然
滚落到泥土中，温柔地潜入泥土的深处。
待夜色降临，它们又将重整旗鼓，盛装上
阵，在草木的枝枝蔓蔓上排兵布阵，在大
大小小的叶片舞台上闪转腾挪， 在粗细
不一的秸秆上滚爬摸打， 把对自然万物
的深情团成一个个溜圆的水珠， 悄然地
折射出鲜活的生命印记。

细细密密的水珠簇拥于初秋的清
晨，是对季节的隆重礼赞。

真想在自家阳台上也养上一些细密
的露珠， 让它们养育出一个个充满诗意
的清早。

荷舞

■ 王树贵

几年前，村子搬迁，集中居住，许
多缸被主人遗弃。过去盛水盛米盛糠、
腌鱼腌肉腌猪头的家什， 在一尘不染
的新家里找不到安身之处， 都留在了
老房子中。

一日， 我和七十多岁的婆婆顶着
热辣辣的太阳， 到无人居住的老院落
里寻缸。 婆婆惜物， 几十年的乡村生
活，与缸结下不解之缘。我心里则早已
计划好，一缸菖蒲，一缸莲，一缸茨菰，
一缸荷。前面三样去年夏天已实现，唯
独荷错过了下藕的机会， 今年可不能
再错过。

我娘家水乡泽国，荷藕之乡。此时
的季节，正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 几千亩的水面满是荷，
望一眼，暗香盈袖。中年人的故乡是用
来怀念的，借一只缸，让荷叶上的故乡
聚拢到我面前， 我心中时刻惦记着这
事儿。

今年春三月，上街赶集。一片高低
喇叭的吆喝声中， 在一车车瓜果蔬菜
的缝隙里， 我惊喜地遇见卖藕人———
那是去年冬天掏的残藕，缺胳膊少腿，
泥迹斑斑。这种藕用来煮糯米最好吃，
汁水养人。 我掂着藕把子问卖藕人：
“这个可以栽吗？能不能活？”卖藕人打
了包票：“活不了找我退钱， 每两集来
一次，都在这个位置。 ”

拎着三节藕回家， 我被婆婆和邻
居们笑说傻， 他们不相信我能在缸里
养出荷。

如今寻到了缸，我弄些碎碎的泥
放进缸里，埋下藕把子，放水到缸腰。
那些瘦瘦的藕把子安心做起了夏天
的梦。

时间的力量，奇就奇在表面看似
不动声色，内里实则波涛汹涌。 每周

回乡下，我都要趴在缸口看看藕。 它
们的耐性真好，最初只用荡起的层层
涟漪回应我 。 怀疑———坚定———怀
疑———坚定。疑疑惑惑、心心念念。终
于有一天，发现有一只小巧的“绿箭”
伸出水面，———那是小荷， 童年记忆
里等待蜻蜓的那枝小荷。 我的心中，
满是欣喜。

深深记得曾路遇一缸荷， 随意放
在破败的院墙外。那缸里应该下了肥，
亭亭的茎傲娇立着，有力；圆圆的叶子
饱满丰厚，多汁。新落的雨在荷叶上滚
动，闪烁着雨后太阳的光芒。这是普通
农家的爱美之心。我一心向往，希望把
故乡也能安放在这样一口缸里。

小荷转眼间放了叶子。 隔几天再
回，缸里已是荷的世界。 小的如盅如
碟 ，大的如盘如盖 ，几张叶子撑起一
个清凉世界。 邻居们散步时会特意绕
弯拐过来 ，看看荷的长势 ，面露观看
魔术表演时那种难以置信又很欢喜
的神情。

此时起一阵风最好，众荷起舞，轻
摆慢摇，浅吟低唱，不狂躁，不喧哗。岁
月辗转，他乡异乡，终于在一株荷上遇
见舒展。

再过些日子， 这一缸里还会有荷
花呢。 那造型完美、寓意圣洁的花，粉
粉的花瓣衬着碧碧的叶， 才叫一个好
看！ 到时候我也学一学《浮生六记》中
的芸娘，傍晚收花时把茶叶放进花心，
次日黎明，花朵绽放，再取出茶叶。 据
说茶叶的味道特别，有荷香和露水香，
浅盏细饮，能炼心。

再过些日子， 还有莲蓬可以剥了
吃，或收了风干做案头清供也好。我的
书橱顶上，就有两只墨黑的莲蓬。姐姐
前年专程从老家带了送我， 看书写字
累了，望望它们，一抹清凉漫过心海。

一缸心事，都交给了荷。

夏麦成熟时

■ 郭炳飞

南来的暖风袭过田野，温热的麦香，
夹杂着成熟瓜果的香甜，在空气中飘荡。
骄阳下傲然挺立的麦子， 闪耀着迷人的
金黄色光芒。

日夜不停的布谷鸟，叫黄了麦子。 麦
子忙着孕穗、抽穗、灌浆，不敢有一丝懈
怠。 芒种之后，待产的麦穗把肚子鼓得圆
圆的，几十粒排在一起，昂扬着锋芒，香
味馥郁。 “豆熟一周，麦熟一晌”，父亲每
隔几天都会怜惜地扯下几棵麦穗在手里
揉搓。 偶有锋利的麦芒刺进手心，他也不

觉得痛，只眯着眼一吹，麦芒尽逝，剩下
沉甸甸、香喷喷的的麦粒，他一把掬进嘴
里，轻轻一嚼，便知道熟了几分。

此刻，最美的风景，不是桃红李黄，
不是繁花似锦， 而是这一片片充满着生
机的金黄色麦田。一支支麦穗耳语、一排
排麦浪嬉戏， 听懂了的父亲拿出尘封的
镰刀，在磨石上来回厮磨。 天微微发白，
夏虫呢喃，月芽尚西，全家老小都被叫到
了田间，一字排开，躬于田间，俯身在滚
滚麦浪之中。

看母亲割麦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
事，她一手揽麦入怀，一手挥舞镰刀，星

月一般的镰刀锋芒一闪， 一道优美的弧
线划出， 麦子便无声无息地倒进母亲温
暖的怀里，如同初生婴儿般安静详和。接
着再顺手一捏，便扎成一捆、绑成一垛，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些劳动
的技能如同她生存的本能，深谙于胸，无
师自通。

在嚓嚓声中，一排排麦子齐刷刷倒
地， 以一种整齐有力的姿势排成一排，
像是一种庄严神圣的仪式。 人们扛着捆
好的麦子 ，往车上装 ，直到一辆小小的
架子车 ，装得像山丘一样高 ，晃晃悠悠
地拉向打麦场，一场收割的盛宴才算完

成。此刻，麦茬地里阳光越积越厚。汗水
渗透了被麦芒扎伤的手脖和脚窝，阵阵
刺痛。 稍事休息，奶奶就带着我们拾麦
穗。 弯一下腰，拾起一穗麦子，拾起一穗
麦子 ，弯一下腰 ，机械而重复的动作像
是在给这麦田行着虔诚的谢礼。 我们稍
一偷懒 ，奶奶便提醒 ，“黄金落地 ，老少
弯腰”。 每一粒粮食都是一滴汗珠，一颗
种子，一个希望。

也许成长和成熟都是艰辛和痛苦
的 ，饱满了 ，会被收割 ，成熟了 ，要经过
碾压，使命完成，一切终会逝去。 收割与
播种 ，成熟与升华 ，也一定是麦子最好
的结局。

一辈一辈的人，把麦种进地里，一茬
一茬的麦，把人送进土里。循环反复的时
光里，麦子用她的物质颗粒和精神血液，
书写着人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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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鹊江码头
■ 何竞

长江滚滚，岁月悠悠。
从青通河流入铜陵的鹊江 （大通与

和悦洲之间的夹江）， 顺江下行 3 华里，
有一个用麻石条和青石板砌出来的码
头，有上百级石阶，二丈余宽。 码头闸门
坐落在大通老街下街头尽头， 石阶从江
岸一直延伸到江水中，与对岸（和悦洲、
铁板洲、河南嘴）的三家渡口连接。 码头
东侧不远处，原先有个“大通大戏院”，在
当时是个浩大工程， 听说花了几万两银
子， 是清末时期两岸工商界老板们齐力
修建的。 解放初，我经常看严凤英、桂月
娥、丁老六等名家在此唱黄梅戏，后来的
政治运动中，戏院被毁。码头上游 300 米
处， 也就是现在从大通老街到和悦洲的
渡口右侧， 有一个规模较大的观音慈灵
庙， 庙里一位叫石本慈的德高望重老主
持，据说精通中医，尤其擅长针灸，救死
扶伤无数。

这便是我故乡的鹊江码头， 家乡重
要的交通枢纽。 长江在羊山矶转了一个
湾，拐进鹊江。清澈明亮的水光倒映着岸
边的依依垂柳和蓝天白云； 行行白鹭从
鹊江的上空飞过，洒下阵阵动听的叫声；
一只只满载着粮食、食盐、生姜、鱼虾、煤
炭的货船鼓满风帆， 顺水而下， 一路顺
畅；逆流而上，岸边留下了纤夫的脚印和
汗水；一条绿色的汽船劈开江面，冲起层

层水浪，驶向远方……
“隔水千里”，此话不假。 当初，大通

与和悦洲、铁板洲、河南嘴一江之隔，看
得见、喊得应，可就是到不了。 据说明朝
迁移一批湖北划子（民间称湖北邦子，搞
小木船的）来鹊江，鹊江才终于有了运输
船和渡船，也有了正儿八经的码头，于吱
吱呀呀的桨声中， 编织着鹊江流淌的历
史，缝合着两岸人家的平安日子。

“有人要过江啦———”清晨，码头还
没醒，水雾江天，农家汉子那一声粗犷豪
放的吆喝，唤醒了码头，也唤醒了酣睡的
鱼、交颈的鹭鸶和伸懒腰的柳……

“嗬———就来了———”船夫懒洋洋地
钻出船舱，大声应答。鹊江、码头都醒了。

江柳依依，江水依依……
人声嘈杂，鸡叫猪唤，脚步急速，渡

船像集市一样热闹繁忙。 挑箩的、 提篮
的、上学的、打工的、做生意的，还有走亲
戚的，不论男女老少，不论人与牲畜，均
挤到一条船上。 女人的香味， 男人的烟
味 ，鱼虾 、河豚的腥味 ，小猪 、小鸡的臭
味，混合在一起。 渡船靠岸后，搭上一块
长跳板，乡亲们排着队，依次上岸，空着
手的扶着挑箩筐的，母亲抱着孩子的，大
人牵着小人的，年轻人搀着年老的，还有
照顾孕妇的……一路说笑，亲如一家。

小船悠悠，江水悠悠……
阳光抹红了对面的洲群和流动的江

面，江水波光粼粼，清澈明亮，畅游的江

虾、灵动的江鱼、潜伏的江豚、倒影的钟
楼、马头墙和柳树尽收眼底，我忍不住用
双手捧一把清水。

清灵的鹊江水，流淌着故乡的纯情！
如果说 ，鹊江是一首诗 ，那么渡船

就是诗眼，码头就是诗魂。 鹊江美如玉
带 ， 从大通古镇和和悦洲之间飘然而
过，那明珠般嵌入鹊江的码头就是古镇
的灵魂。

我家就住在鹊江边， 小时常徜徉于
鹊江码头，挑水、钓虾、洗澡、游泳……特
别是夏天，夕阳衔着江心洲，鹊江像撒满
了一江黄灿灿的金子，曼妙灵动，摇曳着
生命的意象。在晚霞中水鸟惊飞水上，江
豚潜泳水面，渔舟晚唱逍遥，有时我就坐
在码头石阶上，双脚插入水中，一些小鱼
虾舔着我的皮肤，痒痒的，抓又抓不到，
你躲我藏，十分有趣，即使双脚泡得像红
萝卜，仍不肯回家。

长大后， 回乡时看到鹊江码头聚集
的船越来越多， 有鸣着汽笛装着乘客来
来回回的绿色大汽船，有“突突突”装满
货物通江达海的大拖船， 还有往返于芜
湖至安庆、在大通港过夜的小客轮，更多
的则是以捕鱼为业靠人工划桨的小渔
船。每晚，大大小小上百只船停靠在鹊江
码头周围，江水倒映着船上摇曳的灯光，
流水溢彩，令人心醉神迷。 后来，随着生
活节奏加快， 小木船也装上了柴油发动
机，送客渡江、运输货物快捷多了。

鹊江作为交通要道的年代， 故乡码
头更加热闹。 大通和和悦洲似乎已经摆
脱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图景，走
向昼夜不息的繁盛， 成为安徽四大城市
（安庆、芜湖、大通、蚌埠）中的“老三”，在
长江全线被誉为“小上海”。

1958 年 ，大通港迁移到横港 ，组建
长航铜陵港务局，上世纪 90 年代在羊山
矶又建成长江公路大桥，2000 年后大通
古镇又移民建镇到长龙山。 特别是随着
沿江高速公路和铜九铁路的开通， 滨江
大道和铜都大道直通大通， 鹊江码头已
完成了承载家乡物流人流的庄严使命。
2005 年后，码头变得格外冷清 ，再看不
到客运轮船了， 每晚只有几条小货船过
夜。 看到空荡荡的鹊江码头和紧锁的码
头闸门， 我心中不由涌出一丝淡淡的惆
怅，却又有一种欣喜……

鹊江码头逐渐消失了。让人欣喜的
是 ，2010 年后 ， 郊区政府修复大通古
镇，鹊江码头又成了古镇水上旅游的一
处景点。

故乡的鹊江码头是我人生的起点。
她宽容厚道，不论你贫富贵贱，不论你停
泊多久，她都不会将你冷落抛弃；她豁达
博大，无论你飞得多高，无论你走得多远，
她都时刻牵扯着你的心绪……我的血液
里早已融入家乡元素，我的骨骼里早已注
入家乡钙质，我的灵魂时刻萦绕于故乡的
鹊江码头。 鹊江码头，故乡的脊梁。

中秋之盼 孙元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