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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盲盒”式读书不可取
■ 周慧虹

网红书店的兴起、国民阅读率的提升，让人欣喜于大众阅读
的回归。 但同时，“娱乐式阅读”的势头让人忧心。 很多人读书就
是“开盲盒”式的读法，这些人选书的理由很任性，或仅仅喜欢书
的装帧风格，或简单觉得书名不错，至于作者姓甚名谁、书籍创
作背景、文本大致内容、自己阅读诉求等则完全没有概念。 这种
阅读的结果，多半也是半途而废。

现今盲盒经济流行，不少人热衷于买盲盒、开盲盒。 盲盒中
具体装的什么商品，事先并不确知，消费者完全凭借着一股冲
动，秉持一份美好的期待行事。对于到手的盲盒，拆开来契合己
意，自然皆大欢喜，可如果盒中商品自己不喜欢，便满心失落，
随手丢弃，既浪费钱财又耗费精力，如此盲盒经济，可谓是“盲
目经济”。

读书犹若“开盲盒”，根由还在于读书缺乏明确目标。 读书，
对其而言不是基于“想收获什么”，而只是满足于“读书”这种行
为。在这些人看来，只要读了书，便没有荒废时光，说明自己好学
上进，也就能让自己摆脱焦虑实现成长。但事与愿违，如此“开盲
盒”式读书，往往得不偿失。

物质文化条件匮乏的年代，由于好书难觅，爱读书者但凡遇
到一本书便“饥不择食”，读得如痴如醉，这自然能够理解。 但如
今，随着社会发展，可读、能读的书实在太丰富，一个人只要乐
意，可以说是想读什么就能读什么。 越是这种情况，读书越得讲
求目的性，得有所选择，否则，势必事倍功半，付出了时间精力却
没有收获知识，没准还可能因此而挫伤自己的读书热情，导致与
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日渐疏远。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知名新闻人邓拓就在其《不要空喊读
书》一文中忠告读者：“你觉得自己最需要什么知识，就赶快到图
书馆去找有关的书籍……从自己最需要的地方下手， 兴趣很快
也会培养起来，日积月累，就能读好多书，掌握好多知识。舍此以
外，别无路子可走。”读书，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实在很重要。

读书，要带着目标与问题去读。当一个人心有明确的阅读目
标，才能提出自己的问题，进而以积极的阅读姿态，有意识地在
读书过程中勤于思考，努力找寻问题的答案。 如此，才能提高阅
读效率，做到读而有获。

浩瀚书海中，阅读前还需先去了解书。只有对自己准备阅读
的书籍有了大致了解，才会少走弯路，尽量使所读内容与自身阅
读目的相合拍，“所读即所需”。 现在有不少人习惯于跟风阅读，
习惯于将阅读取向交由别人主导，一味选畅销书、网红书，这种
态度要不得。

一本书摆在我们面前，我
们得想想自己要的是什么，先
看看这本书是不是自己需要的

“菜”，别总是抱着“开盲盒”的
心态随意开启阅读旅程。这样，
我们才能不断与自己心仪的书

交朋友， 才能在阅读中体味美
好，收获丰盈。

春风浩荡八一村
■ 光其军

阳光明媚的春日 , 与友人前往桐城唐
湾山区探访八一村 。 一路群峰连绵 ，一个
个村庄嵌在山林的绿色长卷中 ，在奔赴的
路途上迤逦闪现 ，似乎含英蕴秀 ，处处发
人幽思。

现在的八一村，由原椒岩村和原八一村
这两个小山村合并而来。原椒岩村，有人说是
因一块山岩上长有山椒子树而得名。 也有人
说，这里有块岩石形如轿子，叫轿子岩，久而
久之念成了椒子岩。原八一村，村名则源自这
片土地上难以磨灭的一段革命斗争史。

吴老屋村民组十几户人家，错落在泛螺
山下。村庄只有一条道进出，后面的农田中，
一条小路通向泛螺山，再伸向舒城一带的大
山。 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得村庄便于隐蔽。
1941 年 2 月， 新四军挺进团团长林维先带
领团主力，进驻叶湾、天平岭一带。与天平岭
毗邻的吴老屋成为新四军驻地。六十多岁的
村民老吴家，就住过新四军。 他陪我去看曾
经的八一林场，指着一处长满了草和杂木的
山中空地说，这里曾是当年桐怀潜工委的联
络站。拨开草走进去，空地上仅剩几处基脚，
证明曾有过几间老屋，不料竟是一处遗落在
岁月深处的革命遗址。

古塘村民组，因村中水塘间有一石如鼓
得名，鼓与古同音，古老村庄也就改称古塘。
村支书叶远义说，村里曾驻扎过钟大湖带领

的新四军桐西大队。 那时村民都心向革命，
对到来的部队很热情，不遗余力地为战士们
提供好生活服务，村民们都知道，这些“革命
人”， 是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老百姓的利益
英勇战斗、流血牺牲。

泛螺山，形如倒扣的海螺，上有泛螺寨，
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1930 年以前，这里是
鄂豫皖苏区的边陲，之后，红军来往活动频
繁。 泛螺山胡氏宗祠的墙上，当年红军留下
的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实行
耕者有其田”的标语，笔迹苍劲有力。 至抗
日战争前夕， 这一带发展了包括彭庭举在
内的 20 多名党员， 革命的种子落地生根、
见风生长。

在八一村，提到彭庭举，无人不知。 早
在 1928 年前后， 他就在唐湾的天平岭、泛
螺寨、长岭、张家楼以及舒城芦镇关 、小百
丈岩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建立了中共地下
支部，曾发动同志们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
大批枪支弹药和药品， 通过天平岭联络站
送往苏区。

当时，天平岭下面的叶老屋村民组只有
二十几户人家，几乎全都支持革命。 革命者
陈光华的父亲是联络站的一员， 经常来往
于桐舒之间运送物资。 陈光华受彭庭举和
父亲影响，投身革命。 桐城被日本侵略军攻
占前， 这里成立了以彭庭举为书记的舒桐
区委， 陈光华在区委负责桐城山区和舒城
芦镇的工作。 抗战中，他是黄甲人民自卫队

指导员。 1942 年，新四军挺进团团长林维先
率领警卫团留在桐西山区， 敌人探听到消
息，准备大举进攻。 陈光华奉命潜入敌人内
部，获得重要情报，使敌人大规模清剿无功
而返。

这个堡垒村庄，还是当年舒桐潜边区工
委的常驻地和联络站。 1944 年前后， 以杨
震、杨启文为首的两支游击队坚持边区武装
斗争，在恶劣斗争环境下常来此地休整。 村
民一见他们来，主动安排吃住，帮助站岗放
哨。 曾是新四军挺进团连长的张有道回忆
说，当年到了百丈崖、天平岭、叶老屋，没想
到那里党员这么多， 战士分散在老百姓家，
就像是到了自己家，温暖又安全。

彭庭举在这里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敌
协会。 1938 年 7 月，叶老屋村民组叶春山等
15 人组成了第一个抗敌协会。 随后，又在椒
岩的古佛庵成立青年抗敌协会。 1940 年，叶
青山、叶鸣铎等加入新四军。

1941 年 5 月， 叶青山随新四军挺进团
在潜山后冲和桐城大塘一带活动。 一天，部
队被敌人包围，他腿部中弹。为不拖累部队，
他主动要求留下，躲在草丛中，故意吸引敌
人的注意，掩护部队转移。敌人发现后，将其
残忍杀害。叶青山烈士长埋于叶老屋对面的
山头，他的事迹，刻入家乡百姓的心头，矗成
永远的丰碑。不停有革命战士倒在历史的血
泊中，1947 年，华东野战军 218 团连长叶鸣
铎牺牲于孟良崮战役。

迎着清朗的山风，走在叶老屋前、天平
岭上，仿佛走进波澜壮阔的战斗岁月，目睹
着当年群山间的点点星星之火。 从这里往
北、往西，崇山峻岭间蜿蜒的羊肠小道，通向
舒城、金寨、潜山或鄂皖交界的广袤山岭。每
一处山岩褶皱里， 都镌刻着鲜活的红色记
忆；每一条溪流的奔腾喧哗，都夹杂着历史
的铿锵回声。 天平岭上，原八一村老支书叶
伟，领着我们来到革命烈士陈光华墓前。 墓
地正对着进出天平岭的水泥路，微风摇曳根
根尖细的墓草，在和美的风日下，沉静地俯
瞰岭下的村庄———那儿已改造为一处十几
家相连的的四合院，焕然一新，鲜花绿树，春
意盎然。

叶伟一家几代人，接力奋斗，精忠报国，
父亲叶逴，1965 年参军入伍，在抗美援越的
战场立下战功。儿子、女儿分别走进军营、奉
献青春。 他自己没当过兵，却对国防建设有
着特殊的情感，他家曾被省军区授予“关心
国防建设好家庭”光荣称号。 叶伟曾用短短
四年时间，帮助贫困的原椒岩村一跃成为小
康村，获安徽青年星火带头人、安徽省十大
杰出青年称号。他见证了这个曾经的贫困山
村，在党的政策春风吹拂下，依靠村民们们
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日夜织绘美好生
活的锦绣画卷。

来八一村，看看这里的青山绿水、红色
印记吧。岭上开遍映山红，丹心不灭，浩荡春
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我是志愿者
■ 张莉

三月以来，全国疫情多发，我所在的合
肥地区也发现多起病例。 按照统一要求，机
关、企事业单位组成多支志愿服务队，深入
社区、隔离点、入城路口等，值班值守，协助
维持秩序和开展核酸检测排查。 我也参与
了单位的志愿者队伍， 被分配在严店高速
路口卡点。

单位人少， 只能全部排班、 大家轮流
上，基本上一天半就要轮到一次，每次 4 个
小时。4 月 2 日，我第一次到卡点值班，穿上
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手套，“武装”整齐后，
到达工作岗位。

我驻守的地方，是车辆驶离高速后进
入肥西的第一关，位置可谓至关重要。 收
费站工作人员根据车辆缴费情况，判定车
辆是否由外地来肥，决定给驾驶员发红色
或绿色的纸片：绿色的，写着“免检”，直接

驶入左边快速车道通行；红色的，写着“双
检”， 要直行进入核酸检测区。 工作很简
单，但风险和责任不小。 我们会与驾驶员
有较近距离的接触， 特别是一些大货车，
车身高 、噪音大 ，驾驶员常常听不清我们
的指引 ，摇下车窗仔细问询 ，这无疑又增
加了风险。

“站岗”的地方没有树阴遮挡，中午太
阳下很是燥热，人戴着口罩手套全副武装，
不一会热得浑身汗漉漉， 难得有这样的体
验，让我感受了“大白”们的不易。 除了热，
车辆的噪音、尾气也让人头疼。 大货车轰隆
隆地贴着身边开过，时间久了，人感觉头晕
耳鸣；车子不断地在面前停下又启动，柴油
和汽油的混合味儿吸入嘴里、鼻子里，那味
道真是“酸爽”。

“业务”逐渐熟练，刚开始有些忐忑和
紧张的心情也逐渐放松下来。 我这一班，正
逢下午车辆的高峰时段，即使有交警指挥，

道口还是接连出现好几次拥堵。 大部分驾
驶员都很配合， 偶尔也有极少数想趁乱从
免检车道偷偷溜走，我丝毫不敢大意，时刻
用眼睛余光扫描搜索这些“漏网之鱼”。 整
整 4 个小时， 一直站着， 甚至没有时间喝
水、上厕所，经由我这里分流的车辆足足有
1000 多辆，“请您直行做核酸检测、 请您左
转、请走左边的通道”，这些话也在口中重
复了上千遍。 高强度忙碌中， 没察觉到疲
倦，直到服务结束后坐车回家，腰酸背痛的
感觉才瞬间袭来。 赶紧大口喝几口水，缓解
一下口干舌燥， 人累得真是一句话都不想
说了。

值守期间，也遇到许多暖心的小事。 有
时值夜班，车灯太亮，我常常看不清驾驶员
手上拿的是什么颜色纸片。 一次，过来一辆
货车， 我朝车上的驾驶员扬了扬手中递接
纸片的抄网，师傅摇下车窗，递过来“免检”
绿纸片， 笑嘻嘻地开玩笑：“捞到一条大鱼

吧。 ”我也笑着回答他：“谢谢你让我捞到一
条鱼，请走左边通道。 ”他带着愉悦的心情
继续前行，我保留这份开心继续坚守。 还有
一次，一位驾驶员没听清楚指令，错进了要
做核酸检测的车队里， 我只能让他去收费
站检查确认后才放行。 我诚恳地跟他说请
理解。 他大手一摇， 跟我说：“大家都不容
易，理解！ ”这一刻，心里突然升起感动，几
欲落泪。

做志愿者的 10 多天里，我忙碌于白天
熙熙攘攘热闹拥堵的高速路口， 凝望过午
夜时分清冷的道路上远远划过夜空的车
灯， 经历了夜间的凛冽寒风， 也遭遇了不
期而至的高温和阳光暴晒。 我很自豪能站
在抗疫的最前线， 贡献着自己微薄的一份
力量。 在国家需要的地方， 在人民有困难
的时候，许许多多这样微薄的力量，凝聚成
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 守护百姓的生命健
康安全。

这个清晨，当我驻守在卡点，夜幕正渐
渐褪去，周边村庄的轮廓慢慢清晰，我脑海
里浮现出欧震《月光下的中国》里的一句：
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
东方欲晓，这样的时刻，让我激动，我将终
生收藏好这片风景、这段经历。

汗渍，是劳动的山河图
■ 路来森

淌汗 ，就有汗渍 。 那是劳动的印章 ，是劳动者躬耕画出的 “山
河图 ”。

汗渍的形状千姿百态。 劳作的人，扬起头，看看天上的白云，汗渍
也许也成了一片白云；劳作的人，举目遥望，前面是广阔的田野，汗渍
或许成了一块不规整的田地。 汗渍最丰富、饱满的形象，是一棵棵高
粱、一株株玉米、一团团棉花、一穗穗稻谷，劳动者在田间劳作，庄稼最
了解他们，把自己的形象、图式印在农人的脊背或者衣服上，作为一种
独特、健美和诚实的纪念。

汗水在脸上、 脊背上纵横流淌， 留下一条条河流状布散的汗
渍，让人觉得，汗渍也有大气磅礴的纹理———仿佛是大地在身体上
盛放。

夏天里，父亲裸背在田野里锄地，一些蚊虫会在脊背上叮咬。父亲
回手拍打的力道很大，很远就能听到啪嗒啪嗒的声音，手印也深，指痕
红红的。下坡回家，父亲依旧裸着脊背，衣服只搭在肩膀上。回家后，母
亲看到了，就望着父亲一直笑———笑他脊背上手掌状的汗渍。

父亲又习惯性地回手拍打一下，诙谐地自嘲：“这就是劳动人民的
象征啊。 ”

汗渍通常是白色的，那是身体渗出的盐花；如果汗渍中融入了泥
土，也许会呈现黄褐色。

白色的汗渍，是天空的颜色、阳光的颜色。太阳悬在天上，把整个
天空照得白花花的，白得耀眼，直穿透农人的脊背、衣服，把农人的汗
水，凝固成一道印记、一种认可。 白亮亮的太阳见证了农人劳作的辛
苦。 透过这道印记，我们能看到农人在田地间挥汗如雨的情状，更容
易记住“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箴言。

黄褐色的汗渍，则是泥土的色彩。 汗水从脊背留下，流至脚跟，然
后渗入泥土，浇灌了庄稼，大地记住了劳动者的恩情，以泥土铸造一枚
枚印章，印在劳动者的脊背上、衣服上，告诉人们：别忘记农人对土地
的付出。

汗渍有一种咸苦的味道，一种土腥气。
有些人会嫌弃这种味道，说它“臭烘烘的”，避而远之。劳动者不这

样认为，他们懂得这味道的意义。 这是劳动的结晶体，散发生活的百
味，其中最甘甜的是沉甸甸的收获滋味。

那些年，父母在家务农，夏日黄昏，父亲出坡归来，母亲总是习惯
性地拿过他搭在肩上的汗衫，放在鼻端嗅一下。她从汗渍味中，嗅出父
亲劳作的强度，嗅出父亲身体的疲劳程度。然后笑一笑，做出最好的饭
食，用香甜的爱，犒赏父亲一天劳动的付出。

茶渍，是一杯茶的记忆；汗渍，记录一段劳动的历史。 感恩这些留
下汗渍的人们吧，我们应充分理解生活的概念、劳动的意义、付出的价
值，更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劳动者最光荣、最伟大”。

读书的模样很美
■ 刘效仁

阅读就是最美的姿态， 就是最美的风
景。 汉语言文字抑扬顿挫的音韵声律之美，
读起来本就让人欣然陶醉， 再想到古人阅
读时的姿态———且吟且诵，摇头晃脑，击节
赞叹， 会心一笑———这该是怎样的享受和
愉悦。 可惜，如今我们只能从文字记述和影
视创作中，快乐着他们的快乐了。 曾经，湖
南有位老师将歌吟法引入语文教学， 虽说
很受学生喜欢， 但终究少了些自然的韵味
和朴拙之美。

在急功近利 、心浮气躁的时代 ，琅琅

读书声里也常常难免有某种郁结急促 ，
少了古时的从容和恬淡。 越如此，越需要
放下自我的敬虔的阅读 、 心与心交融的
阅读 。 当你沉下心 ，走近作者的生命 ，进
入书卷的情境 ， 才能到达那完全放松和
无我的状态。

阅读，是应该讲究姿态的。 鲁迅说，自
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
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
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 因为是“当作消
闲的读书”，自可随意，或倚靠，或斜躺，找
一个最自然舒适的姿态即可。 但鲁迅也说
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

有许多的阅读 ，需要郑重其事 ，正襟
危坐 ，焚香净手 。 当你读余华的 《活着 》，
读着福贵一生的际遇 ， 尤其那饱经患难
后仍豁达向上的生命态度 ， 你会被那残
酷的生命真相所震撼 ， 不敢有丝毫的摇
摆和躁动 ，直至潸然泪下 ，从心底吐着那
股忧郁之气 ， 端着的姿态然后才敢有所
放下。

但你若读周国平的小品文， 则完全是
另一种心情和姿势：毫不设防，完全放松，
以至于每个骨节都是灵动的。 作者俏皮幽
默的生命感悟， 三两句可引为知音的生花
妙笔，带给你一种欢快的体验，让你忍俊不

禁，乐不可支。
北风凛凛，雪落无声。 又值少有人造访

的暗夜，真是宜于阅读的好时光。 许多书就
像一个充满了七彩诱惑的洞穴， 令你按捺
不住想冒险探访的冲动。 当你真的深入其
间，洞幽烛微，最终发现了作者潜藏其间的
人生奥秘，有豁然开朗之感。 这种如获至宝
的“探险”经历，给人的快意很难用文字去
比拟。

抛却世间的功名利禄， 淡忘人生的进
退荣辱，平心静气，信马由缰，率性而读，心
头一定溢满了芬芳。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
要有一个在路上。 ” 放逐身体或是放飞灵
魂，常常不那么容易。 但爱读书的你，真的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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