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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春风，从春的道口吹来
江小妹一招手，我就来了
看两江新区的枝头，丹桂飘香
沐浴了一轮红日温暖的爱
孵化出今日重庆的热气腾腾
春风，从春的道口吹来
在长江和嘉陵江的臂弯里安家落户
绿了柳岸，绿了草坪
绿了1200平方公里原野
和智汇两江，如火如荼的风景线

互联网种出的树
在长江古老的浪花上漾起新韵
依靠水港、空港、铁路港……
把同此凉热的绿，播向五洲四海
云计算开出的花
载着一群年轻人玫瑰般的梦

插上0S—X0火箭和“两江之星”的翅膀
从零到壹的空间出发
在这片滚烫的土地上，一飞冲天
大数据结出的果
已在研发中心的襁褓里抛光

谢谢你哟，亲爱的小妹
你一招手我就来了
在阳光明媚的枝头，看丹桂飘香
感受一轮红日，用它温暖的爱
孵化出今日重庆，热气腾腾的一片天

在影视城，泡一段好时光
那年，与影片《一九四二》
相会两江影视城
看见老陪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它灰蒙蒙的天空如白夜
那一段历史，是黑夜
逃荒路上，饿殍无人收尸
敌人的飞机又甩了炸弹
你的头上还冒着硝烟
防空警报像鬼叫
萦绕耳际的，是凄厉的哭喊声

我在街上跟国泰戏院说话
你是从解放碑搬来的吗
明星云集的大戏院
看着她换了新衣裳

我在街上跟馨雅咖啡馆说话
你的原名叫心心咖啡店吧
孔二小姐在大街上耍横
抽了警察局长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在街上跟“新华日报社”说话
有未卖完的《新华日报》吗
你案头那发黃的文字里
能不能读出，那些报童的叫卖声

今天，又到两江影视城
《一九四二》的故事早已散场
我要和一群诗人留下来
好好拍一些“老照片”
绝不放过老重庆的每一处风情
然后去临江茶舍要一杯盖碗茶
泡一段好时光

园博园，我与你一起盛开
园博园，我与你一起盛开
把阳光请进来
把鸟鸣请进来
我就是你的一缕风啊，园博园
让千万株林木，青影婆娑，迎风起舞
让三千亩辽阔，山清水秀，花枝招展

园博园，我与你一起盛开
把园门打开
把心情打开
我就是你的一棵树啊，园博园
观北方的风情，宏阔大气，金碧辉煌
赏南方的韵味，叠泉流花，五彩斑斓

园博园，我与你一起盛开
把船帆升起来
把山歌唱起来
我就是你的一滴水啊，园博园
水中的欢声，青山倒影，涟漪粼粼
岸上的笑语，风吹杨柳，情意绵绵

园博园，我与你一起盛开
把诗歌请出来
把诗人请出来
我就是你的一首诗啊，园博园
唱一首竹枝词，清新婉转，管弦悠扬
诵一曲巴渝风，风姿绰约，激情满怀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热闹非凡的新诗百年纪念、庆祝活
动刚刚结束，新诗第二个百年的旅程刚
刚起步，就传来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重
庆市诗词学会成立了格律体新诗研究
院，并且引起了热烈反响。该院聘请我
担任名誉院长，我欣然应命。虽然没能
参加成立大会，但是发去了贺信，指出建
院对于“推动格律体新诗的创作与研究，
是一项具有长远目光和战略意义的举
措”，还表示今后“愿对研究院的工作聊
尽绵薄之力”。

该院甫一成立，便生气勃勃开展工
作，编选出版这套包括8位诗人作品的
《当代格律体新诗丛书》，并邀请我出任名
誉主编，撰写总序。我当然乐观其成，乐
于从命。

重庆是新诗“二次革命”的发祥地，而
确立格律体新诗（原称“现代格律诗”）将
使“二次革命”中“诗体重建”的重要任务
之一落到实处。新世纪以来，得网络之
便，格律体新诗的队伍得以在“东方诗风”
论坛、“中国格律体新诗网”及其所办刊物
集结，有了自己的园地，创作与理论研究
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整齐式、参差（对
称）式、复合式三种体式的区分，诗行内音
步的划分，使创作格律体新诗建行、组节、
成篇既有法可依，又如闻一多所言得以

“量体裁衣”，决非千篇一律，呆板不变。
如今这套丛书的问世，就是当下格律体新
诗创作实力与实绩的集中展示，为上述论
述提供了切实的例证，足以破除一些人长
期以来对于格律体新诗的种种误解，改变
他们的错误观念。

据了解，6位诗人都是格律体新诗研
究院的负责人、研究员，他们的作品不及
细读，只是匆匆浏览，我便得到一个很好
的印象：他们对格律体新诗的真髓都是真
正理解的，对已有的新诗格律规范都是熟
悉并认真遵循的。有道是“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我觉得他们对格律体新诗这种目
前在中国诗坛不受待见，更不吃香的诗
体，已经超越了兴趣的层面，而是达到了
热爱的程度，并且进而对格律体新诗的前
景充满信心。毫无功利之心，坚持自己深
信的诗观诗见，苦心孤诣，潜心创作，这种
精神在往往显得急功近利的当今诗坛，是
难能可贵，值得提倡的。

从6本诗集可以看出，诗人们在遵从
“三分法”基础上，对4行、6行、8行、14行
几种“定行诗体”的创作青眼有加。其
中，王端诚二位还出了14行诗的专集。
这表明，格律体新诗已经发展到一个崭
新的阶段。诗贵精短，自古皆然。中外
诗歌中都有一些短小的诗体，诗人爱写，
读者爱读，其中名篇佳作往往流传千
古。长而散是当前诗歌创作中难治的一
大痼疾。因此提倡并逐渐形成这几种定
行格律体新诗，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进一
步加强定行诗的创作、研究，应该是今后
格律体新诗发展的重要方向。这里需要
强调的是，“定行”必须与其他格律要素结
合起来，才具备格律体新诗的身份。很显
然，那种仅仅14行一首，而并不遵从其他
格律规范的作品，只能属于自由诗。正如
不讲平仄、对仗的八行体七言古诗是不能
称为七律的。

6位诗人中，有几位格律体新诗诗龄
较长，有几位则进入这一领域的时间不
久，就成绩斐然。这一事实说明，新诗格
律这一工具，要掌握并非难事，关键在于
你是否愿意学习它，运用它。掌握工具得
心应手，能够达到“运斤成风”的地步呢。
歌德不是早就说过吗：“在限制中才显出
能力，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那种流毒
甚广的“格律束缚”论可以休矣！

去年11月，我在《中国文化报》发表
文章指出，新诗第二个百年的重头戏是

“立”，即创立格律体新诗，改变何其芳所
诟病的诗坛“偏枯”现象，真正走上康庄大
道，无愧于中华诗国的美名。这套诗丛的
出版，就是为“立”的重头戏提供了一个生
动的场景。

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呈现出自由体新
诗、格律体新诗和传统诗词并存的局面。

“三足鼎立”应该是理想的诗体生态。如
前所述，当下格律体新诗已经有了很大的
进展，但是总的说来，还在继续探索当中，
相对而言，显得比较弱小。因此，“三足”
是现状，然而“鼎立”是可以实现的愿景。

来日方长，任重道远。愿与诗丛的作
者诸君以此共勉，为新诗“二次革命”的最
终成功不遗余力，共同奋斗。

（作者系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西南
大学教授）

从渝北出发，驱车约20公里。导航显
示：目的地已到。

下车，四顾茫然。知我来意后，路边正
往小三轮上装货的大伯热情地指给我，喏，
前面几十米就是锻造厂门口。拆了，看不到
啥了。

果如发小所言。三天前，无意中聊起旧
厂房和宿舍，他说快拆完了。我一惊。驱车
赶回，想再看一眼。

仍不死心，沿高高的临时围墙一路寻
去。什么都看不到，只能越过围墙上方看到
几栋破败厂房的顶部。心一酸，眼湿了——
注定是一趟抱憾之行么？

约百米外一道灰色铁门，把门铁锁锈迹
斑斑，门上一个小碗大的洞。往里瞅，这不
是小时候母亲常抱我玩耍的地方吗？

出生在巴南乡下的母亲，护士学校毕业
后在西南医院当了一名军医，几年后转业到
重庆锻造厂医务室，后与重庆煤研所工作的
父亲结婚。父母、我、弟弟，我们一家四口住
锻造厂宿舍。当时这里公交站名叫张家湾，
又名锻造厂。

最早住的老式红砖房俗称“干打垒”，冬
冷夏热，共四楼，我家住顶楼。几栋楼呈U
字摆布，中间空地成为厂里孩子们的乐园，
称“大坝子”。夏日乘凉、端碗聊天、春节放
火炮、两口子撕架、推汤圆爆米花……这里
堪称露天剧场，各色戏码轮番登场。

每日作业做完，父亲令我看书：《红岩》
《欧阳海的故事》……书看得稍多又爱吹龙
门阵，我成了“故事员”，孩子们喜欢扎堆坐
到三四楼之间楼梯上，听我坐最上面一级楼
梯摆故事。记不清讲些啥，反正把书上看的
添油加醋吹得眉飞色舞，听众两眼放光如痴
如醉，每到结束报以热烈掌声。

1981年前后厂里盖了新宿舍楼，母亲
分到一套，全家欢天喜地搬入有独立卫生间
和厨房的青砖新楼。许多小伙伴还住红房
子，两处相隔不过半里路，我仍时常回去玩。

工作后渐渐疏离了小伙伴们，我们话题
少了。不喜欢人们蓬着头发踩双拖鞋出门
买菜，一边讨价还价一边大声飙粗话。我想
离开这个地方。

1996年我调去渝中区工作。为陪伴
我，父母离开几十年相处的老友同事，在大
坪买了商品房，青砖房则以3万块贱卖给厂
里一位孔姓老姐妹。母亲说，这么远回去一

趟不方便，孔孃孃手头紧，3万就3万吧。不
知为何，我心里有些失落。一种“根”被拔去
的失重感。

2006年8月，母亲去世。出殡那天，厂
里老领导旧同事来了不少。听我哭着读悼
词，他们也哭了。泪光里的他们，让我心生
久违的温暖。2016年无意中听说厂子要拆
了，我突生焦虑，赶紧回去。其时变化很大，
我竟驶过厂门而不知。好在有发小接应带
路。发小一直陪我，就差没像儿时一样帮我
背书包了。爬上红房子四楼旧家门前，门关
着，没人。发小说里面还住着人家。不得
已，门口拍了两张照片，怅怅而返。

自那以后一直惦记，隐隐希望它不要被
拆，虽也知这不可能。而今真的拆掉，依然
难以接受。承载我20岁以前记忆的地方，
怎接受它就这样消失无踪？

呆立于铁门前，视线模糊。过路人瞅我，
不明就里。我擦擦眼，使劲将手机伸进门洞，
盲拍下照片与视频。哪怕破败也总留有昔日
模样，好过他日被彻底删除，碎屑无存。

林清玄散文《飞入芒花》里写到，乡下老
屋前有一片芒花地，母亲常坐地里给孩子们
说故事。穷得没菜吃，母亲就带他们穿过芒
花地去田里采番薯叶，去野地摘鸟莘菜吃。
满头青丝的母亲站在雪白芒花丛中，很美。

多年后返乡省亲，芒花地已消失，代之
以栋栋新屋。母亲青丝已白，如芒花覆发。
远离家乡的他常想起故乡的芒花，想起他唯
一的母亲。是啊，芒花承载了沉沉乡愁，承
载了他关于童年与亲情的回忆。

乡愁。是的，就是这个词。无论城乡，
活在尘世之人皆有原乡，离乡打拼的人都有
抹不去的乡愁。“望阙云遮眼，思乡雨滴心。”
当原乡已缥缈成遥远符号，灵魂将何处追寻
栖息的根脉？

夫妻打架的哭闹声、孩子嬉戏的尖叫
声，“回来吃饭了！”母亲唤我的声音、我唤母
亲的声音，交替回荡耳畔。“轰隆隆”推土机
轰鸣将我拽回现实。举目望更远处，大片建
筑正拔地而起，“重庆西站”几个气势恢宏的
大字，预示着这里即将发生蝶变。

忽地心头开朗了不少。其实我一直留
恋着最初的根，尽管时光荏苒她已旧败不
堪。我为离别伤感，然人生何处无离别？若
离别能洗去岁月锈迹，让她以另一种崭新方
式归来，以前所未有的新姿拥抱这片土地的
未来，这何尝不算是她的幸运？

这里将建成重庆最大客运站，为无数重
庆乃至南来北往的人带来巨大便捷，为重庆
经济发展注入更大活力。这也许正是她的
价值所在啊。发小说得好：时代在进步，一
切变化都自然而然。向前看，不要总回顾。
回顾来时路，只为将前方看得更清楚。

再次深深环视这里，而后，离开，努力不
再惆怅，不再低沉。我愿意认为，在消亡的同
时，她已获新生。（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在两江大地上举起目光
王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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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绩·信念·方向
——《当代格律体新诗丛书》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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