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光赋（外一首）
◎辽宁本溪/马红线

色彩、弧线。鸟鸣，风刮过的诵经声
她不知道啊，她调颜色的笔杆
不仅调醒了一地芳草，而且调亮了
远方，连同天边的霞

梵音溅落，一粒浓彩
肯定是一袭羞红罗裙的女子，莅临凡尘
为百善孝为先的男人在长长的睫毛里煮
酒
桃园一样，男耕女织，生儿育女

桃花源倒影在她的心胸里，像一汪水
葳蕤的桃花，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
不争宠、不献媚，相依为命，远离邪恶
白墙黛瓦的屋舍，一条巷子人人让出三
尺

湖水中自由漂泊的小船，浓彩重抹的
一笔，是她安放在尘世里的耳朵

此刻的艄公，桃花庵里烂醉如泥，早已
遁入空门

惊蛰，一声鸟鸣穿透内心

乍暖还寒时
一声鸟鸣穿透内心
春破红，像一盏灯
照见《万物生》一张好看的脸

漆黑的乌鸦，一只风筝
一条弧线，被大风吹弯
牵着精灵、蓓蕾、露珠和心事
一起飞

植物园里，支起的一张张画板
是孩子们的另一双翅膀

画一辆马车，装童心、盛春光
将痛楚和忧伤运走，只留下安详

我就是这辆马车赶车的人
这个拥挤、泥泞、东倒西歪的世界
需要扶正车辕、拉紧嘶鸣的缰绳
从一条抽芽的小路喊出春天的魂

马红线 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辽宁
省作家协会会员。曾获《作家导刊》首届

“梅花诗歌奖”。著有诗集《青苹果》《七
人合唱团》。诗歌散见于《星星》《诗潮》

《诗江南》等刊物。

稀薄（外一首）
◎天津/朵渔

自由，以及自由所允诺的东西，在将生命
腾空，如一只死鸟翅膀下夹带的风

宁静，又非内心的宁静。一个虚无的小
人
一直在耳边叫喊，宁静拥有自己的长舌
妇

一朵野花，从没要求过阳光雨露，它也开
了
一只蜘蛛，守着一张尺蠖之网，也就是一
生

我渐渐爱上了这反射着大海的闪光的一
碗
稀粥，稀薄也是一种教育啊，它让我知足

自由在冒险中。爱在丰饶里。人生在稀
薄中。
一种真实的喜悦，类似于在梦中痛哭。

我也想试着死去

我也想试着死去
我想在鸟语花香中与这个世界说再见
当我躺下，大地微笑着敞开墓穴
天空，一座倒悬的花园
所有的厌弃都已无所谓了，包括倾斜的
爱，照临的光
所有的账单我已付清，只剩一本

爱情的坏账——
接受爱情，就像接受命运赐予的轭
她具有夜的一切属性，包括不明的轮回。

鲜花重返枝条，
积雪重回云端，
鸟儿飞回蛋中，
我能回到哪里？

朵渔 山东人，现居天津。曾获华
语传媒年度诗人奖、柔刚诗歌奖、屈原诗
歌奖、骆一禾诗歌奖、《诗选刊》《星星》

《诗建设》等刊物的年度诗人奖等。著有
《史间道》《原乡的诗神》《我的呼愁》等
诗集、评论集和文史随笔集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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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国的诗
◎四川成都/李自国

我的断指埋掉你的记忆

从木箱里翻遍你
213林场
几张秋天黄叶
又爬上须眉记忆
你是我青春的碑吗
这么些年过去了
依旧竖置我的手迹里
岁月隔着远山
隔着流不动的水

那年是森林的节日
林木向风
改变着自身方向
你说 你留下声音走吧
黎明伐倒黑夜
还得赶老远老远的路
香姑娘涉水而逝
父亲两掌热泪
洒向终日垦荒的土地
我左手的断指
就这样埋掉斧头的历史

日子打发得何其清贫
我将林分的密度
压进心底

负重而远行
从那只丢失的砍山鞋里
找回天空的位置
站在雪线下的木质烟囱
又开始作灵魂的深呼吸
登山的旧途
使我重放一次
步履艰辛的平生

来不及回忆的森林呵

他是老伐木工扔下的
一把沉默的斧头
为愚昧丛生的岁月所锈蚀
来不及回忆的森林呵
像匹烈马的狂啸
像所有古老的源头
带来星河的阵阵喧响
带来遥远的伐木声声
天空同树一起伐倒了
星星掉下来
林涛的歌谣掉下来
树脸的刀疤像裂开的嘴唇
嘲笑倒下的父亲依然是树
依然像树发芽像月光生满树根
他不愿再做父亲的墓碑了
他是伐木工的儿子
不愿过落叶的人生
望着那片冷色丛林那些先祖遗迹
他将举起吴刚伐桂的斧子
砍伐枯死的自己
砍伐愈活的父亲

那条手臂是我誓言的部分

不愿再想起什么
那条手臂
那条森林的手臂
是我誓言的一部分
有落山的鸟儿
出入其中
将猎人的眼睛幻作梦境
又被自身的影子击碎

四月的枪声渐渐逼近
那条誓言的手臂
是大自然最美妙的形式
林涛歇过脚
篝火点过灯
而我仅仅是活动的软笔
不舍昼夜
延伸它的影子
原始而棱角分明
不知哪片羽毛插入血液
断臂的誓语
拎不回群山的跫音
我将举起双腿
支撑整座森林和大地

当你尽情将我点播时

我受孕于三月
三月是植树的季节
情人们上山 种子落地
一种繁衍和发育的使命

带领我走出门外
走进一个陌生的家
幸运的人呵 劳作的农具
当你尽情将我点播
不要忘记我内核贮存过的太阳
不要误会 我不是春天的过客
赐我以永恒的色彩吧
我用一生代价
守候这片土地
绿色的梦做了千年
千年仍无结局 可是今夜
在神农的脚窝里偷偷睡去
一场暴雨 就会脱去我的胎衣
留下你的寄托你收获的喜悦
在土地最深最板结的地方
做你的孝子

某一天学会飞翔
学会走路 缩短树与树的间距
一层层植被从我头顶铺开
复活的森林打着旗语
那时 我们敢于无愧的说吗
心 已交给大自然的法则

李自国 笔名西村，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星星》诗刊副主编。在《人民文学》
《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等国内外报刊
发表诗歌近千件，出版专著《第三只眼
睛》《告诉世界》《生命之盐》等多部。作
品曾多次获奖，并入选 30余种选集。

在鄂东南，墓碑比荒山醒目一些
墓碑上的纸花，比田野里的小花鲜艳
一些

在鄂东南，那么多的野花约好了似的
在游子归来之前全开了

在鄂东南，野花会引领着人们
穿过高低不平杂草丛生的土路
来到墓碑前，跪下，磕头，流泪

从山上下来以后

去开满紫云英的田里走走
这时候我的喜悦是无言的紫红色的

东一片西一片

如果我站立草会漫过我的脚踝
如果我躺下草会高过我的眼睛
如果我坐下来一些草会被压弯

在开满紫云英的田里走
脚步要轻一点。不要进入花丛深处
踩踏柔软的淤泥。不要把青草撞歪
被露水打湿鞋袜。不要惊扰小飞虫
的睡眠

熊曼 女，现居武汉。著有诗集
《草色袭人》。诗歌散见于《长江文
艺》《青年作家》《汉诗》等刊物，有作
品入选各类年度诗歌选本。

野花（外一首）
◎湖北武汉/熊曼

花汁匝地（外一首）
◎广西来宾/蓝敏妮

鲜黄的丝瓜花
在水流中抱紧自己
我一朵一朵地打开，它们一朵
一朵地关闭
关闭呓语和眼色
死也不愿让我看清
它们的内心
我问它们开在土墙东，还是
小楼西
哦，那老汉的木板车……
哦，那被捆腰的铁线网……

112朵妖精，从水里走上来
献身一样堵死我的嘴

我看见露水

它白，好看，而又陌生
我路过滴绿的草边
它走着猫步把露珠叼过来，凉凉的
又轻
它贴着我的脚尖抬起脸
一秒之后我转身离开，而之前
我说“过来……过来……”

蓝敏妮 女，电视台节目主持
人。诗歌散见于《红豆》《中国诗歌》
《诗林》等刊物。鲁迅文学院第十八
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

林新荣：《山中》

每次遇见
我的眼里满是橘瓣、橘汁
与暖色的暧昩
你隔空投置的目光像一段绯闻
一段传说
之间的青山碧水，绕着一层层雾霭
荒径中的细泉，泉中的冲刷
哦，两段不同时光
同时委身栈道下的涧水
从耳廓开始，到脖子到月亮的手
目光的撕咬
火星四溅
为不至于窒息
我们去听一场钟磬
我的心是一座小小的城
现在：鸟鸣啁啁，星光安然
一截情愫让岁月的轮回
更加虚无

读后：诗题《山中》，无疑这山就成
了一种“遇见”的背景，而山中的一切，
都为这样的“遇见”做了很好的隐喻性
的铺垫。至于诗人究竟遇见了什么？
可以是爱情，也可是人生某个偶然的片
段。“两段不同时光/同时委身栈道下的
涧水”这里，我们不仅读到一种“热烈”，
而且读到了一种不太确定的由时光和
经历带来的深重的人生之况味。“我的
心是一座小小的城”，在这座小小的城
里，诗人容纳了太多的际遇，有“暖色的
暧昧”“目光的撕咬”，有“鸟鸣啁啁，星
光安然”，但一样充斥着虚无的“岁月的
轮回”。在我看来，诗人在山中的遇见
有美好和令人欣喜一面（压抑中的突然
释放与爆发），当然也少不了来自于对
山外尘嚣的疲倦和无奈，“虚无”会在不
经意间常常袭来。尽管，如此“含混”的
具有多重诗意走向的表达，有时会令我
们的读者陷入“无所适从”，但只要我们
哪怕找到其间的某一个“切点”，就不难
窥见蛰伏在其文字背后之“隐秘”。或
许，这就是《山中》所要给我们的“抵达”
吧。 （流泉）

遂宁 图 花事 刘昌松/摄
之

记忆之疼
◎孟加拉国/尼可特·侯赛因

如斯春日，你却不在身边
我独自奔走了那么远
头顶的太阳孤零零地看着我
我感觉遗忘的战车正从我的心底隆隆
辗过
花冠被法根之月遮蔽
青春流逝
你是否还会回想起
在你人生的壮年，我的小鸟

鹦鹉在灰树枝上那多情的吟唱？

在这滚滚红尘
是谁独自书写着孤独
我的心早已堆满灰烬
尽管你把新娘的酥胸献给了别人
而我依然祈求上帝赐福于你们

张智/译

张智 文学博士。1986年开始发表文学和翻译作品。现任国际诗歌翻译研究
中心主席、希腊国际文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出版著、译、编 100 余种。作
品被翻译成 20余种外国文字，曾获多国诗歌奖。

译者简介>>>

尼可特·侯赛因 （Rikter Hos⁃
sain），孟加拉国当代著名诗人、作家。
1973年出生于谢尔布尔县，理学硕士，
现任孟加拉国某军校校长、世界孟加
拉语文学协会主席、Kobita 诗歌俱乐
部主任和 Smaronika Prokasoni 出版社
社长等职。已出版诗集、小说集和儿
童故事集多部。

我只想窃取一些花香（外一首）
◎江西南昌/湮雨朦朦

这些黄色的，一小瓣
一小瓣，她守着自己的身体
守着情人谷的花香
就像我为一株芙蓉的盛开抿着嘴
角
就像一朵紫罗兰忽然在我
的手指上怒放，哦
你一树一树地笑，一树一树地
把我锁进你的城堡
我已陷落，我把自己送进
桂树，和桂花一道
成长，一道
嬉笑，弹琴，捕捉
你，一丝凉凉的
心跳

花开三天

一声旧时的木屐仿佛女人的妙语，

花开
只是序曲，含着青石板的大地，
缓缓前行。
芙蓉伸出一只光阴的手
茶花如一盘纽扣，似热烈奔放的前
奏
一根红绸，恰似蝴蝶欲语还休
我描着青花，数日头。
第一日，水芙蓉
继日，柠檬推开的扬州
末日，一支裙摆里的探戈。
你，在仲冬，
在琥珀的巢穴里云游

湮雨朦朦 女，江西省作家协
会会员，南昌市作家协会理事。诗
歌散见于《星星》《绿风》《诗选刊》
《诗潮》等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