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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2019年9月，在“江流日夜变秋声”的
季节，2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汇聚北碚，
出席“全国著名诗人北碚行”笔会。这是重
庆市北碚区委、区政府领衔发起的首届缙
云诗会的主体活动，中国作家协会《诗刊》
社和重庆作家协会也是诗会的主办单位。
北碚来客们在国内诗坛都堪称一时之选，
他们的到来给诗意北碚增添了新的亮色。
北碚区委宣传部选编的诗集《夜雨寄北》就
是这次采风活动留下的足迹。

采风问俗，本是我国的久远传统，古即
有采风制度，设采风之官。采风在古代被
赋予重大意义。《汉书·艺文志》说：“王者
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现代诗
人承续了这个传统。上世纪初，在校长蔡
元培支持下，刘半农、沈尹默等北京大学
的诸多诗人就曾设立歌谣征集处，发起民
歌搜集活动。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授的
刘兆吉，在抗战时期，曾由湖南徒步去昆
明。他将途中收录的二千多首西南地区
民歌整理成《西南采风录》出版，他的老师
闻一多等为这本书写了序。《西南采风录》
保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台湾的书局八十
年代还在重印。

北碚曾名白碚，名为碚石的白色巨石
伸入环城而过的嘉陵江中，成为这里的地
标。因白碚在渝州之北，清乾隆年间改名
北碚。北碚背依缙云山，《黄帝内经》对此
山有记载，黄帝时有缙云氏后裔居此。山
上九峰争秀，林海苍茫，清人何仕昌曾有

“倚树听松涛”之句。北碚有很强的文脉，
自古至今都是知名的文化城。古之李白、
杜甫、李商隐、陈子昂，今之郭沫若、巴金、
艾青、吴宓都曾到此地。现在城区还有老
舍旧居“四世同堂纪念馆”和梁实秋旧居雅
舍。梁实秋在北碚开始写的雅舍小品，是
现代文学的珍品。他后来曾翻译《莎士比
亚全集》，赢得较大反响。但是学者朱光潜
致信梁实秋评价说：“大作《雅舍小品》对于
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

诗集取名《夜雨寄北》，出自李商隐的
同题诗篇。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跌宕有
致，婉转隽永，是唐诗名篇：“君问归期未有
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
话巴山夜雨时。”仅有28个字的诗中两次
出现“巴山夜雨”，此地（巴山）-彼地（西
窗）-此地（巴山），空间往复；今夜-他夜-
今夜，时间回环。以家中他夜之团圆，反衬
异乡今夜之客愁，眼前景反作后日回想，他
夜话今宵，真是奇思。像许多古代名篇一
样，对李商隐这首诗古今也有各种解读。

“巴山”，是泛指还是实指；“寄北”，是寄内
还是寄友；众说纷纭。明人曹学佺（1574-
1647）万历年间编撰、刊行《蜀中名胜记》，
此书曾由重庆出版社1984年重新出版。
据曹学佺考证，古之巴山即今之北碚缙云
山，这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说。

参会诗人均非等闲之辈，这些诗坛骁
将的感觉系统特别敏锐，有一双发现美的
眼睛。诗是表现，诗更是发现。诗人们不
但善于观察外在的北碚，而且深入内在世
界，探索北碚的人文美度、人情厚度与人性
高度。他们留下的佳篇美制，有些将会融
入北碚的历史。

既然在同一个地方采风，同题诗当然
就会比较多。翻开诗集可以发现：相同的
北碚风物出现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却在各
异的言说方式中焕发出了各自的光彩。这
正是这本诗集的特殊魅力。

随手举个例子，比如，黄亚洲、张新泉
和娜夜都在写老舍旧居，但是这三首诗就
大异其趣。抗战时期，北碚成了“陪都的陪

都”，出现了“三千名流聚北碚”的文化盛
况。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1943年造访
北碚后曾写道：“中国最大的科学中心是在
一个小市镇，叫做北碚”，老舍就是这“三千
名流”中的一位。他的旧居坐落在北碚城
区，二层楼房，1943年6月，老舍寓此，直到
1946年2月去美国。老舍在这里完成了他
的长篇《四世同堂》三部曲的前两部《惶惑》
和《偷生》，所以老舍旧居2010年更名为

“四世同堂纪念馆”。老舍旧居绝不只是老
舍的私人居所，老舍当年是中华全国文艺
界抗敌协会负责日常工作的总务部主任，
所以他的家自然就成了抗战后期重庆乃至
全国的文化活动中心，郭沫若、梁实秋、田
汉、艾青、光未然、以群、肖红、赵清阁等许
多文化名流常常在此处现身。

老舍将居所戏呼为“多鼠斋”，黄亚洲
的诗《老舍旧居“多鼠斋”》，视角就是老舍
旧居那“并不见得比别家的更多，不过也不
比别家的少”（老舍语）的老鼠，老舍当年还
在《新民报》副刊写过多篇《多鼠斋杂文》。
黄亚洲还是他的行吟诗风格，且叙且唱，且
行且吟，想象独到，风趣深刻，再现了在国
难当头的艰苦生存状况下写作的老舍。诗
人最后不忘幽读者一默，既然“戴着钢盔，
喊着八嘎牙鲁”的“鼠们”带来了创作《四世
同堂》的灵感——

又寻思，日后我若要写一些狮虎
我该搬到哪里去
张新泉对“老鼠斋”没有更多在意，他

的《老舍旧居》遥望的是北京的太平湖。太
平湖不太平。在他的诗里，老舍从太平湖
回来了，“衣上留着水迹”的老舍说——

我从太平湖带回的
蝌蚪，涟漪，和
比人更干净的淤泥
这就是张新泉啊，他的“好刀”依然“敬

重人的体温”，他用“文火”煮出的人生依然
“美丽而刚强”。诗行保持了张新泉式的简
约和那份朴素，后面蕴藏的却是深刻的思
想力量。

娜夜的《在老舍旧居看云》又别有诗
趣，一读就知道这是出自女诗人的诗，而且
一定是出自女诗人娜夜之手。清代诗人江
堤的《消暑诗》：“柳枝西出叶向东，此非画
柳实画风。风无本质不上笔，巧借柳枝相
形容。”大家在参观老舍旧居，诗人却站在

旧居的“边缘”，“生活在别处”，看云去了。
娜夜笔下的云使人想起她的名句：“一粒尘
埃/也有它自己的心脏”。

娜夜特有的女性气息，娜夜一贯的小
处落墨，非常细致的内心表达，极其吝啬的
笔墨。云朵成了“一把小提琴”，成了“鼓
棒”，甚至成了“八岁的小女孩在广场被挤
丢的一只花布鞋”。云朵因诗人而活，云朵
因诗人而美：“——我陷入回忆，天空准备
着明天的日出。”

黄亚洲、张新泉、娜夜，他们各自的“老
舍旧居”，辨识度很高，谁也代替不了谁。

“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苏轼）。正是
在这样的同题诗里，我们品尝到了娴熟的
诗道手腕，也领悟到了诗的艺术能量。

诗集里有一首《重庆两江新区：大地企
业公园》，这是黄亚洲的诗。有一天，我集
中时间拜读诗会的全部作品，当我读到下
列诗行的时候，简直惊喜不已：

这一刻，东道主就在展示照片上给我
指点了一位

说这个中年女子叫蒙敏
她进驻的时候，整个公园都感觉到了

重量
鸟儿惊跳到更高端的树枝
蒙敏从美国回来了，而且就在北碚？

真想不到啊！记得1998年，我到美国首都
华盛顿出席亚洲学会年会以后，乘机转往
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大学讲学。快起飞的时
候，我的旁边空座位来了一位亚裔面孔的
年轻姑娘。我试着用英语问她：“你是日本
人，还是中国人？”她说：“中国人啊！”原来，
她是马里兰大学的博士后，重庆人，叫蒙
敏，这是去盐湖城求职。于是我们就抛开
英语，也抛开椒盐普通话，用地道的重庆话
交谈起来，何其畅快！由于大雪，飞机在丹
佛降落以后，荧屏显示，去俄勒冈和去盐湖
城的航班都cancel（取消）了，得在丹佛机
场过夜。第二天清晨，去俄勒冈的飞机先
飞，我叫醒还在地板上睡觉的蒙敏，相约再
见。这一别就是21年。设法找到蒙敏的
电话以后，我给她打过去，她在电话那一端
高兴得跳起来：“我要尽快去看你。”蒙敏在
美国现在已经是生物医药实验分析方面的
知名专家了，2016年她从美国来到北碚的
两江新区创业，成立了从事核酸药生物分
析技术服务的实验室，为家乡做了许多贡
献。这真是诗歌带来的一段奇缘啊！在紫
云台重逢时，我感慨万千：当年的年轻姑娘
已经变成“中年女子”，而丹佛机场的白雪
现在已经堆在我的头上了。

缙云诗会非常成功，北碚区有意将缙
云诗会继续定期举办下去，这对于文化北
碚，对于诗歌中国，无疑都是一个好消息。
我愿意送上美好的祝福。德国十九世纪的
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曾有一首诗《人，诗意
地栖居》。这首诗本来并不怎么被人注意，
经二十世纪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
尔引用，就众所周知了。人们向往诗意地
栖居，就是对一种美好的生存状态的期望：
期望在物质的尘世找到回家的路，期望觅
回内心的纯静与安详。我想，北碚不正是
这样的“红尘之外”的（毛翰）栖居处所吗？
当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时候，青山绿水的

北碚始终是零感染区啊！
“江山青峰耸缙云”（清代诗人王尔鉴），

行到北碚必有诗。《夜雨寄北》即将与读者见
面，这本诗集不仅收入的诗篇优美，而且制
作也颇为雅致，我很高兴，欣然为序。

（作者系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西南大
学教授）

有人说，人的第一个母亲是给了你生
命，第二个是培养你的母校，她教授你知识
并为理想奋斗。我的夫人罗素新，现为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教授，今
年是她来重医求学、工作、奋斗的第34个
年头。近几日，她谈起母校和学医的专业
选择、职业选择，感慨万千!

每个人在自己的童年时期都有一个梦想，
她小时候看见医生穿着白大褂，拿着听诊器，好
神气啊！高中时候，著名产科大夫林巧稚的事
迹让她感动不已，暗自下定决心，自己长大之后
也要像她那样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治病
救人在夫人孩提时就成为了职业理想。

1986年7月高考后，她填报的所有志
愿都是医学院。根据当年的高考成绩，最
终被重庆医科大学录取，成为了1986级临
床医学专业的新生。当年9月在她父亲的
陪伴下，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憧憬的神

圣医学殿堂——重庆医科大学求学。
难忘本科阶段五年的学习，她还记得

当年母校党委书记的报告是那么催人奋
进，校长的讲话好像还在耳边。通过五年
的学习，在1991年夏天，她的成绩名列全
年级专业排名的前10名，并顺利通过留校
考试，毕业时留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工作，开始了她的医生职业生涯。

从1991年 7月在重医附一院上班开
始，就每天与患者打交道。刚上班，医院派
她去参加支医，和许多新来的医师一样，离
开主城，赴云阳县人民医院锻炼一年。在
云阳上班、值班，转眼之间一年时光很快过

去，后来又回到了附一院。
1992年底她看见许多同事在准备考研

究生，渴望继续深造，她也一边工作，一边
复习准备报考。在1994年7月她通过初、
复试考上了重庆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师从
全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陈运贞教授。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她懂得了如何做科
研，在老师的培养下，学会了申请课题，开始
写论文，并在《重庆医科大学学报》上发表。

随着医学的进步，需要学习的东西越
来越多。2002年她决定考博士，有幸在
2003年9月又成为了心血管内科博士研究
生，开始了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习。重医，与

她的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学习阶段都有
缘，她在这里学习、成长。

参加工作29年来，她虚心向老教授、老医
生学习、请教，在临床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
1999年较早地参与心血管介入手术，在实践中
提高，在实践中磨炼。2009年医院任命她为心
内科副主任，开始从事部分管理工作。从一个
住院医师到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后又到副教授、教授。如今来重医34年了，重
医培养了她，同事帮助了她，事业成就了她！

著名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说，人不应该只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
理想中，人应该有理想，并为实现理想而持
续不断地努力。夫人来重医34年，虽然学
医很苦，医生工作常常值夜班，有时凌晨两、
三点参加急诊手术也是家常便饭，但她始终
坚持救死扶伤的医生天职，一生无怨无悔。

（作者系重庆科技学院二级教授）

很多天的窗外
只有树和树叶在说话
昔日随处可见的花鸟
似乎也消失了
剩下的只有孤零零的风

我在家里走来走去
每天需要做的事
就是从客厅走到卧室
从一件睡衣换到另一件睡衣
还有望着天花板凝思

教室里的花你还好吗
教室里的黑板擦你还好吗
老师和同学们还好吗
这个春天，阳光有些凉
你们会不会觉得太冷清

我期待疫情在夏天来的时候
就会离开
我课桌上的小熊
天天出现在梦中
白衣战士陆陆续续回家
孩子想你们了

我想念上课的铃声
想念和同学们坐在一起上课的日子
夏天就要来了
我要去久违的图书馆悠闲地看书
我要和同学们呼啦啦跑过操场

一片金黄深几浪？清新弥漫远原田。
煦晖爱抚蕊花笑，细雨润滋枝叶跹。
蝴蝶翻飞嬉绚烂，蜜蜂往返采新鲜。
艳妆浓抹调春色，惹醉人间二月天。
（作者系重庆市审计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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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北碚必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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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里等待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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