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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建行龙支付

感悟人生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大概是2010年吧，有一天，中国作家
协会副主席高洪波老兄给我发来一条手机
短信。他说，鲁迅文学奖的评委必须在70
岁以下，这是无法逾越的规矩，“所以，第五
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奖你就不参加了，让你
的大弟子蒋登科进初审班子吧”。

认为登科是我一个人的弟子，其实是
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普遍误判。登科的老师
可多了，他的硕士生导师是方敬和邹绛，我
只是负责具体指导的第三导师；博士生导
师除了我，还有苏州大学的范培松。当年
登科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主席是
严家炎，委员除我和培松以外，还有陆耀
东、黄修己、黄曼君、朱德发；他的博士后导
师是黄希庭，在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时的专
家组长才是我。登科在美国做了一年富布
莱特学者，导师是加州大学的叶维廉。显
然，除我比较单薄以外，登科的指导者都是
人品高洁、才学俱佳。完全可以用北宋范
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的名言来赞美：“云山
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人
们说：名师出高徒，这“众星”捧出的月亮，
它的银辉应该比较耀眼才是吧！

不过，充当过登科的本科老师、硕士生
导师和博士生导师的，的确是我。我和他
往来已经远远超过了30年，所以，我可能
更熟悉他，更了解他，更懂他。读书时代的
登科很勤奋，在我的印象里，他的双眼总是
布满血丝。这睡眠不足的样子，活生生地
印证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的古训。

中国古代诗歌存在南北对峙的两
立式“风骚”构架。说来奇怪，新时期以
来的现代诗学也存在着南北构架。比
如：南方说，新时期诗坛是由中老年的

归来者诗群和资深诗群以
及年轻的“新来者”诗群和
朦胧诗群共同组成的，北方
说，新时期诗坛是朦胧诗的
时代；南方说，新诗的诗体
建设是自由体新诗与格律
体新诗的双轨发展，北方
说，自由是对新诗诗体的命
名；等等。黄亚洲曾经写诗
说“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在
重庆山城”，他其实说到了一个诗学的
大题目。

重庆新诗在两立式构架里的位置非常
重要，这里可是中国新诗的南方重镇。
2004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20
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这是我国第一部地
方新诗发展史，受到关注和好评。中国文
联的《中国艺术报》和中国作家协会的《文
艺报》都曾辟出专版加以评论。

在重庆的诗评家里，登科不但对国内的
重大话题发言，而且长期关注重庆诗坛。他
和重庆诗人保持了广泛联系，并且用“南方
话”对重庆诗坛进行求实、出新的研究与点

评。在不断地探索、突破、创新
中，坚持“南方话”是登科的诗
学底线。他就读博士的第一年
是在苏州大学度过的。范培松
教授后来半开玩笑地给我说：
诗坛流行“北方话”，一年里，一
些年轻人尽量去影响他，想让
他改说“北方话”，但是不成功，

“他还是始终信奉你的理论”。
2013年，重庆大学出版社

推出登科撰写的厚厚的一本《重庆诗歌访
谈》。重庆诗歌遇到这样一位密切关注、细
致追踪的年轻学者，说实话，是一种幸运。
现在，登科又捧出了《重庆新诗的多元景
观》，这是他多年来写的关于重庆新诗、诗
人研究的专题文集，很像重庆新诗的一本
影集。对于这本文集，我相信，读者，尤其
是重庆读者，可能会感兴趣。

新诗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对于这一问
题现在是众说纷纭。其实，这个时间是不
言而喻的。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2
卷6期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那是用
白话写的古体诗。白话诗古已有之，和新

诗是两个概念。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
年》4卷1期刊登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
九首诗，就是第一批完全意义上的新诗
了。这种评价，朱自清早在《中国新文学大
系》的导言里说过，我在《中国现代诗学》第
一章里也说过，胡适自己同样说过。所以，
到2018年1月，新诗的历史就满百年了。
对于诗歌史，百年只是一瞬间。我感觉，古
诗是长出来的，新诗是嚷出来的，现在的一
些诗是仿出来的，一些理论是想出来的。
所以下一个百年赋予我们的使命很多，中
心是：让新诗和现代诗学尽快成熟起来。

好的诗歌和诗学一定是在宁静中产生
的。诗歌拒绝功利，它的主要品质是形而
上。诗让人能够抵御外界的浮躁，给心灵
以滋润与安宁。当下名目繁多的诗会、花
样百出的诗选、圈子气味浓厚的诗歌评论
和诗歌史撰写、此起彼伏的诗歌评奖，虽然
也许可以为至今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
育之外的新诗刷刷存在感，但是对于新诗
的健康发展，对于新诗新人的培育，更多的
是负面效应。

所以，在这焦躁地寻求功利的风尚里，
在人生最能做事的阶段，我希望登科又要
接地气，又要拥有静气：跳出三界外，不在
五行中，尽量做一个干净、沉静的学者。有
一天，登科能够“如见万相非相”，那就跳了
一个层级，成了“乃见如来”的大家了。

是为序。

（吕进，著名诗歌评论家，重庆市文联
荣誉主席，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国家级有突
出贡献的专家。蒋登科的《重庆新诗的多
元景观》，65万字，2017年12月由西南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去年，重庆渝北区举办留守儿童关爱
活动开启仪式。我去参加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向留守儿童献一点爱心，作为购买书
籍的费用，让留守儿童的空闲时间不空虚、
不寂寞，有一些精神食粮填充他们的精神
世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听说著名诗
人傅天琳老师也要参加这个活动，我想去
见见她。

那天我很早就起床，七点多钟就怀着
激动与渴盼的心情从沙坪坝出发，赶往渝
北区鹿山村小学参加仪式。

回想我第一次见到傅天琳老师是在46
年前，也就是1971年的夏天。当时我才16
岁，在北碚区文化馆听梁上泉老师和新诗
研究专家吕进老师的文学讲座。在二位老
师的讲座中多次提到傅天琳这个名字，并
多次表扬傅天琳的作品，还把她的许多作
品作为范例来讲解。当时就让我非常敬
仰。

讲座结束后，在我一再请求下，文化馆
的王馆长热情地把我带到傅天琳面前，并
请她给我作指导。

当时，我第一眼看见傅天琳的印象是：
年轻漂亮，很有女人韵味，还有一种脱俗的
气质。特别是她那微微绽开的笑容，看上
去温馨谦和，亲切可爱，那笑靥中深藏着智
慧和灵气。

那时，傅天琳老师的许多诗作已在全
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她的《苹果园之

歌》获得星星诗刊优秀诗歌奖，她已是
一位知名人士。可她却非常谦虚，平易
随和，对我这个热爱文学的无名小卒耐心
细致地讲解，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给予回
答。我把自己写的几首不算诗的手稿给她
看，她认认真真仔细地看了一遍，给我指出
了一些问题，并教给我一些方法，同时也鼓
励我要多看多写多揣摩，爱好文学要持之
以恒才能有所长进。

很遗憾，此后我沒能一直坚持在文学
的道路上跋涉，几十年来也沒能再见上傅
天琳老师一面。但傅天琳老师的教诲和她
那温馨的笑容，却让我一直念念不忘。

近几年，由于工作轻松，有了许多闲暇
时光，自己又拾起了文学写作的爱好，又渴
盼见到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傅天琳。

我算了算，傅天琳老师现在的年龄应
该在七十岁左右了，应该是满脸皱纹的老

太太了吧？
我沒想到，那

天当留守儿童关爱启动仪
式完毕后，我见到傅天琳老

师，她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当我与她谈到
46年前在北碚文化馆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时，她说已经沒有印象了，但她却真诚地
说："当年自已得到了梁上泉、吕进等老师
及王馆长的指导和帮助，没有他们就没有
自己的今天。"

啊！傅老师还是一个知恩感恩的人。
让我惊奇的是，傅老师看起来要比实

际年龄年轻10多岁，精神饱满容光焕发，
走路稳健思维敏捷。她那微微绽开的笑
容，还是那么温馨谦和，亲切可爱，那笑靥
中深藏着的智慧和灵气越来越多。我想，
这一切都是文学的魅力吧！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全市扶贫开发工作交叉检查，我到了
垫江，历时一周的检查，好多地方都让我
感动。

一个叫吕远金的孩子，小学二年级，
那双机灵可爱的眼睛深深地印在我的脑
海里。那天，我们上门调查的时间已经很
晚了，夜里九点多钟吧。山村格外宁静，
也没有狗吠。可是我们抽调的样本必须
当天完成调查任务，所以就算赶夜路，我
们也要完成。

吕远金的家，是那种竹篾穿斗的旧房
子。黑呼呼的墙壁，蒙着灰的老式牙床。
电视机有一台，我认识，是那年全市扶贫工
作试点，赠送给所有贫困家庭的那种。昏
黄的灯光，照在暗淡的小屋里，唯独蚊帐干
净。洁白的蚊帐，衬着床上孩子的作业簿，
相互辉映着暖暖的光芒。孩子浓眉大眼，
气宇轩昂，一双大眼睛，鬼机灵，可爱极了。

他的父亲不在家，在外打工，母亲去帮
我们叫其他调查对象去了。

他趴在床上，一会儿在本子上写几个
字，一会儿又伸直腰杆仰头看着我们，掰指
拇数数。估计是找到答案了，他又趴下去

写作业。我小心翼翼地环视四周，环视这
个简陋的房子。尽管陪同人员一再说，他
们的新房子已经修好了，在想法装修，我心
里总是沉甸甸的。孩子，竟然是在床上趴
着写作业。抬眼望，右边的墙上，贴着金色
的奖状，把墙壁映照得光鲜亮丽，那一面风
景多么美！殷红的绶带，金色的齿轮和红
缨枪“学习小标兵”“好孩子”“小能手”“小
学生”……印在金色的奖状上，那么漂亮。

我站起身恭恭敬敬地凝视着这璀璨的
光辉，这堵墙，被这鲜活的色彩辉映得格外
亮堂。我能看见奖状上的每一个字，孩子
还不到九岁，小学二年级，墙上的奖状有五
张。看我专注于这堵墙，孩子从床上站起

来。顶天立
地 站 在 床
上，蚊帐的

帷幔似乎就是
舞台的大幕，徐徐拉

开。这五尺木床，似乎是一个宽阔的舞
台。小远金，站立着，铅笔头平指那一堵墙
说：“我要把奖状贴满那堵墙！还要贴在新
家的墙上！”

同行的同志，嬉笑着逗孩子玩，我完成
调查问卷，再次注目这堵墙。发现潮湿的
墙缝里，一粒种子，发了芽，迎着那金色壁
纸的光芒，温暖而茁壮。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人看着桥
桥也睁大眼睛看着人
桥映着人的喜怒哀乐
水映着桥的平和如一
三千流水逝
伊人眼波逝
水波漾漾

沙沙声

嫩叶春日迎风招摇的
沙沙声

虫子在夏天咬坏绿叶
的沙沙声

秋叶落地的沙沙声
车轮碾过秋叶的沙沙声
冬雪覆盖万物顺手覆

盖秋叶的沙沙声
我在嘈杂四季里思念

你时的沙沙声
时光之轮碾过万物顺

手碾过我的沙沙声
（作者单位：国电重庆

电力公司）

读书时代的登科很勤奋，在我的印象里，他的双眼总是布满血丝。这睡眠
不足的样子，活生生地印证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古训。

重庆新诗的一本影集
——序蒋登科《重庆新诗的多元景观》

吕进

文学评论

她那微微绽开的笑容，还是那么温馨谦和，亲切可爱，那笑靥中深藏着的智
慧和灵气越来越多。我想，这一切都是文学的魅力吧！

相逢傅天琳 田贻全

文人剪影

这五尺木床，似乎是一个宽阔的舞台。小远金，站立着，铅笔头平指那
一堵墙说：“我要把奖状贴满那堵墙！还要贴在新家的墙上！”

把奖状贴满墙 李华

七孔桥
（外一首）

冉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