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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生/ 活/ 随/ 笔

想想看，我们有多久没写过信了。
细嚼“信”字，拆开看即人和言。言为

心声，人类仅有；言而有信，人性之本。
在“网罗天下”的今天，鱼雁传情、飞鸿

传书似乎已成为束之高阁的古董词汇，渐
行渐远，慢慢淡出了历史舞台。随着科学
技术的日益发达，手机、QQ、邮箱、微信等
新鲜玩意儿迅速走进生活。或许，只有在
难以启齿的特别场合，人们才会回想起片
言纸语的过去时方式。

我们似乎早已忘记，有信来临，一信在
手，那种沉甸甸的喜悦，那是岁月释放的温
馨，是光阴筛选出来的珍贵礼物。

好久好久，不曾体会那种无以言表的
幸福——素白的纸，墨黑的字，通过绿色通
道的运送，穿越大街小巷，飞跃千山万水，
最后交到收信人手里。那小小的信封里，
承载着多少难言的希望和寄托啊!

我始终忘不了，洁白无瑕的生命之花
自由盛开时，给人舒畅和自在的小小信扉，
它曾输送给我的无数光芒，曾给予我的无
尽温暖，仍历历在目。

还记得那个特别的日子。早晨，先收
到全班孩子的齐声祝福，然后是铺天盖地
的小礼物堆满讲台。抑制不住内心的感
动，傻笑得合不拢嘴……真是一帮小鬼
头！顺手拾起两枝带露的非洲菊和一封
信，呵，原来是佳瑜那小子！展开那张自制
的贺卡，两只鲜艳的气球和一盒生日蛋糕
画得栩栩如生。只见信中写到：“听说今天
是您的生日，也许您会忘记，可我们不会。
在这里，请收下我的鲜花和祝福。我真诚
地希望，您天天开心！永远年轻美丽！老
师，请不要把自己的事做多了，这样您会
忙，知道什么叫忙吗？心亡为忙，我希望您
不要太忙，多休息吧！”

何等真挚的一颗童心！
是的，心亡为忙。要学会忙里偷闲，不

时从快节奏的生活里跳出来，审视和感悟
一切。一直以来，贫瘠的心灵在世俗的旷
野里奔忙，疲累透支的躯体渴望徜徉于宁
静的港湾……读着那稚嫩却又让人沉思的
信，深吸着非洲菊的芬芳，一时间心头涌现
出阵阵暖流，像收到情书一样地愉悦与激
动。

犹记读师范时，有两大嗜好：独自去校
外的小河边看书，天天候在传达室守信。

每天中午和傍晚，很自然地来到校门
口张望，看贴出的信件名单里有没有那两

个熟悉的字眼。有时在名单里搜寻了一遍
又一遍，没看到自己的名字，还不死心，总
会在心里问，是不是门卫给遗漏了？好多
次死死地缠着看门的大爷把一大沓信拿出
来，自己从头到尾地翻，找寻和确认自己的
名字。嘿，还真有一两次从成百上千封的
信里，找到那漏掉的惊喜。

那一刻，举着信，连蹦带跳，犹如中了
进士般的欣喜若狂。

等信的日子焦急难熬，读信的心情更
难以言传。最盼望收到父母的汇款短信，
汇款单来后的那两天，买啥吃啥都那么潇
洒有底气；最渴望收到珊儿的信，和珊儿
之间的深厚友谊，可以用分别后的几百封
情意绵绵的肺腑之言来见证；最高兴报刊
杂志的投稿信，虽然鸿雁飞去锦书难回，
可那些充满希望与等待的日子是如此牵
动人心；最苦恼中学男同学的信，一封又
一封，好像每次都是平常问候，似乎又欲
言又止；最惧怕校园内没有邮戳和地址的
信，奇怪笔迹都一样的苍劲有力，信里的
文字却炙热滚烫；最伤心某年盛夏的两封
陌生来信，信里告知同一事件——极其优
秀的师兄不幸遇难的残酷消息；最痛苦多
年后那封长达八页的离别信，一段由爱牵
引的婚姻，从此走到尽头……青葱岁月，
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读读写写中度过。
蓦然回首，那些书信往来的日子，是多么
单纯，何等可贵。

如今有了手机、微信、邮件，我们无需
花太多精力于漫长地等信，可也少了许多
翘首期盼的乐趣。

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情感世界
却日显粗糙。通讯如此便捷的今天，人与
人之间反而少了深度坦诚的交流。微信九
宫格，抖音小视频，京东唯品会，占据了我
们太多的时间和空间。学东西报速成班，
看名著读精简版，甚至读朋友圈都只看图，
没有耐心和时间去读完一篇好文……我们
行色匆匆的步履，总担心追赶不上瞬息万
变的世界，却很少静下心来，倾情地吐露交
流，认真地读写一封信。

信，未曾走远。有一次，我应邀担当了
一次区级中小学生书信征文大赛的评委。
其中有个孩子的书信，第一段就深深地打
动了我——

“亲爱的妈妈：您最近好吗？屋门前的
大树开始枯黄，黄叶慢慢掉落了，掉落的叶
子陷进雨水里……天气有点凉了，我时常

叮嘱弟弟不要光着脚丫子在地上撵猫，他
不听，大概是要您回来亲自收拾他吧！”

偌大的牛皮信封里，装着成百上千个
留守儿童的心里话。

洁白的格子纸，蓝黑的钢笔字迹，好熟
悉的感觉。

某个早晨，我照例给女儿张罗早餐，
一边神速地梳洗。突然，一个视听栏目的
访谈话题吸引了我。居然，就在通讯发达
的今天，仍然还有坚守在川藏线上的高原
信使。

其美多吉，“雪域信使”“最美奋斗者”
“时代楷模”，他三十年如一日穿越雀儿山，
驾驶着雪线行驶的邮车，把很多的消息、信
件及物资运送给大山里的人们，把爱与
温暖传递给那些翘首以盼的人。有信来
临，那个时刻的一纸素笺，在高原雪域竟
是如此的高贵与神圣。那个时刻，其美多
吉就是心与心的守护神。他在，心灵的光
芒就在；他在，情感的纽带就在，文化的传
承就在。

我的目光，跟随其美多吉在山崖上的
身影，穿越到一千多年前。漫天黄沙，尘土
飞扬，一阵马蹄的嘶鸣划破了洛阳古城的
静寂。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
封。”难以想象，在秋风萧瑟的某日，诗人
张籍在信使面前欲说还休的踌躇中，在

“家书抵万金”的期盼里，投递了怎样的
万千思绪？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每读着木心先生的《从前慢》，内心总
涌起一抹怀旧的暖。耳畔似飘过“叮铃铃”
的单车声，绿色的邮筒静静地伫立路旁，熙
熙攘攘的人群，偶有手握书信、肩挎帆布包
的文青，步履轻盈地走过人行道……

我想，无论时代多么进步发达，我们都
应保存内心那份澄净与高洁，像孩子们
那样，可以用诚挚的文字，来表达清澈的
心声。

话到此间，我的脑海里忽然预演出白
发苍苍的温情一幕——很多年以后，初冬
暖阳的晌午，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奶奶静坐
在洒满阳光的藤椅上，慢慢地翻出一摞泛
黄的信纸，眯缝着双眼，微笑早已溢满她爬
着鱼尾的脸庞。

我觉得，那就是我，就是和我同样收藏
着书信的闺蜜……

（作者系渝北区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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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碚区司法局）

一百多年前，在英国西北海岸湖区，每
一次的拍卖会上，波特小姐都以高价获
胜。她已经接连购置了20座农舍、15座农
场、若干湖泊、4000多英亩土地。她要求
这些农场湖泊田野荒原保持原貌，不得在
上面进行商业改造。

与波特小姐一起竞拍的开发商非常气
愤，但锱铢必究的商人又竞争不过她，只好
悻悻的发牢骚：本来这里经过开发是可以
增值很多的。波特笑盈盈道：保持这里的
原貌，可以诞生很多童话。

波特是位著名的绘本童话家，她畅销
至今的《彼特兔的故事》画本，与世界著名
的湖畔诗人华兹华斯享受同等地位，这只
家喻户晓的兔子就诞生于英格兰湖区。

我曾经拜谒过华兹华斯的故居，他歌
咏过英国乡村，如今依然存在，旅行车经过
之处，不是荒原就是湖泊，还有大片大片的
麦田……这里面就有波特用稿费竞拍得来
的财产。她去世前，把这些全部捐赠了，得
以原汁原味保持至今，成为英国人民永久
的财富。

波特出生在富足的贵族家庭，十来岁
时，他们一家从伦敦来到湖区度夏。波特

像鱼入水鸟逢林，一下子就融进了大自然
的怀抱。她坐在湖边的草地上，拿出速写
本，画蹦跳的兔子和松鼠，水中的野鸭，飞
翔的鸟儿，农庄的小狗小猫白鹅……在她
眼里，速写本上的它们与自然界中的它们，
都有着鲜活的生命，她给它们取名字，边画
边与画中的它们嬉戏交谈，乐不可支。

父母对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给予了
最大的包容，她和弟弟得以在自家的学习
室饲养各种小动物，如：兔子、老鼠、蜥蜴、
蛇、乌龟、猫头鹰、蝙蝠等等。波特常常待
在学习室，观察它们，画它们，与它们交心
谈心。波特的童心日积月累，贯穿一生。

其实，波特是具有A面和B面的，是理
性与感性的复杂体。在她的少女时代就表
现出来了。当她的小动物不幸死了，她不
会像其他小姑娘哭着将它们埋掉，而是解
剖它们，观察其骨骼结构。所以，她出版的

十几套童话绘本里的动物，个个形神皆备，
活灵活现。

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波特20岁后，
她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叔叔借
助人脉，把她送到皇家植物园担任学员。
波特专注认真投入之中。她钻进史前洞穴
研究化石，收藏动植物标本，用显微镜观察
并描画……她绘制的几百幅菌菇水彩画，
犹如超级微距拍摄的。1955年，英国科研
机构出版了《植物与动物》一书，里面的插
画全部是波特的。

波特小姐30多岁了，还待字闺中，父
母给她物色了好多门当户对的男士，可她
不是认为其呆头呆脑，就是浮华虚荣，一个
也没有对上眼。父母替她着急上火，她却
有了自己想法：“女性不能终日闲在家里，
必须向世界展示自己”。波特将过去的速
写本和信件全部收集起来，开始创作童话

绘本故事。她的第一部童话书《彼得兔的
故事》，要求是“小开本，便于孩子捧读，售
价要低”。没有哪家出版社接招，她只好自
费出版了黑白版250册。

《彼得兔的故事》一面世，很快卖断
货。接着又印了250本，也很快告罄。次
年，沃恩出版公司向波特主动示好，这次他
们判断正确，彩印版《彼得兔的故事》未上
架就被抢订一空，一年内重印了6次。

波特小姐的开挂人生从此开幕，一本
又一本的绘本童话故事书相继面世，并且
畅销。在出书的过程中，波特与年轻的出
版商沃恩相爱了。但父母坚决反对，说贵
族小姐怎么能与商人通婚！波特坚持，但
不幸的是，沃恩突然患病去世了。深受打
击的波特用自己的稿费到度夏时待过的湖
区买了农庄，定居下来，借助大自然的力量
疗伤。大概8年后吧，波特小姐才又爱上
了当地一位热爱小动物的律师，母亲依然
反对，她义无反顾与他结了婚并白头偕老。

波特小姐没有子女，她把全部的爱献
给了动物们，献给了孩子们，献给了湖光山
色，献给了英国人民。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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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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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筛选出来的
珍贵礼物 尹利

这里可以诞生童话
朱一平

赞美夜色

谭岷江

我喜欢这夜色
天空有时是蓝色的
有时又是深邃的
它们英俊漂亮，胸怀宽广
流星正在大步回家
曙光已在天涯启程
孤独的人，在脑海里
导演一幕幕思绪荡漾的大戏

我会想起一树鲜花和阳光
想起生命中我邂逅的所有容颜
我们从星空下，这夜色中经过
万物平等，分不出胖瘦、长幼和贫富
我可以借着这夜色，悄悄地想着你
向你道歉，表达爱，表达牵挂
对你絮叨，表达好感，表达尊敬

一切爱恨情仇，全都事不关己
潜伏在这塘无垠的夜色中
倘若，人间暂停了悠美的音乐
月光和雨声，总会轮流来伴奏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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