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雨三河

■ 田再联

飒爽的秋风搂着雨丝跳起了舞，
忽而，雨丝挣脱秋风的怀抱，化作银亮
的碎末，在空中打着旋、翻着筋斗，一
丛丛， 一团团， 汇聚成偌大的轻纱幔
子。仲秋的烟雨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古
镇幽深的门。

传说中的仙归桥逢上了新思维，
被设计成一轮飘逸的长虹，飞卧在护
城河上。 时间弓起弧度，历史叠起了
石级， 秋雨下桥身光亮， 一尘不染。
护城河是太平军驻扎三河时的防御
工程 ，现今硝烟不在 ，城池已静作桥
下流水，载着游船舫舟。

天然亭与仙归桥相邻互望 。 绿
树翠竹掩映间 ，半亭依墙而建 ，轻盈
雅致 。 亭里的碑石雕刻有三河民谣
“十大舍不得 ”，诙谐幽默 、通俗生动
的顺口溜浓缩了古镇悠久的文化 。
“挺胸化作千支笔 ， 弄影又是一地
书 ”，拜读亭柱上的楹联 ，古镇的书
香墨韵扑面。

古西街如梳理洁净的老人，保存
完好的徽派建筑群， 让你迅速领略三
河晚清时代的民俗风情。 青石龟甲般
的纹理里，能看到时间行走的姿势。街
道两侧散布有青石雕磨的地漏， 连地
漏的孔隙都被象形美化， 有的似灵巧
的风火轮，有的似偌大的铜钱，有的似
盛开的莲花，寄有红红火火、财源广进
之意。马头墙占据了古街的领空，我怎
么看都觉得它们像翘起的燕尾， 让古
街穿上了一件又一件轻巧的燕尾服，
雨雾洇湿了每一件衣服，如水墨画。

每家每户的门楣上 ， 都吊着一
只淡黄色的方形姓氏灯笼 。 这些灯
笼做工精致 ，由篾丝编笼 ，糊上桐油
浸泡后的桑皮纸 。 为了挽救姓氏灯
笼这一地方特有的文化 ， 三河镇政
府组织手工艺人制作出灯笼 ， 发放
给每家每户。

板门铺子里 ， 有着各种三河特
产 ，米饺 、牛皮糖 、茶干 、米酒 、羽毛
扇……喷着香气 ，吐着色泽 ，探着身
子，一并围住了你的感官。 这条古街
上，几乎每家小吃铺都出售新鲜的三

河米饺 ， 只见店主们娴熟地弹着手
指 ，搅拌得均匀细腻的馅儿 ，转眼间
便结结实实地包裹在籼米饺皮里。冒
着热气的油锅在一旁等得有点焦急，
米饺刚一下锅， 香味便吟起了小调。
三河米饺 ，松软鲜美 ，既有油炸的香
脆 ，又有稻米的清香 ，更有醇厚的饮
食文化。

古镇街多，巷子也多。 在众多的
巷子中 ， 最出名的要数古南街的一
人巷。 走进一人巷，仿佛身子搁置在
凝滞的时间缝隙里，叫人肃然。 抬头
望 ，天空已被切割成一条如带薄纱 ，
飘过头顶 。 一人巷是少年杨振宁上
学的必经之路 ， 杨振宁故居就在一
人巷旁。

古桥，一座又一座。古桥中，三县
桥是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桥。立足桥
上，仿佛自己成了一枚与桥相随千岁
的印章。 清凉的风裹着雨丝，仿佛正
在书画一幅真实的《清明上河图》。

三河大捷让三河名声远扬，这里
至今仍保留着当时的古城墙、古炮台
等遗迹。 据说，太平军在此地修防护
城墙时 ，石料紧缺 ，三河百姓纷纷将
自家院子里的石块、 石条捐献出来，
才垒砌了这古城墙的墙基 。 古炮台
上，锈色满满的古炮管犹如巨人的一
根手指，染着沧桑，固定成一种角度，
指向远方。

“江淮第一阁”近四十米高，倚水
而建，是三河古镇的标志性建筑。 阁
内展示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陶瓷、
青铜器、珠宝玉器、匾额、佛教造像等
珍贵文物。

登阁鸟瞰 ， 古镇的线条更加清
晰 。 身影细长的小南河 ，贯穿镇区 ，
好似一条清逸灵气的长龙 ，将古镇
的躯体游动成江南水乡 。 梳齿状的
屋檐 ，鱼鳞似的瓦片 ，横竖交流 ，层
次分明 。 如果把三河古镇看作是一
棵树 ，那么 ，街为干 ，巷为枝 ，宅为
叶 ， 桥为花 ， 亭为果 ， 古迹便是年
轮 ，土地就是根了 。 一个古镇的命
运 ，大抵如一棵树 ，有落叶的消失
和花果的更迭 ， 增加的是年轮 ，不
移的是根 。

水乡的记忆

■ 汪宝生

故乡是一个临水而居的皖南小镇 ，
一条叫青弋江的河流成就了它的前世
今生。 沿江两岸，树木荫隐，风吹起时 ，
河畔的老柳树荡起秋千 ， 柔姿摇曳 ，与
河水、青天、云彩相融。 河水潺流不息 ，
伴着流水击石的和鸣声一路踏歌欢唱 ，
穿城绕村，浇灌出人类文明的绵延和变
迁。 沿岸居民吮吸这汩汩而流的乳汁成
长、繁衍，再陪着一条河慢慢老去。 河面
上泛起的浪花 ，在阳光的照射下 ，闪耀
着无尽的光芒。

汩汩流淌的江水滋润了小镇的每一
寸肌肤，年复一年，贯穿于田野与湖泊 ，
汇聚成乡村永恒的血统和印记。

小镇叫弋江，318 国道穿镇而过。记
忆中的故乡 ，曾是一色的土灰 ，祖辈们
依靠着土地里收成少得可怜的庄稼 ，艰
难地生存。 直到今天 ，路两旁还横着一
些低矮的土屋 ，黄土青砖 ，残存着岁月
的沧桑。 每次回家 ，我总是顾不上和母
亲多聊几句 ，放下行囊包裹 ，急着赶去
青弋江边，迫不及待地想呼吸家乡清新
的空气。

乡村的人淳厚朴实 ，一辈子就惦记
着侍弄土地，与自然相伴，与水土 、与庄
稼相守，心中有着对故土深深的热爱与

依恋。 故乡的土地 ，都是父辈们解放后
组织大家开垦出来的 ，后来实行包干到
户， 父亲常常带着我去责任田里平地 ，
整田开沟 ，把畦埂垫高筑牢 ，以待播种
灌溉。 我柔弱的肩头 ，被生活的担子磨
起了水泡 ，于是第一次感觉到劳动的艰
辛，懵懂的内心生出对土地的敬畏 。 母
亲心疼我， 噙着泪说 ：“你要好好念书 ，
以后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她的话中，似
乎对故乡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 ，透着无
尽的苦涩与隐痛 ，含着对儿女的疼爱与
期许。

皖南的山乡， 万顷麦田在水的滋润
下变得丰硕而秀美。 水是千年古镇的灵
魂，雨水过后，是家乡农田播种返青的季
节。 少年时，我总喜欢装模作样地扛着铁
锨跟在父亲身后， 学着样儿帮忙筑坝拦
水，浇灌那些干渴难耐的麦苗和油菜。 喝
饱了水的麦田，像一个刚刚睡醒的孩童，
绿油油的麦苗在微风吹拂下兴奋地左顾
右盼、交头接耳，刷啦啦顺着沟壑蜿蜒的
田畦一路奔跑。

乡间的田垄一望无际，纵横交错的小
路向远方延伸。 对于庄稼，父亲就像爱护
子女那般。 他常在地头沟边种一些黄豆、
南瓜、辣椒，种类丰富，长得枝繁叶茂。 待
这些果蔬酝酿于岁月的枝头，母亲捡些成
熟的摘下，让我挨个儿送给隔壁邻居和村

里的孤寡老人。 或许，这便是父亲与土地
的一种默契，一份情感。

岁月的枝头 ， 生长着我永远的乡
愁与回忆 。 犁田耙地 、播种收割 ，汗水
浸透了脚下的土地 。 父亲甩动手中的
牛鞭 ，赶着牛车 、沿着小径 “吱扭吱扭 ”
缓缓而来 ，顺着深浅重叠的车印 ，驶向
田野、驶向幸福。车上装载着耢耧、肥料
和种子 ， 种子合着汗水播进肥沃的泥
土。那些饥渴的麦子，喝着黄河水，吃着
农家肥 ， 如同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
精神抖擞 ，顾盼神飞 ，在阳光下舒展着
筋骨。 你追我赶的拔节声 ，窸窸窣窣的
抽青声 ，农人们希冀的笑声 ，在春光中
低回荡漾 。

父亲一直担任生产队长，做什么事他
都以身作则，吃苦、吃亏的事独自揽着，满
心盘算着能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看着
分田到户后新修的沟渠和水泥路， 父亲
想，以后麦秋再不用大老远地赤着脚肩担
背扛了。 他带着乡亲们还在田间的小路
旁栽了些小树苗，他说这样能防止水土流
失，等树长大长高了还能遮凉避热。

纵横的乡间小路和沟壑就是土地的
脉络， 小路的每一处都有我童年时的足
印。 人间务生事，耕种满田畴。 惊蛰时那
节， 农人们推上小推车， 装上农具或水
泵，耕种或浇灌，田野里热闹起来。 到了

夏季，烈日下的田间显得有些寂寥，野花
慵懒地开着， 纵横的乡间小路伸向没有
尽头的远方，在旷野里突兀着。

那历经风雨沧桑的乡村，曾经年复一
年演绎着丰收喜悦的场景，如今，已在岁
月的年轮里渐渐老去。 细看土地深处，一
条条纵横交织的乡路，跌宕不羁，如平原
上世世代代生活的农人，生生不息。 行走
于乡野，曾经泥泞不堪的小路，变为清一
色的水泥和柏油路； 当年栽下的小树苗，
也已经遮一方绿阴，顺着路的方向，绵延
伸向乡村的深处。

家乡是全国农业重点镇 ，以种植小
籽花生、莲藕 、烟叶 、紫云英等名优特农
副产品为主 。 还记得小时候 ，放学后去
地里打猪草 ，玩累了 ，随便一躺都是绿
茵茵红花草。 仰面躺倒，尽情呼喊，然后
闭上眼睛静静听那隐约传来的回音。 回
音在田野间荡漾 ，落在顺着花草点缀的
河岸。

今非昔比 ，如今的家乡小镇 ，休闲
农业 、生态农业 、观光农业等新兴产业
不断发展壮大 ，吸引着离家多年的游子
纷纷返乡归巢。 江水清冽，水色空蒙，一
片片芦苇萦绕在水边 ，鹅鸭嬉水 ，舟楫
穿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我对脚下
这土地心怀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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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评”如何成其“新”

■ 刘振

最近， 中国作协创建的微信公众
号“文学新批评”上线运营。 在渠道多
元、数量巨大的文艺评论新媒体中，新
增一个公众号本是平常， 但这个公众
号的不平常之处，在于诞生于“加强文
艺评论阵地管理”之际，是专业文艺评
论勇于“破圈”、融合发展、走向大众的
标志性举措。

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已经深刻改
变了传播形式，文艺评论也不可能一成
不变。 必须承认，文艺评论在当下技术
进步的趋势中出现某种程度的缺位、失
位。传统文艺评论与新媒体文艺评论成
了两个场域、两个阵地，一边是面目严
肃、高高在上，一边是零散活泼、众声喧
哗。专业文艺评论者有着极高的审美水
平和判断力，但对现实中的文艺现象或
视而不见，或不知如何应对，在内容、方
式和语言上都出现了不适应。文艺批评
如何从传统话语向“新批评”转变，已经
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命题。

文艺批评进入新媒体场域， 显然
不是开个公众号那么简单。当下，文艺
评论已经不仅是洋洋洒洒的鸿篇巨

制，也不再是一本正经的说教和灌输，
它们正转化为更能为年轻人接受和喜

爱的新形式。 倘若文艺评论仍固守着
学院风、理论味，“老方一贴”显然无法
准确把脉新的文艺现象， 反而给人左
支右绌、 隔靴搔痒之感。 但也要认识
到， 新媒体环境蕴藏着新生的朝气锐
气，也不乏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复杂，
“新批评” 如果只是满足于网言网语、
追梗卖萌， 以传播的逻辑代替评价的
逻辑，也不免“自降身价”，失去批评应
有的高度与力度。

“新批评”应兼具“网感”与“美感”。
文艺批评要重现勃勃生机， 就必须创
新文风做好“话语转化”。 及时关注重
点作品、文化现象和热点问题，推出更
多微评、短评、快评文章，做到内容深
入浅出、语言生动活泼。唯有融入网络
生态，更新思维话语，才能跟上时代节
奏，迸发新的力量。 但是，有“网感”不

是一味迎合网民口味， 更不是为博眼
球而降低品格， 而是要把好的文风和
好的内容统一起来， 用生动活泼的语
言、有理有据的分析，告诉人们什么是
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既有专业权威
性又符合大众阅读习惯，“新批评”才
能“叫好又叫座”。

“新批评”应促进专业评论和大众
评论有效互动。 时下活跃在新媒体平
台的大众评论，不乏真切生动的感受、
深刻新颖的见解和有的放矢的批评。
这就要求文艺评论者主动了解当下受

众的所思所想、所忧所虑，绝不能闭门
造车、坐井观天。 但也应看到，大众评
论也有情绪化、 肤浅化、 娱乐化的一
面，既要适应其存在也要保持清醒，不
能完全被其左右。 “新批评”理当强化
议题设置和价值引领的功能，把导向、
正风气，有态度、有锋芒，要在精神领
域成为引领时代风尚的航标。 “新批
评”也要更好回应受众需求，参与话题
讨论、评论发声，推动专业评论和大众
评论有效互动。

“新批评”应善用而不滥用技术。大
数据和算法为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提

供大数据支持，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
用。但算法技术一旦被滥用，乱推荐、买
热搜、搞控评，就破坏了正常的文艺创
作和文艺评论环境。 无论技术如何进
步、媒介如何变化，都不能丢掉文艺评
论的公信力，不能弱化文艺评论提高公
众审美水平、 涵养社会文化风气的职
责。 “新批评”要做的，不是将鉴赏与评
判的功能拱手让给算法，而是以端正的
价值导向为算法“立心”，以算法技术为
辅助，从专业角度出发褒优贬劣，两者
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如此，“新批评”才
能成其“新”、立其意、固其本，在创新融
合中迎来一场嬗变。

鹊江摆渡人

■ 何竞

美丽的长江，悠雅的长江，儿时记忆里最充盈的
莫过于古镇边的那条鹊江 （铜陵市大通镇与和悦洲
之间的夹江）。江水清澈，碧波荡漾，风轻云淡的日子
里， 澄清的江水总是散发着清新的气息。 江上没有
桥，来来往往的渡客是这条江上最有生气的部分。

记忆中的摆渡人穿一件灰色破布衣， 雨天则披
着棕色的蓑衣，一根长长的竹篙用得泛红。 在那时我
的想法里， 我真觉得他像渔翁那样，“烟消日出不见
人，矣乃一声山水绿。 ”当竹篙轻轻撑过岸坡，木头渡
船微微启动，山水为之一变，刹那间，雨淋日曝的艰辛
消失不见，摆渡竟成了妙趣横生的乐事。

他姓毛，我喜欢叫他毛公。一则当时我跟父亲学
国画，毛公颇似父亲的画中人，他摆渡渐行渐远的身
影衬托在山水之中， 颇似泼墨渲染的国画， 让我神
往；再者，称某人为“公”，总有些神灵飘逸的境界，颇
有摆渡形单影只、衣袂飘然的风格。

毛公很勤劳，天蒙蒙亮，便开渡了。 渡客三三两
两地从镇上出来，到和悦洲办事、会友或耕作。开渡是
有时间的，每半个小时一渡，人多人少都开。 一到时
间，“渡了，渡了……”毛公双手合掌一阵吆喝，待一路
小跑刚刚赶到的渡客一上船，船便慢慢起航了。 船头
有张小桌，上面有个敞口的小木箱。 来乘渡的人都自
觉往里面放钱，记得 1955 年老师带我们去和悦洲看
大轮时，每个人只收 2 分钱，有挑担子的收 5 分钱。有
人偶尔忘了，毛公也不去提醒。在他看来，开渡更多的
是服务，而不是营生。

船到对岸，枯水期只要 20 分钟，洪水季节大概
半个小时至 40 分钟。渡船不大，但一路总是很热闹。
聊聊近来镇内外发生的事，说说天气，猜测水情，讲
讲故事。 顺风的时候，毛公还高声地唱着黄梅戏。 在
这鹊江上，渡船的热闹与欢笑总是无可比拟。 那时，
过渡成了小镇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来时的苦恼，去时
的忧愁，暂时消失。据我记事起到后来的 30 年里，毛
公一直坚守在渡船上摆渡。

风里雨里，渡来渡往。30 多年后，我从外地调回
铜陵，第一件事就去小镇，并特意去了渡口。 江水依
旧清澈，涟漪荡漾两岸风景，但渡口已不见毛公，摆
渡的是个年轻人。 我端详半天，认出他是毛公的次
子二子。 一阵招呼，他竟然也记起我，欣然邀我坐上
渡船。 渡船已经换了，听说起初由木质换成水泥的，
现在又换成钢质的。 “这是政府给换的，喏，还有救
生衣、救生圈。 ”二子指指渡船两边。 果然是新新的
感觉， 而且船上的物品摆放整齐。 “我父亲年纪大
了，后来划归航运部门退休了。 我原本在家种菜，就
来顶职了。 上个月还专门接受资格培训，考到了上
岗证。 ”……

2015 年，我到郊区大通镇工作调研，又特意到渡
口找到了当年的二子，不，已是二子老人。 他五年前
就退下来了，那天正巧来送饭给摆渡的儿子吃。 “来
乘渡的人还多吗？ ”我问。 “不多了，现在不像以前。 ”
老人说，“这两年和悦洲的中青年人大多外出工作
了，加上移民建镇，多数人家都搬走了，洲上只有少
数老年人生活。 这个渡口也是因为洲上还有近千亩
蔬菜地，种植管理、收获运输还少不了渡江，干一天
算一天呗。不过就是撤了渡口也没啥不舍，镇上不少
老行当现在干的人都越来越少，像补锅、箍桶、弹棉
花基本都没有了，草屋、瓦片、土墙房也都改楼房了，
这都是时代的进步啊！ ”我再问都还有哪些人乘渡，
老人说：“偶尔有些中小学生或单位团体到白鳍豚养
殖场去参观， 也有到大通老街旅游路过的年轻人觉
得好奇，就乘个来回看看江景。还有像你一样老家原
在小镇的外地老人，专门来乘摆渡，为的是怀旧。 像
我父亲，都 93 岁了，隔三差五就来这里走走看看。30
多年了，他总惦记着。 ”

“他总惦记着”，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想这句话。 在毛
公眼里，一根篙、一条木船，撑起的不仅仅是古镇民间的
交通要津，更是被一种鹊江的人文糅合了。

一渡一生。 我离开小镇 60 年了，走到哪里看到
摆渡， 我还是会想到毛公———那个在我记忆里衣袂
蹁跹，撑着竹篙的老人。 在“吱—嘎，吱—嘎”的划桨
声中，渐行渐远。

旺铺的门

■ 石泽丰

木板条拼制而成的两扇大门是
关着的，没有上锁。 生锈的铁制锁搭
扣完全成了一种摆设， 不知从何时
起，就一直耷拉在门的腰身。 板条有
些松散，在瘦身中变了形，相互之间
裂出一条条缝隙来。 日光下，腐烂的
木板条呈现出一种暗黑的质感。 我
立在门前， 看着发黄的石灰墙上挂
着的一块标牌：清代旺铺，建于乾隆
二十八年。 注释得多么充分啊！ 我呆
住了， 思索着这扇两米多高的大门
究竟关于何时。 看看四周，没有找到
答案。 我用手机把它拍了下来，做好
备注：时间把旺铺的门关上了，我该
如何去探究？

是呀 ，我该从哪一个角度去探
究 ？ 这两间徽派的小瓦屋 ，经营过
一些什么样的商品？ 经历过怎样的
繁荣？我不得而知。门前，一条山水
沟里流水淙淙。 它从门前的山上流
下来 ， 将流到村外的小河里去 ，流
至长江流至大海 ， 途经旺铺的门
前 。 尽管如此 ，它们也没有为外人
说出一丁点儿有关旺铺的秘密 ，也
许一切过往了 ，不值得一说 。 可不
是 ？ 如今的村落 ，剩下的都是留守
的老人 。 我行走在村子里 ，感觉空
空荡荡的。 我向一位八旬的老人打
听后才得知 ：村子里年轻人常年在
外打工 ，挣了钱 ，多数已搬出去了 ，
一些老房子成了空壳。

我在猜想， 如果追溯到清代，这
个名叫渚湖姜的村落会兴盛到一种
什么样的程度？车水马龙？而眼前，横
穿于门前的石条路，寂寞、冷清，它用
一米来宽的路面提示着我：“旺”仅限
于这个村落，它不在闹市，没有占据
街道的一隅，而是躲在一个山区的盘
地之中，任时间掩埋着村庄里的鸡鸣
犬吠，任风雨磨蚀着门前的石条。 石
条从村口一路铺设过来，从岁月的深
处一路铺来，曲折迂回，印痕中饱含
着岁月的冷暖。 在渚湖姜，流水一直
紧贴着它在奔流，似追问：你究竟见
证过多少故事？ 石条沉默，身为旺铺
的老屋也沉默。

相传， 渚湖姜有 600 多年的历
史，它鼎盛于清代，这与曾经担任广
西巡抚、云贵总督、军机大臣直至首
辅的鄂尔泰有关。鄂尔泰因实行改土
归流，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
区的统治而扬名青史。鄂尔泰幼年时
曾得到一位姜姓塾师数年的养育与
关爱，所以发达后亲笔书写了“世不
忘姜”匾额，赠予姜氏宗祠。 但此次，
我没有看到渚湖姜的族谱。

风从山坳里吹过来，枫叶落了一
地。寒意钻进脖子，有些冷。我整了整
衣襟，站在旺铺的门前。 门像微微瞑
目的长者，无精打采地瞥一眼远处的
山和眼前的路。 开门见山出门是路，
一切直截了当， 像极了山里的村民。
铺主也许受到了启发， 除去私欲，直
来直去，这许是铺子得以兴旺的原因

之一吧。 置身于一个村庄的历史，一
个人的一生又何其短暂，铺主也不例
外，终究成为旺铺的一个过各。 然而
旺铺呢？ 在时间的长河里，它也太累
了，从乾隆二十八年走到今天，算算
也有 200 多年的历史。它看惯了这里
的一切，看淡了人情世故，看完一代
又一代铺主，终究没有逃过闭门谢客
的一天。 岁月轻轻地掩上了旺铺的
门，这一掩，就不知掩上了多少年。如
今，这房屋已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门
既然被关上了，我又怎么忍心将它推
开，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私欲，不让
自己推门进去。 尽管它一而再，再而
三地让我感觉到好奇，我还是不敢莽
撞，怕惊醒这位已经沉入睡梦中的孤
独老人。 站在旺铺的一边，我不必问
她在想什么，这木门上被时间勒出的
每一道痕迹都是思想，越是在那些孤
寂的日子里，这思想越深藏着一股闪
电能量。

我转至村口，看到一棵粗大的枫
树，当地政府立牌告示：树龄 120 年，
属国家三级古树保护名木。 在这里，
我再一次探到了历史的厚度。在这里
生活的人，一群纯粹的生命，在一次
次物品的交换中繁衍生息，壮大着宗
族生存的力量，书写着渚湖姜的发展
史。 面对那家商铺，我断定它不可或
缺，那些年间，这“旺”字隐藏着太多
的信息，无可非议，它是村人生活品
得以转动的钥匙。我坚定着自己这样
的想法。

残荷冬韵 李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