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东：
在黑暗中寻求细微的亮光

书虫集散地④

陪伴我最久的那本书③

如果仅将阅读定义为“通过视
觉素材获得信息”，未免有些武断
和狭隘。

对于弱视甚至完全失明的人，
阅读又意味着什么呢？

方东的推拿店里，我在他对面
坐下。他觉得我会用笔写点什么，
示意我开灯。我们的聊天直奔“阅
读”这个主题。方东的语言表达还
是那么清晰和准确，他主动地讲
述，那些内容恰是我想要知道的。

他摸索着掏出一个遥控器般
的物件，告诉我这个叫“读书机”。
我拿在手上仔细看，它相当于一个
带内存卡的播放器，可以下载TXT
格式的电子书。它已是千千万万
个方东赖以阅读的第二代介质。

方东说最初他们只能从北京
盲文书籍出版社借阅。他们会收
到出版社寄来的图书目录，借书前
先交两百元押金，免邮费。第一本
读完寄出，收到续借的第二本，来
回得个把月。假如你信誉特别好，

出版社会提前给你寄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很多

盲童没有上过学，无法使用盲文。
方东是自学的。因为出版成本高，
北京盲文书籍出版社书的种类和
数量都比较少，持续了几年后，方
东的盲文阅读中断了。直到有了
上面说的读书机。

2006年左右，读书机的出现是
盲文时代向智能时代迈出的第一
大步，堪称一次革命。书不仅可以
拿来听，选择的余地也大了，方东
从此时开始，阅读量增加，种类涉
及中外名著、医学知识以及时事类
等。

我问，你为什么要阅读？他淡
淡地说：充实自己。

我们的世界里，光明不时地被
人为地遮蔽；而他们，在黑暗的世
界中努力地寻求一点点细微的亮
光，籍以照亮自己的心灵。半个多
小时里，我说的话寥寥无几，更多
的是倾听。

关于他们使用的手机，我曾经
写 过 一 篇 文 章 叫《指 尖 上 的 光
明》。当智能手机毫无悬念地取代
读书机，方东的阅读又经历了一次
飞跃，他不再需要他人帮忙从电脑
上下载，不再受文件格式的限制，
安装一个读书软件或者直接在网
页上浏览各种书籍就行。他说，对
于求知欲强的人来说，使用智能手
机就像安上了一对翅膀，自学成为
可能。除了图片，他们基本实现了
无障碍阅读。方东每天有两三个
小时花在阅读上。

我心里轻念，真好啊！方东自
言自语，嗯，真的挺好的。

时间在方东的话语间那么轻
盈地滑过，轻得我丝毫都感觉不到
他所经历的生活之重。我套上笔
帽，跟方东说：“老方，我帮你把灯
关了吧？”“不用，”他说，“老婆已经
做好中饭，马上就端菜过来了。”

姓名：方东
年龄：70后
职业：盲人推拿师
爱好：阅读、与朋友聚会
和唱歌

最近读的3本书：

《鲁滨逊漂流记》
作者：丹尼尔·笛福
版本：南海出版公司

这部小说的情节很吸
引我，不只一次听过。主
人公身处绝境，却始终希
望之火不灭，那样的精神
很吸引我。人只要怀抱希
望，就有努力下去的动力。

《中医基础理论》
作者：孙广仁郑洪新
版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这本书就像我的工具
书，“学而时习之”。我的工作
对我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也是
会不断提出要求的。要想把
它吃透没那么容易，我必须像

“炒冷饭”一样反复地读。

《家》《春》《秋》
作者：巴金
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

这三部曲很早的时候
就读过。一个家族的盛衰，
人物的命运跌宕，不仅映射
的是历史与社会的背景，也
包含着人生的真谛。我有
时也会进行一些生活啊命
运之类的思考，这样的书就
像给我一根绳索，让我可以
摸索着它延长思维的触角，
不至于所有的思绪如乱麻
一团。

快快和妈妈一起读④
郑春霞，大学语文教师，教

育学博士。中国天恩蒙特梭利
教育研究院核心专家。浙江省
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散文学
会会员，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会员。著有《中国妈妈的亲
子课》《中国妈妈的唐诗课》《爱
上学的小快快》《卡通老妈》等。

妈妈贴士：
童话仅仅是写给孩子看的

吗？不！童话深刻着呢！通过
人所共知，孩子都能识别的生
活场景，展现出来的是多么滑
稽而荒唐的一幕幕！然而，它
所揭示的主题又是多么鞭辟入
里。这就是安徒生童话的永恒
魅力。看似简单极了，却那么
耐人寻味，令人深思，直指人性
的懦弱，社会的病态。它所刺
痛的是每一个读者的神经。它
教导每一个终究要成为社会一
分子的孩子：记住你的小时候，
记住你的赤子之心，长大了也
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当你有一
天做了大臣或者皇帝，那么请
做一个诚实的大臣，做一个诚
实的皇帝，因为我们需要一个
诚实的国家。

快快和妈妈读《皇帝的新装》

谎言像肥皂泡总会破灭

FUYANG DAILY

达夫弄·悦读 9
2017年6月1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蒋立波 邮箱地址：dfl2017@126.com 版式设计 | 施锡梅

作为一个爱书人，谁没有一本被翻得
面目全非、脱胶散架的书？请你来说说陪
伴你最久的那本书。一两百字，三五百字，
都可以。请按要求把文字（姓名+职业+文
字内容）通过投稿邮箱发送给我们。

方禾 文

书虫档案：

快快：哎呀，妈妈，这里面的人都太
能装了！

妈妈：谁？
快快：《皇帝的新装》里面的人呀。

你看，这两个骗子是不是很能装？拿了
国王的金子，整天就假装在织布。假装
在那两架空空的织布机上忙碌地工作，
一直忙到深夜。

妈妈：呵呵，装得跟真的一样。骗子
嘛，就是靠弄虚作假来骗钱的。

快快：还一个劲儿地在那里吹牛，说
他们织的布，花纹多么多么美丽，色彩多
么多么漂亮。其实什么也没有。

妈妈：说得天花乱坠的，差点连自己
都相信了。骗子的想像力真是一流的。

快快：说什么，愚蠢的人或是不称职
的人是看不见那些布的。只有聪明的和
称职的人才能看得见。妈妈，他们这样
说，等于是抓住了那些人的要害。不自
信的人就会中了他们的圈套。

妈妈：是呢，这些骗子学过心理学似
的。

快快：妈妈，还有那个老大臣也太能
装了！你看，国王派他去看看，他其实什
么也没有看见。但他又胆小又不自信，
就怕自己不称职，所以就说谎了。还说，
美极了！真是美极了！也学着那两个骗
子说，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

妈妈：真是丑态百出。
快快：最能装的还是那个皇帝呀！

妈妈你看，他心里明明知道自己什么也
没有看见。但是，他却说，“啊，它真是美
极了！我表示十二分地满意！”然后随从
们也像应声虫一样，都这么说。

妈妈：真是集体大撒谎。
快快：更能装的是游行的时候。两

个骗子指着空气说，这是裤子，这是袍
子，这是外衣！其实什么都没有，就是空
空如也。骗子还说，这衣服轻柔得像蜘
蛛网一样，穿着它的人会觉得好像身上
没有什么东西似的。真是睁着眼睛说瞎
话啊！

妈妈：真是听不下去了，对吧？
快快：妈妈，这帮人太恶心了。全部

都在说谎。全部都是骗子。
妈妈：是呢。一群骗子，一国骗子。
快快：更荒唐的还是皇帝。你看他

把身上的衣服统统都脱光了。骗子把根
本不存在的“新装”一件一件穿在他身
上。大臣们假装抬着后摆，跟着皇帝耀
武扬威地游行去。真是太滑稽，太可笑
了。

妈妈：如果故事到这里为止，你觉得
怎么样？

快快：如果到这里为止，就看不见一
个好人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妈妈：是啊，荒唐而虚荣的皇帝，昏
庸而懦弱的大臣，还有无耻的骗子们，这
个国家真的是没救了。

快快：幸好还有一个小孩子。只有
那个小孩子一点都不装，只有他说了真
话。他说——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
呀！妈妈，这个小孩子太诚实了！

妈妈：嗯，小孩子是不会说谎的。他
纯洁而真实。他还没有被污染，他还有
一颗赤子之心。

快快：什么是赤子之心？
妈妈：就是童心，纯洁的心。
快快：妈妈，用网络的话说，这个小

孩子就是这篇童话中的一股清流。其他
的那些说谎的人都是泥石流。那些人太
浑浊，太肮脏了。只有这个小孩子才是
清爽的，干净的。

妈妈：是的，这个小孩子在这个故事
中非常出彩。他说出了真话，说出了真
相，说出了真理。因为他没有私心，没有
功利心。而其他那些人都是心有所图，
心里有鬼，所以才不敢说真话。

快快：我知道。这个皇帝平时就知
道穿新衣服，不关心军队，也不关心国
家，根本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所以当
他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时候，当然害怕极
了。害怕了就说谎了。

妈妈：对。还有那些大臣和随从

们。也都是这样的人。如果真的问心无
愧，怎么会大白天说瞎话呢？

快快：还有那两个骗子。他们就是
心有所图。他们就是要骗钱呀。他们从
皇帝那里骗到很多很多金子之后，肯定
一边数钱一边嘲笑皇帝和大臣们超级大
傻瓜呢！

妈妈：然后收拾收拾，又到另一个地
方去骗了。

快快：妈妈，我也要做那个小孩子。
做人怎么可以说谎呢？我也要做清流，
不做泥石流。

妈妈：当然。诚实最有力量。你看，
这个小孩子说了真话之后，所有的老百
姓也跟着说了真话。这就是诚实的力
量。

快快：可是听到大家说他什么都没
有穿，那个臭皇帝还摆出一副更骄傲的
神气呢。那些大臣还拼命地跟在他后
面，手里托着什么也没有的后摆。

妈妈：但是有了百姓真实的呼声在，
你觉得这个臭皇帝还能做得久吗？谎言
迟早会被揭穿，就像肥皂泡总会破灭一
样。

快快：嗯。

郑春霞 文

蒋云霞（自由职业）：
那是在生了孩子之后，几个要好的同学，因

孩子都差不多大，所以常在一起闲聊，遛孩子。
除了吃，那就是翻书看。这本《张爱玲文集》就是
在这个时候到我手里的，算是借的吧。她那冷峻
的笔调，入木三分的描写，让我深深地赞叹、折
服。当时看完又从头看，看了不下十遍。后来很
长一段时间，它占据了我的睡前时光。借得久
了，就起了耍赖心，内心对自己说，它又老又破，
还缺页，想来主人也不太会要它了，于是至今没
有归还，也不想还了。一晃儿子也二十一岁了。

章意远（学生）：
这本黄色封皮的《谁动了我的奶酪》，由于不

知被翻阅了多少次，它的书脊早就变得破烂不
堪，书页也由于时间长久而泛黄。可是，它作为
我最爱的书的地位却一直没有改变。从小到大，
这本书就一直如影随形。书中的四只寻找奶酪
的小老鼠，如同精灵般带我收获知识，不断成
长。小时候，我读它，读懂的是友爱和互助；再长
大一点，我读出的是积极和乐观；现在，我读懂的
是如何随时做好准备以及适应新的环境。九个
月前，我独身一人登上去往美国的飞机，开始了
我新的人生。梦想是很美好的，可是现实却有点

“残酷”。思乡的落寞，全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让我一下子无所适从。是这本书，陪我度过了漫
长难熬的适应期。“我们时常会陷入迷茫，在死胡
同中搜寻”，“ 但是只要我们始终深信不疑，新的
一扇门会打开，在那里我们会找到新的奶酪”。
书里的这些话，促使我停止纠结于我的旧奶酪，
动身寻找新的奶酪。

这本书，虽然讲的是一个童话故事，但是能
读懂的人却能从中感受到无尽的力量。书中的

“奶酪”代表着什么？是我们拥有的事物吗？或
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呢？我们没有办法保住
自己的那块奶酪。奶酪会被拿走，就像时间会不
断改变世界。而我们，该是在原地踯躅，还是勇
敢地出发去寻找新的奶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