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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季节，知了都偃声无息
了，全世界只剩下个“热”。每
每此时，我对依然劳作在烈日下
的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工程建
设者们总是生出无尽的敬意与心
疼来。

虽是如此，一切还是按部就
班地进行着。孩子们上补习班的
上补习班，大人们上班的都上
班，阳台上的花还是照样抽叶开
花，只是有些蔫，我统统搬进家
里来。茉莉已是老茉莉了，花还
一直在开，特别是晚上，香就浓
了起来，但不扎鼻，总是清新
的，我忍不住深深地吸几口，像
个中了鸦片毒的人。

木槿是新买的，开始还误以
为是芙蓉。那个黝黑肤色大牙微
突的卖花人把它推到我眼前说：
这芙蓉花好看。我看着枝头缀满
大大小小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已是
心动，却还是还了五块钱的价。

一旁的女儿不高兴了：人家种花养
草为生计，你还什么价？我一下子
觉得自己为人不善了。这花得来后
就换了大盆放在阳台上，盼着花
开。终于开了两大朵，红艳无香，
早上开了，晚上就落了，全无眷念
之情，倒也免去了我的多愁善感。
前几日凑近一看，花骨朵的里里外
外粘了些白色的小粒粒，是虫卵无
疑了。我又是吹又是捋地给花清除
了一遍。有些虫卵在褶皱里，我又
极小心地掰开来用嘴猛吹，直吹得
头嗡嗡作响。不想第二天又满是虫

卵，我又是一阵吹吹捋捋。过了几
日再看，被我掰过的地方显出黑
来，不免懊恼。

笑儿姑姑给的“紫玄月”，紫的
枝脉，肉嘟嘟的绿叶。就名字而言，
这多肉植物便讨了我十二分的欢
喜，叶如玄月，美到诗里去了，偏巧
还像吊兰似的挂下来，真是可爱极
了。它长得特别快，据说大热天就休
眠了，不宜多浇水。笑儿姑姑说她的
那盆紫玄月死了，可能是水浇多了。

月季又打起了苞，苞里露了点
火艳艳的红。这花好像总有使不完

的劲，总是息了这一茬又在鼓劲下
一茬的花事。邻居家在大冬天里移
栽了一大株红月季，我担心它扛不
过来，不想它硬是挺过了寒冬，骄
骄傲傲地在春天里嘟噜嘟噜地开出
花来，喜得女主人逢人就夸花的颜
色好，“开门红”啊！

另一邻居，一位近七十岁的爷
爷，把种了好几年的月季全给挖去
了。原来，爷爷像往常一样给月季浇
水，不小心手背被刺了一下，肿得比
馒头还大。去医院，医生说要手术，
爷爷一气之下把月季全挖了去。这

家里还有个93岁的太爷爷，每天自
己洗衣，还编筐编篮拿到镇上去卖。
他每天浇花，下雨天也要浇，浇好了
就立在花下静静地看一会儿，一下子
失了那几大株月季，太爷爷不免失
落。他的孙子赶紧补种了不带刺的
花，太爷爷才舒展了眉头，依旧像
往常那样每天浇花、看花……

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办公室里
的花草们，放暑假了，我不可能每
天去办公室，而我每次去，似乎都
听到了花草们“声嘶力竭”的呼救
声。于是我手忙脚乱地开空调、开
电扇、浇水，然后一一对它们说些
抱歉鼓励的话。

天，真的太热了。我又担心起
路边的树和草来，晒焦了着起火来
怎么办？那倒还真是有先例的。如
果它们有脚，想必都会跑河里去泡
着了吧。

酷夏里，万物热烈，虽然有点
扎人。但夏总要有个夏的样子。

夏日物语
红果果绿叶叶

旗袍
小镇
1357619583摄

吴江新闻网东太湖论坛网友“jacksun84”：
又到一年一度的汽车年检了。网上预约后确

定了时间，问了下价格：280元！不到一年的时
间涨了快一倍。网上查了没有看到相关的标准和
上涨原因，为什么呢？
“吴江公安”新闻发言人：

根据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
委关于放开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收费的通知》（苏
发改收费发〔2019〕527号）文件精神：自2019年6
月10日起，放开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收费，机动车
安全检测、尾气检测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各检
验检测机构在加强行业自律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合
法、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自主制定价格。

汽车年检价格
涨了近一倍？

吴江新闻网东太湖论坛网友“无敌小蜜蜂”：
吴江本地人社保停交了4个月，找到新工作

后由厂里续交。请问这4个月停缴的费用需要补
齐吗？
“吴江人社”新闻发言人：

中断月数不要求补缴，且停保4个月期间未
在企业里工作无劳动合同关系，不符合社保补缴
条件，无法补缴。

社保停掉4个月
需要补缴吗？

吴江新闻网东太湖论坛网友“sz136755413”：
苏州公交从去年开始陆续在旧的公交车辆上

安装了驾驶员安全隔离设施，以确保驾驶员的驾
驶安全和人身安全。请问吴江公交是否有这方面
的计划？
“吴江交通”新闻发言人：

根据上级相关要求，自今年上半年开始，吴
江公交已开始安装驾驶员安全隔离设施。目前安
装工作正按计划加快推进中。 （蒋晓梅）

公交驾驶员
安全隔离设施安了吗？

◆ 我家的读书故事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将散
文的阅读视作是非常私密的个
人生活，或许这与我特殊的工
作有关。我认真地将自己的工
作戏称为阅读小说，阅读，思
考，批评，经典化。小说评论
写作本身并不乏味，糟糕的
是，我们的自毁性工作沉迷于
把艺术的、智慧的评论包装成
大数据时代呆板冗长的学术论
文，大量生产，这显然是我们
在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处境，一
切都奔着功用而去。当叶梓嘱
咐我为他的散文集《山水客》
写点文字时，惶恐失措。戒，

破了，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写下我
的些许感想。

散文从文学体裁来说，它自
给自足，不索取，不躲藏，倾囊
而出，肝胆相照，随之评论被鉴
赏所替代。《山水客》正是用大
量“游记”式的边角杂料，呈现
了独特的散文风格，它们碎片化
地彰显了作者的文学情趣，睹物
思人、借景抒情。它艺术地穿越
时空，唤起我们对古代文人式文
章的审美记忆。当然这是一句废
话，古代的文章都是文人写的。
我在此无意于学理地辨析、讨论
古代文章美学，我所惊讶的是叶

梓的文字和眼光，他使用的语言
文字确实是现代“五四”白话文
学以来的现代话语，俗语俗白，
不刻意生僻、凝练，但他的文章
在审美意蕴和情感方面的自省、
内敛、慕雅、求致着实不属于传
统现代白话散文的主流。或许，
这本身就是他的美学追求之一。

“不似经史之文质实朴重”。
《山水客》记录了作者几年来在
东山、西山、旺山、石湖等吴中
土地上的流连，叶梓好像在用脚
步丈量时间，又在时间中理解那
些他不曾认识的生命，抚摸生命
留在空间中的痕迹。字里行间，

他似乎有意克制着现代写作的主
体意识，文章看似收放自如，有着
知识结构的严肃面目，一旦水到
渠成，和颜悦色，温婉地向人叙说
写作者的成长、生活和一些真心。

陆巷村和香山帮在集子里多
次出现，它们一静一动，将整本
《山水客》悄然编织起来。知识
式的认知方式暂时遮掩了作者的
异乡人身份。有意思的是，叶梓
辨认历史的碎片，挑挑拣拣，最
终在吴中的笔墨上意外地浮现出
一个纯粹的西北汉子。他品评藏
书羊肉，耐心地记录，按下那半
句“比不过西北”不说。他以无

心偶遇的方式写到石家饭店，写
出了那么多的文士名流、政客风
云，最后依然平静地结尾。行文
当中，有着作者无心或有意布下
的许多空白，那些安静的空白又
盛放着一个西北诗人不想说出来
的更深的生命体验。

一册 《山水客》 娓娓道来，
真诚、憨实，你无法对一颗书写
的心灵指手画脚。听他说，感受
他的停顿，琢磨他有力或无奈的
空白，就像听雨，安静满足，然
后，“暮色低垂，该返回了。”

而诗人叶梓，依然是那个躲
在山水背后的人，如如不动。

他是一个躲在山水背后的人
李一

“乖女儿，今天在家按时
吃饭喝水了吗？”

“嘎嘎。”
“乖女儿，周六给你买的

新书漂亮吗？”
“嘎嘎。”
爸爸很认真地向女儿提

问，女儿竟然这般敷衍地回答。
女儿回答完毕，与爸爸的

眼神一对视，两人禁不住哈哈
大笑起来。如果这时候有旁人
在，一定会觉得这对父女疯
了。这其中的“心灵密码”，
只有父女俩才知道，因为他俩
最近正在读一本儿童绘本《鸭
子农夫》。而这对父女——就
是我与我的女儿萌萌。

我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

我坚持阅读。读书、思考、写
作、实践，它们让我生活的每一
天都变成新的。作为老师，我更
懂得阅读对一个孩子成长的重要
意义。因此，在学校，我努力与
老师们一起打造书香校园；在家
里，我竭力与妻子给女儿营造书
香家庭。在这点上，我很认同全
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之一薛瑞萍
老师的话：作为一名班主任，书
香班级少是非；作为一个家长，
书香家庭幸福多。

微信朋友圈，很流行这样一
句话：“你的气质里，藏着走过
的路，看过的景，爱着的人，还
有读过的书。”一个人的气质，
可以用漂亮的衣服、名贵的包
包、豪华的汽车来烘托，而对一

个读书人而言，他可以没有这
些，照样让人投来羡慕的目光。
我始终相信，读书的人，和不读
书的人，是不一样的。在人群
中，读书的人，你一眼就能辨
识。三毛说，书读多了，容颜自
然改变，很多时候，自己可能以
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为过眼云
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
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
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
生活和文字里。

放眼目前的社会，读书现象
似乎不太乐观。据权威资料表
明，法国人每年读书11本，日
本六成人读书成风，以色列则把
读书放在首位，冰岛人喜欢以阅
读消磨时光……而中国人呢？每

人年均读书不足4本，新华书店
最畅销的书竟然是某某试题集。
最应该有阅读氛围的场所——学
校，图书馆成了摆设；最应该有
阅读喜好的群体——教师，也放
弃了阅读。如此现状，啼笑皆
非，令人堪忧！家庭是社会的最
小细胞，我想，改变阅读现状，
还是要从家庭入手。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世界
上最聪明的民族，而这一切，正
是源于犹太民族对阅读的重视与
狂热。据说，在每一个犹太人的
家里，当小孩稍微懂事时，母亲
就会翻开《圣经》，点一滴蜂蜜
在上面，然后叫小孩子去吻《圣
经》上的蜂蜜。这个仪式的用意
不言而喻，他们是想告诉自己的

孩子，书是甜的。
我虽然没有模仿犹太家庭的

做法，但是总在无意识中，让女
儿多亲近书本，亲近图画。

（全文未完，请扫描二维码，
至今吴江APP阅读。）

阅读，让每一天都是新的
严卫强

◆ 电子书推荐

《极简关系》
作者：张思宏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推介语：本书将职场关系高度提炼

为四种：对上级，做到知己知彼，加速晋
升；对同事，做到高效链接，协同作战；对
下属，做到因材施用，激发潜能；对客户，
做到摸清诉求。针对不同的职场关系，本
书介绍了相应的工具、方法和技巧，为职
场人提供了整套经过实践检验的职场生
存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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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俗》
作者：【美】保罗·福塞尔
出版社：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推介语：到底什么是恶俗？恶俗与

糟糕有何区别？跟愚蠢又有什么关系？本
书延续了《格调》的毒舌写法，通过无情的
揭露和入骨的批判，展现出现代文明社会
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敏锐地捕捉到了这
个商业欺诈时代最大的特点——恶俗，
并剖析了恶俗的本质、根源和未来，尖
锐刺耳又不失幽默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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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
作者：【美】罗杰·霍克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推介语：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填补

了心理学教科书和心理学研究之间的沟
壑，从历史的角度展示了心理学史上最
有名的40项研究，并介绍了这些研究的
后续进展和相关研究。通过阅读本书，
读者能够真正了解心理学发展的来龙去
脉，并激发对心理学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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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作者：何帆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推介语：在这个时代，生活中的

微小变化，正在成为小趋势。这些小
趋势，可能只发生在人口的 1%当中，
但是，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机会，每一
个小趋势，都有可能孕育出下一个时
代洪流。历史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历
史感却是可以通过积累、思考、观察、顿
悟形成。这本书记录的不是当下的新
闻，也不是未来的史料，而是研究变量
背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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