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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耳嘈嘈以失听，心切切以求真。前
半句出自《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试〉》，
后半句是我临时想起来的。我把前后合
成一句话，算是对张华这本评论集的理
解与诠释。

张华是我的文友，笔耕不辍，著述甚
丰，出版过报告文学集、诗集。但，不知为
什么，当他的评论集《嘈嘈切切》即将出版
的时候，我才觉得这是他最应该写而且写
得最好的东西。文坛不乏报告文学家和
诗人，缺的是评论家尤其是像张华这样的
评论家。我的依据很简单，张华虽然阅人
无数，交友甚广，但在作品鉴赏、文艺批评
方面，他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毋庸讳言，当下的文坛曲宴密集，管弦
嘈杂，在热闹而欢乐的后面，是浮躁，是急功
近利。创作如此，评论亦然，甚而至于有过
之而无不及。我先后担任过茅盾文学奖和
鲁迅文学奖的评委，那应该是一个庄重而神
圣的场合，但，出于情面，出于局面，偶尔也
不得不顺水推舟，人云亦云，发表过好些违
心的评论与结论。而在更多的场合，我则见
到的是毫无原则的吹嘘，没有底线的奉迎，
扭曲了作品与评论的关系，从而在很多时

候，读完作品的第一感觉，便是对评介作品
的评论顿生疑惑。

张华不然。他长得颇骨质，内心更有
文人的骨气。因为如此，不少文友喜欢给他
送书，然后请他为自己的作品写点评论。时
间长了，写得多了，于是有了这本题为《嘈嘈
切切》的评论集。文友们当然知道，张华既
会点赞，也会吐槽。点赞的对象也许是文学
新人，初出茅庐；吐槽的对象也许是达官贵
人，天王老子。张华的评论之所以受到欢
迎，正在于他从来对事不对人，有一说一，有
二说二，没有骨酥肉麻，没有天花乱坠，有的
只是促膝谈心，有的只是心领神会。诚然，
遇到文字的硬伤，这位资深编辑，这位文学
学士，是不能容忍的。他会用一种刻薄的语
言去挑衅文友，激怒文友。然而，绝大多数
的情况是，文友并不生气，反之尤为感激。
因为在张华的评论里，他们受到了教诲，收
获了真诚。在这本评论集里面，在张华喜怒
哀乐的字里行间，我读到了好些这类文学之
外的故事。

张华在评论界的作为，显然来自他的
文化自信。自信是需要底气的，而这又正
是他的优势。文学圈中，我见过很多饱读

诗书的朋友，但很少见到像张华那样既饱
读诗书且倒背如流的作家。他的超常记
忆让他口若悬河，落到稿笺纸上，却是神
采飞扬说理精深的文章。张华的评论集
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与其他评论家的套
路不同，他几乎不去概括不去提炼别人的
东西，更不会沿着理论的枯燥的小路，从
河东走到河西。助力于创作的思绪，他运
用报告文学的真实，发挥诗人的想象，把
评论写成散文，甚至比散文还要挥洒自
如，还要行云流水。而那潺潺而出的，已
是润物无声，已是春风化雨。

作为文友，我是张华评论的受益
者。他在点评我的作品时写到：从文坛
到政坛，从政坛到文坛，黄济人须臾未忘
初心，须臾未忘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样一句大气磅礴的评语，虽让我汗颜
不已，却叫我终身铭记。纵观重庆文坛，
诗歌是强项，张华隐身其间，大可不必。
而评论如同长篇，是我们的弱势。欣逢
盛世，生逢其时，张华挺身而出，于情于
理，于公于私，皆大欢喜。由此，我祝贺
《嘈嘈切切》的出版，祝贺重庆文坛多了
一部力作，评论界多了一员悍将，也许，
这正是金秋时节属于文学的收获。

2019 中秋节
（作者简介：黄济人，中国作家协会

主席团荣誉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荣誉
主席，国家一级作家。著有《黄济人文
集》1-5卷。主要作品有《将军决战岂止
在战场》《崩溃》《哀兵》《征夫泪》《重庆谈
判》《命运的迁徙》《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
日记》等。）

两江新区，是我的故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越发念着家

乡的味道。怀念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
瓦甚至空气里混合的乡村气息，怀念那
些可望而不可及的已随风飘逝的时光。
心态怀旧，并不意味着不能接受日新月
异的现实。相反的，我有几多欣喜、惊
叹，在我生活的天空和生存的土地上，蓦
然回首，我发现身边的一切变化是那么
的不可思议……在我的故乡两江新区，
一座新城的冉冉升起，让我想起科幻片
里用简单音画虚拟的涤荡心灵胜境——
天空之城。

有机会与久违的故乡重逢，我踏上
了去两江新区的路途。那条路显得格外
漫长。疾驶的车轮，卷起黄色的烟尘，遮
住了我北望故乡的目光。思乡的情结，
会使我放飞的心灵变得沉重，我只好把
它埋在我胸膛的最深处。

在一方水土崭新的版图上，尽管童年
生活的影子已无处可寻，但城市的变化让
我感受到物换星移旧貌换新颜的喜悦。
云集了云计算大数据、光电显示、半导体
集成电路、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等现代化产
业的一幢幢厂房林立，充满人文情趣和休
闲意蕴的公益景观随处可见……

先随朋友们来到果园港。重庆自古
以来是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朝天门往东
30公里处，一座现代化港口——果园港
正在蓬勃发展。

货轮在河面划出条条水波，各色集
装箱整齐地摞成了码头独特的风景。列
好队的场桥像随时待命的卫士，中欧班
列呼啸着驶过……这是我站在重庆果园
港高处看到的景象。

重庆果园港是长江上游航运的标志
性工程，是国内在建的内河最大铁水联
运港口。目前果园港大力开展多式联
运，已打通水铁空交通障碍。让人眼前
一亮的是果园港正加快建设智慧、绿色
的现代化港口，无人化趋势在这里逐渐
显露出来。过去“弓着腰、低着头”的劳
动姿态，变成了“看着屏幕、动动鼠标”。在
安装了智能远程操控系统后，每个操作人员
只需坐在办公室，便可同时远程控制机器进

行作业。除了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外，智能化
的应用也让司机驾驶安全得多。

作为地处中国西南部的山城，重庆
巧妙运用着它的多方优势，实现了连通
世界的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然后有幸参观了凝聚高科技的零壹
空间。创业需要梦想、心血以及毫无保
留地付出。虽然零壹空间实现盈利周期
长，但未来很确定。他创立公司的初衷
一方面是更好地服务于地球生活，另一
方面是去地球外开发更多资源。零壹空
间的定位是，为商用微小卫星等小型航
天器提供专享发射服务的一家民营公
司，主要产品是搭载微小卫星的火箭。
发射微小卫星成为了你我他都可以做的
事情，只要找到合适的火箭公司为你服
务，听起来是不是很新潮？

2018年重庆零壹空间航天科技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的“重庆两江之星”OS-X火
箭成功点火升空，成功实现了中国首枚民营
自研商用亚轨道火箭首飞。零壹空间研发
团队里有个带队的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才32岁，北大毕业。从他身上我仿佛看
到了无数个如他一样的科技工作者的身
影。他们高举科技之光以科学之火点燃了
人类心灵中的熊熊希望……

接下来到了北京现代重庆工厂，这
厂竣工投产才几年，何以能担起全新性
能车的制造，大家甚是好奇。

据了解，北京现代重庆工厂运营理
念里，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品质工厂和
高效工厂四大基本战略中，“绿色工厂”
的表现最直观。在重庆工厂规划阶段，
坚持把绿色作为最主要的一个方向之
一，比如冲压车间采用了独立减震降噪
设备，所以噪音方面得以控制。不仅如
此，重庆工厂还采用多种环保技术降低
能源消耗，实现废气、废水、废弃物的绿
色排放与回收利用。

北京现代重庆工厂的精髓在于智能
制造。设备智能化带来的辅助功能提
升。因为设备的智能化，可以实现北京
现代三地五厂经验共享。

生产线上工人在机械辅助设备的协助

下，大部分耗力的组装工艺都不需要人工操
作。工人们在设计的生产线上，基本不需要
做无谓的走动。比如油箱组装环节，工人可
以坐在车上不动腿，全靠运输线将工作平台
前后移动。一辆汽车从无到有，全部由机器
人完成，这不再是梦想。科技真是一把创造
美好生活的金钥匙。

参观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到两江新
区数字经济产业园。两江新区数字经济
产业园将重点发展数字基础型、数字应
用型、数字服务型三大类产业。虚拟现
实、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领
域，“互联网+”“大数据+”“智慧+”等新
型业态，这些在以前想也不敢想的词语
如珠玉喷溅，呈现在我的脑海，同时也为
我勾勒出一幅未来世界波澜壮阔新颖的
图景，让我充满了期待。

家乡桃源今胜昔。搜寻自己少年的
记忆，像翻看一张张老照片，查找自己儿
时的足迹，但心中早已沉醉于故乡的新
颜。那一百多个保留原始风貌的城市公
园，为我织就出了记忆的经纬；蜿蜒的御
临河汤汤的流水，连通了我心灵的沟渠。
我的母校墙面上，“为中华之崛起而勤奋
学习”的标语已依稀斑驳，而不远处，一群
年轻人，正把梦想注入火箭的燃料箱，让
又一个崭新的时代腾空而起……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钟声四起
有我无我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吃素品，聊素天
榕树参天
虫鸟低鸣
月上枝头
凡人坦然说凡事
眼神逻辑没有疑问
呼吸匀畅中庸平和

暮色下，长亭外，白塔边
几盏茶，慢下来静谧屋瓦
晚风，细柳，温润毛孔
和自在一起
净心此间
一只鸟掠过眉间
划过一道禅意的风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天空是盖，大地是锅
秋后太阳，越烧越旺
白晃晃，玻璃上流动水珠
地表又暴出脾气
怎么看都不像暑兽走到了尽头

所有车辆，热锅里的蚂蚁
以逃逸似的姿态四散而去
对讲机里有声音嘈杂催促
向气喘吁吁开过锅的皮卡招手

可以立足的地方
影子瘦弱，路灯杆立不起一片荫凉
热浪一波又一波卷起
没有寸草，防撞桩保护一个孤岛

路沿像一条河平整的岸
草木踏过河里旋涡
谢谢你黄葛树
比我年老，站姿如我从容
给我一片葱茏，我就是植物

反光背心花花绿绿
和白色腰带融合
秋天的花是太阳花看车流如水
看枝丫招展成风

在岗台上开的花
汗水是晶莹的露珠，结出了果
（作者单位：重庆市公安局南岸

区分局交巡警支队）

耳嘈嘈以失听，
心切切以求真

——张华评论集《嘈嘈切切》序 黄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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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晚报副刊
月度好稿奖

（2019年8月）

标题 作者 发表时间
下浩老街的神韵 张树金 8月6日
月边飞行 屿夫 8月6日
遥远的爱情
美丽的歌 文猛 8月16日
夜航船 李晓 8月19日
荷花 大窗 8月19日

北京现代重庆工厂车身生产线（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