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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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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鉴就是梦桐疏影。梦桐疏影是她的笔
名。她长期生活在一个叫来凤的小镇上，像一
株野生植物，借着天然的阳光雨露，随性地伸展
自己的枝叶。其实，她是一位非常有实力有才
气的作家，对人谦虚低调，做事踏实细心，我亲
自听到诗人傅天琳多次表扬她，说她人好诗好，
既耐心又细致，让人觉得很舒服。后来，重庆市
作家协会开展了“结对子”活动，张鉴有幸成为
了李钢的学生。李钢看过她写的东西后，评价
不错，也非常看重这个学生，并组织了一个“豪
华”团队去指导她。这个导师团一共四个人，除
了李钢和我，还有翻译家董继平、担任《红岩》常
务副主编的诗人欧阳斌，我们各有分工，我的任
务是在适当的时候对其作品进行评介。从那以
后，张鉴的创作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她获得了
《银河系》诗刊评选的2016年度“银河之星”，作
品上了《红岩》和其他一些报刊，参加了全国散
文诗笔会，诗集《如果有一个地方》入选重庆市
都市作家丛书并获得资助出版等。而这本入选
重庆市文学艺术重点扶持项目的诗集《慈悲若
云》即将出版的时候，我主动请缨，要写一篇感
想，也算是完成李钢布置给我的作业。

张鉴来自基层，是教学一线的优秀园丁。
她很勤奋，善思考，细腻而大气，为人为文走的
都是正路，既写散文，也写诗，还写评论，是个低
调而有特点的多面手。她的诗，看似信手拈来，
但又不是生活的复制，而是经过了心灵的熔炼
和提升。她的语感相当不错，有一种天然的灵
气，充满想象力，大胆而不张扬，舒放而又克制，
超越了那种常见的平淡、刻板、做作的写作方
式，读来具有余味，也令人回味。这本《慈悲若
云》包括“历史微光”“山中时光”“半部人间”“慈
悲若云”四辑。从诗集的结构看，视野开阔，题
材丰富，切入角度别致，触觉细致。诗人行走在
都市与山野之间，穿行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
在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触点上生发诗意，呈
现出内心深处的痛与爱、情与思，表达对历史、
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多元思索，既有历史的厚
度、现实的深度、情感的浓度，又体现出生命的
纯度与温度。诗人通过独特的艺术方式拨开迷
雾，透过文字的密林折射出灵魂与精神的微光，
带给人一种纯粹而向上的精神力量。

诗人在《慈悲若云》这首诗的题记中写道：
“佛有慈心，如垂天之云，荫庇众生。”这既可看
成是这本诗集的主旨，也可看成是诗人内心的
渴望和祈愿。她相信也渴望一颗柔软的慈悲
之心，如同垂天之云，护佑众生，福泽万物。诗
人的修持如此，诗心如此，写作的目的亦如
此。真正的慈悲，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一种内
在的修养，有爱，胸怀博大而心肠柔软，试图通
过自己的发现和坚守消除人们面临的精神苦
闷和压抑。“慈悲”本是佛教术语，是一种看待
世间万物的态度和智慧，其实也是宇宙存在的
根本法则。诗人的情怀、胸怀和境界，是“慈
悲”的一种延伸，超越了宗教意味。张鉴所坚
守和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看似平常但又时常
被人忽略甚至遗忘的精神品质。

张鉴的诗是有根基的。她喜欢读书，也喜
欢行走，在阅读与行走中观察和思考。“历史微
光”来源于诗人在行走中的所见所闻所思，但
她又不局限于眼前所见，而是通过行走洞穿时
空，集合长期积累的知识和思索，对历史人物、
事件或者名胜古迹进行哲学、宗教和美学打
量，从行走中洞见历史深处的微光，获得一种
来自大地和时间的启迪和暗示。在月亮湾，诗
人发现：“灯光在石头里点亮/那里住着远古的
亲人/人类刚刚翻开蓝色的扉页//夜色多么宁
静/上帝安详，端着正义/温和地品着众生佳
酿”（《古老的月亮湾》），历史久远，生命短暂，
但在诗人看来，逝去的一切都以精神性的存在

而隐身在世界的不
同地方，带给后来
者以启迪和指引。
这或许就是传承，
就是血脉与文脉。

“山中时光”是
张鉴内心深处最为
渴慕和追寻的生命
体验，对于喜欢安
静的张鉴来说，在
静谧而丰盈的山林
中，尽可避开繁杂
与浮躁，放飞自己
的内心，回归真实
的自己。这类作品
与她的诗集《如果
有一个地方》有着
一脉相承的精神取
向，诗行中流淌着
传统文人高士的傲
然与洒脱，在表达
方式上写实而又浪
漫，自然山水与心
中梦想达成了难得的一致，或者成为诗人自我
反思的参照，读后令人沉思，也令人向往。

“半部人间”，诗人抒写人世间点点滴滴的
爱与痛，抒写亲情的珍贵、爱情的甜蜜，也抒写
对童年与故土的眷恋和不舍，有时还为俗世生
活带给她的小欢喜、小忧伤而感动。作品从不
同角度展现了精彩纷呈、斑驳陆离的大千世
界，于境中取意，在意中显境。比如，她关于玉
兰、桃花的系列作品，都来自寻常生活、寻常事
物，但切入角度独特，在随意淡然中流泻出细
腻动人、洒脱不羁的韵致。《恰好，你也爱我》
《日光之下》等作品，实际上是诗人内在情绪的
流淌，淡淡的，但也是浓浓的。正是这些浓淡
相宜的人生意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在人间
的诗人。张鉴不是一个红尘的逃离者，她只是
在红尘之中追寻着纯粹。

“慈悲若云”这一辑作品，展现的主要是一
种佛心禅意，表达的是一种悲悯与慈爱。这里
有对生命的思考，有爱情的洞察，对万物的感
悟，对亲人、家人的珍惜，对孩子甚至陌生人的
祝福，也有着对普通人的关注，比如对留守孩子
的关爱、对三轮车夫的同情、对挑山工的敬佩
……慈为慈爱，悲为悲悯，爱到极至就是慈悲。
《你是我的一首诗》写的是诗人对爱的思考，以
及她为了这种爱而经历的忧伤与苦闷、矛盾与
疯狂，在冰与火中淬炼自己，最终获得一种精神
的升华：“其实，到最后，我只是毫无理由地交出
自己/面对最无意义的事物”。一首短诗，写出
了人生的艰难，但我们也体会到了诗人的执
着。爱是生命的底色，也是艺术的主题。在这
些作品中，诗人对一切具有生命的存在寄予
深深的怜惜和同情，带给我们一个充满善
与美的世界，散发着温润柔绵的爱的气
息。

总之，张鉴追求诗的单纯、唯美，在
文字上节俭，尽力通过跳跃、省略、变异
等方式剔除叙事性的冗余。她不固守
某种特别的诗歌体式，也不随波逐流，
所有诗作都随着情感的节奏，形成属
于她自己的生命旋律。在意象选择、
语词组合上也独具特色，她善于从具
体的场景中发现独特的语词，善于将
传统的修辞手段化用在具体写作中，
形成一种陌生化的表达方式，由此抒
写看似熟悉的体验，最终形成一种既
熟悉又陌生的艺术效果。她希望把每
一个词语、每一个诗句都安放稳妥，希
望每一首诗都是不一样的。她一直在默
默努力，而我一向对那些安静、执着的写
作者心存敬意，我相信，新诗的希望也许就
在他们的安静、执着之中。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西南大学教
授。本文是作者为张鉴诗集《慈悲若云》撰写
的序言，该书已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11月出版。此处有删节。）

她有古典美女与现代美女的韵
味，端庄贤淑，秀发飘逸。谈吐间，一
对浅浅的小酒窝不时显现，露出一口
极白的美齿，格外迷人。你绝对想不
到，她已过而立之年，是一对双胞胎
孩子的母亲；你更想不到，她还是重
庆人民融侨小学的优秀班主任和优
秀辅导员！学生家长称她“明星园
丁”，孩子们亲切叫她“红妈妈”。

她叫曹理红。毕业于重师初级
教育学院，在小学教学这个岗位上
已度过了整整12个春秋。

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刚进校
门，面对新环境新事物样样都感到
陌生，怕这怕那。家长们对孩子也
特别担心和牵挂。曹理红属兔，她
深知兔子生性胆小。她把家长和孩
子们的这种状态称为“兔子心理”。
于是，她要求新同学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破胆”！她定期组织开展唱
歌、绘画、弹琴、朗读、跳绳等各种活
动，要求孩子们人人上台参加表演，
家长互动，老师适时讲评和鼓励。
通过经常的训练，孩子们的自信心、
自强心大大增加，表达力、表现欲很
快提高，上课个个发言踊跃。孩子
们的怯懦心理和家长们的焦虑很快
就消除了。曹理红所教的“红三
班”，在学校历年的艺术节和运动会
上总成绩均独占鳌头！

良好的习惯，能成就孩子一
生。做为班主任，曹理红十分重视
培养孩子正确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摒弃不良习惯。她将学生坐姿，衣
着，握笔写字，举手发言，礼貌用语
等文明习惯编成儿歌，要求孩子们
记住背熟，认真照做。她还特别重
视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她像布景
师一样，营造阅读氛围。在走廊，过
道，教室的墙上或转角处，摆上各种
各类适合学生阅读的书籍。在教室
的天花板上别出心裁用鱼线将书籍
吊起，孩子们伸手一抓，便可翻阅。
她像发明家一样，创建并完善了课
堂阅读、兴趣阅读、亲子阅读、假期

阅读、打卡阅读、交流阅读、评比阅
读等内容和方法。她像春蚕一样吐
丝不倦。推荐学生春天读什么书秋
天读什么书，推荐男生读什么书女
生读什么书，推荐家长读什么书。
每本书读完，怎样写读书心得、如何
进行交流等等，她都有精心的安排
和计划。广泛的阅读和涉猎，开阔
了孩子们的视野，拓宽了知识面，培
养了兴趣。曹理红所教的班级被上
级指定挂牌为“阅读基地”。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曹理
红充分调动家长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
作用。她创建了“家委会”，让孩子的
家长走进课堂，参与辅教。她根据家
长的职业特点安排对接式授课，效果
特别好。如请交巡警家长，来讲交规
课；请法官家长，来讲法制课；请医生
家长，来讲卫生课等等。她还建立起
了与家长互动的“同心交流群”。通
过语言、文字、视频随时随地与学生
家长交流，探讨各种问题，倾听各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创新工作思路，改
进教学方法。刘宁恩年龄小，个子
矮，身体弱，最开始跳绳在班上倒数
第一。曹理红进行重点耐心帮助，她
每天都与家长进行视频沟通，既教方
法，又鼓干劲，着力培养孩子的毅力
和决心。就这样，刘宁恩最终战胜了
自己，发着烧还坚持参加比赛，取得
了每分钟跳绳150个的好成绩。

曹理红的课余时间排得满满的，
每天两小时自学读书，两小时批改作
业备课，两小时与每个孩子家长在群
里交流，经常忙到深夜。她把班上所
有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以慈母之心去观察、去思考、去交流，
去鼓励，无微不至，意切情真。

曹理红，用真心传递爱意，用责任
书写荣誉。她多像一缕春风，时刻吹
散孩子们的疑虑，开启心智；她多像一
丝春雨，时时滋润孩子们的心扉，净化
灵魂；她更像一垄春泥，呵护孩子们健
康成长，呕心沥血，无怨无悔。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就在我的案前，依稀可见
行将走远
犹如窗外的一张雪片
悄无声息
默默垫其后，又匆匆走在前

承载364倍的重量
叠拼365个零碎的圆
来不及看清你的容颜
也留不住你莫名的背影
总在失之交臂的得
经意不经意的舍

生活的轻重码成一页页的公平
生命的长短铺就一本本的经卷
快快呵护，呵护最后一张台历
有一种纪念去忘却
有一种忘却去纪念

正经历一场冷
双手插进裤兜
还是阻挡不了
皱纹拉紧，脖子生硬
一向爱逛绿心路的情侣们
何来缺席过那么几对温存

河床消瘦
瘦得失去咆哮的个性
蛙蝉慵懒
懒得不见吟唱的影子
无暇顾及，空旷的水草之上
一只走失的孤鸟，飞得几分惆
怅几分迷茫

据说地球早已变暖
却一直心念那个《卖火柴的小女
孩》
难解熊熊炉火钢铁柔情
谁去唤醒冰山上的雪莲
别叹零落树下的三朵梅花
或许，正在吮吸大地的体温

何时雪中飘来你的眼神
那么空洞那么陌生
陌生得无法确认
久违的你
是否也正经历一场冷

（作者简介：罗玉田，笔名
雨天，重庆市开州人，现供职于
四川乐山井研县委宣传部。有
作品在《四川文学》《星星》《青
年作家》《诗歌月刊》《绿风》等
全国各地报刊发表。）

爱是生命的底色，也是艺术的主题。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对一切具有生命的存在寄
予深深的怜惜和同情，带给我们一个充满善与美的世界，散发着温润柔绵的爱的气息。

以慈爱情怀解密人生
——读张鉴诗集《慈悲若云》

蒋登科

她把班上所有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
样对待，以慈母之心去观察、去思考、去交流，
去鼓励，无微不至，意切情真。

春风 春雨 春泥

城/ 市/ 漫/ 记

陈益

呵护最后一张台历
（外一首） 罗玉田

诗/ 绪/ 纷/ 飞

文/ 学/ 评/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