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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今年，告诉我
最美的时光已到来
是一只椿象。不是
故作深沉的春雷
蠕动着喉结发出的男低音

惊蛰第二天清晨
在露台的中央，我发现了
这个冒失的铠甲勇士
仰翻着，无助地蹬着六条腿
就像在表演一场蹬伞杂技

整个冬季确实不易，抱团取暖
只是梦中的游戏
这样性急，是要告诉我吗
听见枝头——
桃花交头接耳。那些人面桃花
那些桃之夭夭，以及一切
与桃色有关与绯闻无关的新闻

我喜欢椿象这个
诗意的名字
今年是它告诉我
最美的时光到来了
我用一片绿叶帮它翻过身
终结了这次逆天看春的冒险
（注：椿象，常见昆虫，俗名

打屁虫）

是去年见过的那株？也许不是
一株多年生的茅草懒洋洋

和我打着招呼
既不热烈也不冷漠
抚过脸庞轻言细语

桃花正在倾诉惨不忍睹的心事
满山遍野弥漫着浓烈的血腥
李花也跃跃欲试
小心翼翼酝酿下一秒喷薄

的泪点

只有它毫不动情，一张老
脸昏昏欲睡

春风已染不绿长发。无所
谓春风

也无所谓四季。
时间就是一场可有可无的约会

假如不是我的眼睛
不经意间与它的眼睛相遇
我不会知道
最贫瘠的山坳存在如此从

容的生命

明年还会见到它？见到的
还会是它？

它在等待一场山火吗？还
是无所谓

那场未知的山火
来或不来

（作者单位：重庆晚报）

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和科学技术
发展，文字的载体到目前已经是

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过去的甲骨刻
字、石头刻字、简帛书写、纸质书写，
到现在的电纸书、电子阅读器。

毋庸讳言，文字载体的发展变化，
对于文字的表现、书籍的携带方便了许
多。古人常用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的学识
渊博，现在把五车简牍的所有信息存放进电纸
书里，只需一枚指甲盖大小的存储卡便可轻松
收纳。对于文字信息的传递交流也变得非常便
捷。读者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取他想要的信息，
无需翻阅书山文海，只需你在手机上输入关键
词，点击一下，各种需求就可以满足了。且不只
是文字，还有图片，还有音频、视频。故此，现代
信息技术带来的阅读，几乎是无所不有的。

但是，现代阅读，即电纸书、手机阅读却出
现了问题，即不深入。主要原因有四：

一是容易受到海量无关信息干扰。手机阅
读，无论阅读经典内容，或是阅读大众、通俗、流
行内容，无论是知识性，或是娱乐性，读者在阅
读的时候，手机都会不时地跳出许多与阅读内
容无关的信息，如新闻、广告、娱乐、交友等。这
些信息都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注意力，读者不知
不觉地就会分心去关注、回复这些无关信息。
即使有的可以采取技术措施屏蔽这些无关信
息，但读者的心里总是不能平静，总会在无关的
信息诱惑下，时不时停止阅读而去关注这些信
息。如此一来，一定会影响阅读质量。

二是不利于静心思考。阅读，特别是经典
类阅读，其目的是吸取新的知识、新的思想。
那么，在阅读过程中是需要思考的，有的需要
反复阅读，有的还需要划出重点，有的甚至需
要批注。当然，这些需求在电纸书、手机上都
可以实现，但却难以直观地展现出来。如果是
一本书，常置于眼前，随手翻阅，是可以心有所
获，温故知新，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感、慰藉
感。如果藏于手机，这些重点和批注常常会被
我们所遗忘，哪里还会去静心思考。

三是缺少纸质书的感觉。电纸书、手机阅

读，都是一种数字化载体，容易让人忽视
对它的收藏保存。而阅读是一种文化
传承、知识传递。古来有文人读书的
味道，或者规矩，如墨香味、书香味，如
正襟危坐，如一种良好心境等等。尤
其读古人书、读经典书、读大家著作，更

有一种与古人对话、与作者交流、与圣贤
同行的感觉。然电纸书、手机阅读早已把这

些实体性虚拟化了，把高雅的图书无形化了。
我曾有过多次体验，出行时在车上阅读电纸书，
书读毕，任何收获也没有，头脑里一片空白。而
且读得有些困倦，一点没有阅读的快感。

四是难以传承。文脉是需要传承的，耕读
传家说的就是把读书的家风传下去。如果重视
阅读，那么这个家庭便会有良好的家风。而纸
质阅读，如果你在书上有些眉批，划些重点，子
辈们会体验到长辈的阅读感受，会从中受到启
发和教益。如果你对某本书读得相对较多，翻
得较勤，便会显得更加陈旧，子辈也会体验到长
辈的读书态度、思想倾向。这对你的认知，这对
加强子辈的沟通和教育也是大有裨益的。而这
样的书在家里陈设越多，越有书香气，这样的书
传之越久，便会感染更多的子子孙孙。如果是
电纸书、手机阅读，没有实体质感，其历史人文
气息更是难以有形地传之于后代。

上述罗列的这些原因所带来的阅读不深入
问题，最终会导致人们的思辩力下降。一个人如
果失去系统的阅读、深度的阅读，那么也将会失
去系统的思维、深度的思考。如此者，岂不悲乎！

当然，也有人会说，文字的载体是不断发
展的，阅读的习惯也是不断变化的，只是有个
过程而已。如简帛之时人们也许会怀念甲骨，
纸质之时也许会怀念简帛。不过，至少此时我
是看重纸质的，端坐于满壁的书房，阅读着一
本心爱的图书，当是一种享受。如果某一天，
我在客厅、在床上、在厕所、在行走的路上，如
现在低头族们一样，手机不离手，手机不离眼，
并能获得纸质书一样的阅读体验，将是另一种
阅读享受。但是，我想这样的适应还需等待。

（作者系重庆市文化研究院院长）

重庆渝闻酒业有限公司由重
庆日报报业集团携手贵州省仁
怀市茅合酿酒集团联合成立，在
重庆市场共同打造“老码头”品
牌。

“老码头”针对不同市场及消
费人群，推出多款带有重庆地域
特色的酱香型白酒，成为满足文
化艺术消费、高端收藏消费及日
常消费的多方位立体化白酒产品
线。

为推广传统酒文化精华，传播
健康消费理念，特举办本次征文活
动。

一、征文时间

即日起—6月15日。

二、征文内容

中国酒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
富，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有机
组成部分。我们要继承发扬中国
传统酒文化中重德明礼、尊祖交
友、人际和谐、身心和谐、浅饮养生
的精华。

诗酒不分家。豪饮、浅酌皆是
风景，史诗、美文不胜枚举。你有
这方面的故事吗？请写出来，与广
大读者一起分享吧。

本次征文以散文为主，请投公
共邮箱 cqwbfk@163.com。文件标
题前注明“老码头征文”。

三、征文刊发

（一）在重庆晚报副刊刊登 30
篇；

（二）在上游新闻发布50篇（其
中包括在重庆晚报副刊所刊篇
目）。

四、征文评奖

成立征文评审委员会，由知名
作家和主办单位有关负责人组成。

五、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金4999
元＋价值5000元产品

二等奖（2名）：各奖现金
3000元＋价值3000元产品

三等奖（3名）：各奖现金
2000元＋价值2000元产品

优 秀 奖（10 名）：各 奖 价 值
1000元产品

上述获奖者均授予“老码头酒
推广大使”荣誉称号；主办方及获
奖者共同享有获奖作品使用权。

上游新闻
重庆晚报

重庆重报传媒有限公司
重庆渝闻酒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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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老码头杯·我有酒，

你有故事吗”
有奖征文开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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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漫/ 记

女人如花，或许我们都是彼此眼中最美的花。

这里四季花常开
周成芳

如果你在书上有些眉批，划些重点，子辈们会体验到长辈
的阅读感受，会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

多读纸质书 刘德奉
风/ 过/ 耳

廖黑叔叔（外一首）

一只椿象

三月，盛山植物园百花齐放春满园。
先生举着摄像机，我穿着火红的衣

裙，在迷人的花海里来回穿行。
这个春天，我们已是第三次来到此

地。前两次来观赏满园的海棠和成片的樱
花，这几天恰逢满山的蔷薇开得正艳，粉中
透紫，秀气妩媚，令人沉醉。吻花、赏花、闻
花，我摆出各式各样的姿势，与花儿亲密合
影。咔嚓咔嚓，先生为我留下这最美的一瞬。

照片上传到朋友圈，只发了九宫格，即获点
赞无数。远在主城区的朋友们连连惊呼，这是
何等仙境？一定要去看看。来吧！心动不如行
动，咱们相约开州盛山植物园。

风轻云淡的日子，友人们携深爱的家人如约
而至。大包小包里，全是艳丽的裙装，围巾都是
各式各样。畅游花海，一定要将自己装扮得如花
一般绚丽。

一群仙女模样的女子身着华服，手持纸伞，
正向我们款款走来。那边，身着旗袍的女子正
在花丛中低吟浅唱。不远处，《西游记》里的“唐
僧师徒”正在山间“巡逻”。舞台上，演员们正在
忘情地表演民俗节目。这欢快的场景令远道而
来的友人连连惊叹，赶紧举起手机拍个不停。

来过盛山植物园多次，我已俨然成了景区的导
游员，迫不及待地向朋友们介绍，这几天盛山植物园
正在举办第二届玫瑰文化节。看，园内多达200多
品种上万余株玫瑰月季争相开放。别看这里只是一
个小小的植物园，却是国家三A级旅游景区。

盛山植物园每年会定期举办玫瑰文化节、
紫薇文化节、桂花文化节等特色活动。这里四
季花开，春有樱花，夏有紫薇，秋有桂花，冬有腊
梅，去年还被评为重庆市最美休闲旅游度假区。

在植物园的沟沟畔畔，层层小径上，到处都
是盛开的花，一朵朵一簇簇，如繁星点点，淡雅

浓幽。满山的月季花在微风吹拂下漫天飞
舞，宛若飘逸在空中的朵朵云霞。

友人们直呼太美，拿出相机和
手机，远景、近景、特写，绽放
的、半开的、含苞的，选择各
个角度尽情拍照。我赶紧举
起相机，偷偷拍下了朋友们

拍花的镜头，第一时间上传到
朋友圈，并附上一段文字：“你在植

物园里拍花，我在植物园拍你”。女人
如花，或许我们都是彼此眼中最美的
花。

清新的空气里送来了悠悠的
暗香，来来来！闭上眼，嗅一嗅那
玫瑰的芳香，睁开眼，看蓝蓝的
天空白云飘，绚丽的花儿风
中摇。

姹紫嫣红的花海
里，画家在投入地绘
画、书法家正在挥毫
泼墨、曲艺家们正在
现场演奏、摄影师在
玫瑰园中咔嚓个不
停。勤劳的小蜜蜂轻
轻地哼着歌谣，五颜六色
的蝴蝶在翩翩起舞。这里，
是创作的天堂！更是歌舞的
海洋！

花儿醉了，春风醉了，远
道而来的客人醉了，朋友们
的脸上洋溢着开
心的笑容。
（作者系开州区作
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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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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