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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雪,� 女，笔名晓雪。 诗人，职业

编辑，中国作协会员，现任河南省诗歌

学会副会长，《莽原》 杂志副总编、编

审。 著有诗集《醒来》《落羽》《画布上

的玉米地》，评论集《编辑与发现》，曾

在 《人民文学》《花城》《钟山》《十

月》《诗刊》《上海文学》等海内外文学

杂志发表诗歌文学评论数百首 （篇），

并以英、法、日、韩等多种语种入选海内

外文学选本。

戴若做客“书香·花溪” 青岩阅读推广活动

以瑜伽视角谈女性健康

本报讯 日前，最新一期的

“书香·花溪” 青岩阅读推广活

动在青岩古镇百无一用书店举

行， 中国女性瑜伽先行者戴若

从瑜伽的视角， 审视女性的情

绪与建康之间的内在联系。

戴若老师研习瑜伽二十余

年，现任中国瑜伽在线“整全瑜

伽教育导师” ，《瑜伽》 杂志专

栏作者，“若瑜伽” 创办人。 此

外， 她还是一对活泼儿女的快

乐妈妈。 戴老师在自我、事业、

家庭中都保持着平衡， 都彰显

着她对女性瑜伽有着笃实的体

认与践行。 她将自己的体悟浓

缩为四句话：“你且安心做自

己，真实的认知自我，真诚的表

达需求，包容的和他人相处。 ”

讲座上，戴老师认为，女

性健康最重要的三个脉轮：

腹轮（子宫）、心轮（乳腺）、

喉轮（表达）。 腹轮对应身体

部分，象征感受（如喜悦，高

兴）， 获得带给别人喜悦的

能量， 照顾自己和他人的能

力；心轮和乳腺相关，乳腺疾

病与压力和心轮能量有关，

心轮能量充足通畅的人会很

豁达， 不容易受到外界的打

击伤害；喉轮和表达相关，喉

轮的健康关系着我们是否能

很好地和自己、亲人、同事、

朋友建立良好的沟通方式，

通过疗愈喉轮， 可以进行精

美的、有爱的语言表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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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最近 ， 一部小成本网剧

《御赐小仵作》火了，观众不

但被它的悬疑剧情吸引，戏中

男女主角萧瑾瑜和楚楚的 CP

（一般指配对）、 楚楚与冷月

的 CP，也成了一大看点。 一部

剧里出现两个 CP， 让那些喜

欢追 CP 的观众觉得过瘾。

从《山河令》到《司藤》，

从《理智派生活》到《御赐小

仵作》，这些作品，无不靠 CP

吸引眼球，似乎已经到了“无

CP，不拍剧” 的地步。 CP 不仅

成为电视剧创作的一个“撒手

锏” ， 也成为一个文化现象与

社会现象。

炒 CP 这种事， 没法追溯

到源头。按照当下的 CP 定义，

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

英台，当之无愧是 CP 巅峰。有

了如此经典的 CP 组合， 为何

人们还热衷于发现 、追捧新的

CP？ 那是因为，过去的 CP，不

是自己亲手造出来的，带不来

参与感和成就感。

嗑 CP 或能从各种养成类

游戏那里，寻找到最初的苗头

与根源。 当下的年轻人，无论

男生还是女生，在人生某一个

阶段 ， 或者很长一段时期 ，都

玩过养成类游戏，抑或他们本

身 ，就是在父母的“养成类 ”

模式里长大的。对于目睹一对

素人或明星从陌生到熟悉 ，从

熟悉到亲昵，这会让追捧者产

生一种幸福的意识 ，从社会学

角度来看， 可以将之形容为

“媒 婆 心 态 ” 或 “媒 婆 思

维 ” 。

作为 CP 的 “制造者 ” 与

“围观者” ， 网友们可以拿他

们编段子 ， 开含糊暧昧的玩

笑 ，制造热搜……享受感也来

自于权力欲得以满足：表达的

权力 ，制造偶像的权力 ，传递

集体力量感的权力 。 所以，那

些主动或被动组成的 CP，亦

要充分尊重网友与观众的感

受， 顺应受众的期待与要求 ，

最起码做到，不去发出逆反或

挑衅的言论，否则，与 CP 一起

葬送的，会是这个虚幻的组合

与现实的商业利益。

出于懒惰 （懒得出门、懒

得约会 、懒得沟通）而嗑 CP，

是解释 CP 现象如此普遍的原

因之一。 但更进一步，会发现，

出于冷漠， 也是嗑 CP 的心理

诱因。 在充满热闹与欢笑的嗑

CP 背后 ， 其实藏着一颗颗不

愿意付出真情实感、不希望承

担挫折失落的心 ，CP 成了一

层充满安全感的外衣 ，它紧紧

地包裹着现代人那颗愈加敏

感而孤独的内心。 冷漠 ，意味

着外界无论发生什么悲欢离

合都与自己无关，也标志着自

身可以潇洒地穿过情感世界

的荆棘丛林 ，拥有一处不受打

扰、清净自在的私人“情绪沙

滩” 。

嗑 CP 这种已经火爆多年

的行为， 也有可能在未来某一

个时刻被厌倦、被放弃，比如智

能时代更进一步， 脑机接口实

现普及， 嗑 CP 所带来的快感

与欢乐，将会被迅速覆盖。

到那时候，已经不再年轻的

人回忆起来，或会将嗑 CP 的时

代，当成他们的纯真年代吧。

“无 CP，不拍剧” 现象是如何炼成的

寒月

本报讯 6 月 8 日，记者从

贵阳孔学堂获悉， 端午小长假

期间， 贵阳孔学堂将举办传统

文化活动， 线上线下开展端午

诗会、 主题讲座及端午习俗互

动体验等，诚邀市民朋友参加。

6 月 12 日、6 月 13 日，孔

学堂在明伦堂明德厅将推出两

场端午习俗主题讲座， 特邀武

汉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驻院研

究员郑传寅教授分别为现场观

众讲述《端午节的由来、历程及

习俗》《端午诗词赏析》， 详解

延续两千多年的端午节的文化

内涵。

6 月 14 日上午在亲民厅

举行的“端午诗会” ，以爱国主

义情怀为核心主题， 高校学生

和朗读爱好者以朗诵、吟唱、独

唱、乐器弹唱等形式，通过“端

午抒怀”“咏古以今”“风华百

年” 三个篇章，展现端午文化

魅力和家国情怀， 打造一场诗

会盛宴。当日，在六艺学宫同时

举行的线下游园活动， 设置点

朱砂、包粽子、做香囊、艾叶净

手、 编五彩绳等端午习俗互动

体验区， 让市民在制作中感受

端午时节传统特色。

线上活动同样丰富多彩。

面向全国广大诗词爱好者推出

“为你写诗”“为你读诗” 线上

征集活动， 诗词爱好者可围绕

活动主题将喜好的诗词作品以

“写诗” 或者“读诗” 的方式呈

现出来。端午知识有奖问答 H5

互动， 网络观众通过答题，前

30 名将可获得孔学堂端午定

制文创物品一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诗歌的玫瑰” 历久弥香

——诗人张晓雪眼中的穆旦先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贵阳孔学堂———

多彩活动迎端午

诚邀市民来参加

日前， 在千翻与作书店举行的

最新一期“精读堂” 上，主讲嘉宾张

晓雪女士用自己的感受，从“我为

什么要介绍穆旦”“穆旦的诗作”

“穆旦的译作”“穆旦与家人” 四

个方面入手，解读评价诗人、翻译

家穆旦先生。

张晓雪说，通常情况下，介绍

一位诗人、作家或翻译家，只介绍

他们的成就、荣誉和逸闻轶事，很

少涉及他们的家族， 但穆旦是个

例外。 “一是查姓家族的传奇性；

二是穆旦的文学成就与家族世

风、诗教密不可分，他个人的志向

和对社会的认识也与家族多舛的

命运密不可分。 ” 多少年来，穆旦

与家族丰富的故事， 引得很多专

家学者潜心研究。

穆旦生于 1918 年 4 月 5 日，

祖籍浙江海宁，原名查良铮。 海宁

位于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素有

“天下粮仓，人间天堂” 之美誉，自

古人文荟萃， 诞生了近代王国维、

徐志摩、穆旦三位大诗人。 海宁查

家曾是名满大江南北的望族，仅明

清两代起，查家在科举路上创造了

“一朝十进士，叔侄五翰林” 的神

话。“查家诗文鼎盛的场面非一般

家族可比，诗歌方面以穆旦先祖查

慎行为代表。 查慎行生于康熙年

间， 是一位正直而有才华的诗

人。 ” 张晓雪说，祖辈的成就对穆

旦俨然是极为重要的诗教传统，这

种滋养和传承实际上像一张网一

直在查姓家族扩展、延续。

由于为官和经商的缘故，海宁

查家中的一支（即穆旦祖上）于清

代迁居天津。 穆旦出生时，查家大

多已衰败了。穆旦曾在自述里描述

过他的家庭成长史：“大家庭的生

活方式是封建式的，我不满，但还

有更深刻的原因使我不快乐。父母

经常吵架，生活不宁，父亲的粗暴

使我对他愤恨， 母亲经常受压迫，

啜泣度日。 还有在大家庭中，我们

这一房经济最微寒， 被人看不起，

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即

立志要强，好长大了养活母亲，为她

增光吐气。 ”

“穆旦这段自述，使我们看到

了他的出身家境和少年心境。据此

我们便找到了一条他志在超越和

独立个性的清晰线索。 ” 张晓雪

说， 穆旦童年时候就善于独立思

考，并有着不入俗流的性格。 穆旦

的诗歌天分很早便显露出来，张老

师提及了少年穆旦与诗歌有关的

故事：还是小学生的穆旦，喜欢按

自己的理解，把读过的书给大家庭

的弟妹们讲。 有一次，穆旦给弟妹

们读唐代大诗人杜牧的七言绝诗

《清明》，他是这样句读的：“清明

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

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 遥指杏花

村。 ”“一首完整的古诗，经过重新

断句、排列，摆脱了形式上的束缚，

变成了一首自由的现代诗。 韵律、

节奏感的改变， 拓宽了整首诗意

境，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首诗里重新

配置了个人感情。 ”

穆旦短短的 59 岁生命，共出

版诗集 8 部，翻译诗歌名篇达 20

多种 ，上千万字 ，还写有少量的

论文。

穆旦一生中用过四个名字：查

良铮、穆旦、梁真、慕旦。其中，本名

查良铮和笔名穆旦最为人所知。张

老师说，1934 年，查良铮就读南开

中学时用笔名穆旦发表了杂感

《梦》， 此后的诗歌创作都沿用了

“穆旦” 的名字。

提及穆旦的诗歌，多半会提及

他创作于 1941 的《赞美》。 该诗于

1942 年刊登在西南联大社刊 《文

聚》上，一经发表便引起轰动，奠

定了穆旦“第一流的诗才，第一流

的诗人” 的地位。 他的同学好友巫

宁坤评论这首诗：“悲壮滴血的六

十行长诗《赞美》，歌唱民族深重

的苦难和血泊中的再生，它承载着

整个时代的、整个民族的忧患和希

望。 ” 几十年后，这首“现代诗歌第

一人”（北京大学教授谢冕语）的

代表作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感

受一首诗， 如果先了解写作背景，

对它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刻。 ” 张老

师详细地介绍了《赞美》的写作背

景： 1941 年，沿海的都市里装点

着舶来的文化和商品，国外归来的

知识阶层谈论着另一种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广袤的原野和贫瘠的村

庄正在饱受侵略者的蹂躏。 当时，

有的人设法在战乱中为自己寻求

安定的生活，有的人则最终战死沙

场。 对于负有忧患意识、悲悯之心

的穆旦来说，关心现实胜过苦涩呆

板的标语口号和贫血的辞藻，他

说：“我们所生活着的土地本不是

草长花开、 牧歌飘散的原野” ，抗

战使中国人民需要一种 “新的抒

情！ ” 在“诗和现实的关系” 上，穆

旦有着清醒的笔触，经过理性与感

性后的思辨、悲伤后的警觉，写下

了《赞美》这首诗。

“诗人的现代感实际上也是

时代感， 语境一定要是当下的，而

非遥远的。 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

在哪个时代说哪个时代的话，说自

己的话，不说别人的话。 ” 张老师

说，事实上穆旦先生的诗歌记录了

诗人一生经历的若干历史时期和

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无不牵涉民族

的命运和国家的危机。 与此同时，

他不同阶段的诗歌，也真实地反映

了诗人自身在成长、成熟，不断追

寻自我、改造自我和发展自我的精

神历程。

说到穆旦的翻译，张晓雪老师

说，其基础毫无疑问是在西南联大

外文系学习时奠定下的。 1935 年，

17 岁的穆旦高中毕业时同时被三

所大学录取，最后选择了清华大学

外国语文系。当时清华大学的教育

目的是培养“博雅之士” ，熟读西

洋文学名著， 了解西洋文明精神。

专业上的训练， 为穆旦文学翻译

做好了专业性的铺垫。 1950 年，

穆旦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修完 《英

国文学》《俄国文学》课程，获得

文学硕士学位回国。 1958 年以后，

穆旦以本名查良铮发表了大量翻

译作品。

穆旦最后的日子依然是在译

诗中度过的，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

紧张译诗工作中，度过了他生命的

最后一年。 除了完成 《唐璜》之

外，重新修改翻译《普希金抒情诗

选集》《拜伦诗选》《欧根·奥涅

金》 ……他把过去本来就译得很

好的诗又花了很深的工夫重新修

改， 常常为一个句子， 一个词，夜

不能寐。

穆旦去世三年半之后，1980 年

秋，他翻译的《唐璜》得以出版。

时讯

评弹

新华社电 作为 “百部经

典影片献礼建党百年” 系列宣

传展映活动的组成部分，“时

光放映厅” 巡展车发布仪式 6

月 8 日在京举办。

据悉，“时光放映厅” 巡展

车聚焦经典电影和时代精神的内

在联系， 融合沉浸式快闪体验、露

天电影放映等形式，通过“时光海

报墙”“时光留声机”“时光配音

室”“时光老片场”等互动体验板

块，打造党史学习教育新载体。

活动当天，入选影片《我

和我的祖国》 编剧张珂表示，

要继承前辈电影人的精神，用

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

扎根人民， 表现中国人心中最

真挚的家国情怀。

据介绍，“时光放映厅” 巡

展车下半年将在北京、 深圳、古

田、西柏坡等十余座城市开展巡

回展映，通过经典影片的放映和

电影文化体验，带领广大观众特

别是年轻观众，走进百年征程中

的历史现场，与经典影像中的时

代精神共振， 重温红色经典故

事，继承红色人物精神。

据了解，“百部经典影片献

礼建党百年” 系列宣传展映活

动由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华夏电

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主办。

“时光放映厅” 巡展

打造党史学习教育新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