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情（外一首）
◎海南海口/江非

一个邻家的好姑娘
她温柔，贤惠
等着你娶
她一声不吭
一辈子陪着你活
她先你而去
下辈子还在等你
要碰上这样的好姑娘
要等上几辈子

在海南陵水又逢众诗友

说胡弦的样子
越来越像普希金时
我想起了张伟栋
他的样子
越来越像律师林肯

说十五年没见桑克
人还没老时
我想起了戈麦
他的朋友
半夜时我曾读过他的诗
说黄尚恩身体太弱
没有胡子
去不了西藏
只能在平地里呆着
我想起了张子选
他曾去过高原
写过关于高原的诗
说多数人都是因为年过五十才来的
我想起了来的路上乘坐的动车
树丛中一闪就过去了
说写诗太没意思了
全国十多亿人

也就那么二三百人
我想起了非洲的荒野
那么辽阔的土地
游荡着几只疲惫的狮子
说海南岛太热了
一个省份在太平洋里漂着
我想起了海王星
那里没人去过
太冷了，没有河流
没有树
也没有岁月

人们的灵魂都在那里飘着

江非 本名王学涛。著有诗集《独
角戏》(待出)《纪念册》《一只蚂蚁上路
了》。认为诗歌就是“风，雅，颂”。

月末版2017年10月27日 星期五诗·清样第 版2 编辑：税金龙 邮箱：hyskgfbk@163.com

李浔的诗
◎浙江湖州/李浔

惊蛰

这涌动的春水，随手可摸的浮脉
脉象紊乱。那些年，春水一直在床沿上
在私奔的路上，也会像白绫挂在树上
每当我想起这些，春水不回头了
我也洗不尽它的倒影。现在
我只做一株水柳，你所看到的是
风摸过我新芽时，摇晃的样子
鸟在我株头傲慢地叫着，还有月亮挂在树顶
引来只说情话的人，面对这一切
我没话可说。这是你知道的
我就是那个经过多次惊蛰的人

在没有瑕疵的失眠里

摆上小凳，请失眠的人都来坐坐
那只虫子的呜叫，像一条小溪
从头到尾都有你的倒影。
在秋天，有声音的事和人
都会让树叶落地，让往事满天飞。
睡不着真好，清醒、洁白
在没有瑕疵的失眠里，天越来越高
这是天大的好事，从此
心再也不会比天高了。

草帽歌

我只能慢慢道来。话说
那条来路，它的前世早已被草咀嚼

但我还是看见，揭竿而起的泥腿子
像那只蜻蜓一样,没有耐心的
革命。至今我记得，你们怕更大的风
怕风会吹走压在草帽里的，一张小额银票
哦，就是那顶草帽，虚掩着
耷拉着，破败着。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
遮住了许多脸面的草帽，让每一个朝代
散发出幽默或神秘的气息
如今，在我不痛不痒的叙述中
那些菜刀，锄头，晾衣竹竿
仍在所有人的家乡，代代相传
我不能再说了，草帽
已成了口号，也许还是时尚
它的事迹，会我说上十个朝代
掀起他们的草帽吧，一脸无辜的人会告诉你:
在这条来路上，喜欢草帽的人
正在日夜兼程

捷克来信

读你的来信，那些汉字有立正，也有稍息
我可以想象出你写下它们时的情景
刚吃过面包和咖啡的你，有弗兰茨·卡夫卡

的气息
痩而且冷，有不一样的感观，但没有立体的

面孔
捷克，一个国家都在唱《何处是我家》
有趣味的人，和帅克一样做老实人，办诚实

事
而你来自中国，对阴阳图熟视无睹

不喜欢非黑即白是你的底线。焦虑
从东到西，一枚50克朗的紫铜色硬币
在你手中不停翻面，其间看见
教堂钟声响起的时候，鸽子没有目的飞翔
你不说我也知道，方向是多么奢侈的事

在捷克，没有高铁，没有南水北调
没有挥霍已久的孔孟之道，你只有软弱
像鸟飞过二个国家一样随心所欲
中欧的阳台上，凉晒着你最贴肉的内裤
不吃江南的稻米，相信你性欲有增无减
胯下是无国界的水，水果也是
你说，离家久了，会突发奇想
爱上比尔森啤酒的人，会不停地恋爱
手始终在羽毛上，飘渺而色情
你说了那么多，宽敞的来信让我无地自容
在我的桌上，捷克远得像机枪打出的子弹
而我从来没能击中过远方的字

白鹭

一只白鹭在湖边看见了自已玉立的身影
叼冼着洁白的羽毛，那么专注
仿佛这一刻是真正的目中无人。

湖边还有我，一个对美过敏的人
专注着另一个专注。

现在很静，我一直在等白鹭飞起来的样子
不会飞的人，用一生在看飞

仿佛这专注已目空一切

这个时代的耐心

去年的桃，过冬之后仍不沾荤腥
今年的荠菜花，小心得像一个初入江湖的劫

匪
这些，不像是一个节日的场境
但这是实景。春天了，鱼当然知道
那个血压偏高的人，会犯晕
会像那条河，怕有太多的路和桥
许多年前，牛郎和织女的私房话
有一错再错的语法问题
素，是有传统的。像灶房的那梱木柴
不言不语，守着小白菜过清白的日子
你知道，桃会开花，会在有人的眼里
花瓣，也是河边的磨刀石，能磨去赏花人的

耐心

李浔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州市作
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九部诗集和一部中
短篇小说集。作品两次获《星星诗刊》
奖。诗集《独步爱情》、诗集《又见江南》
获浙江省第二届、第四届文学奖。

喜欢这样的一个天
白白地落进了我锅里

这雪你拿走，去院外好生翻炒
算给我备的嫁妆
铺在临终的床上

京城第一无用之人与最后一介儒生
为邻

我爱的人就在他们中间
何不学学拿雄辩术捕鱼的尤维亚族
用不忠实，保持了自己的忠诚
这样，乱雪天里
我亦可爱着你的仇家

雪下进来了

老人没有点菜，他点了一场雪

五十年前相亲的傍晚，他和她对着
菜单

你一道菜我一道菜，轮流出牌

雪下进了盐罐，火锅，玫瑰旁的刀戟
他们坚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人

快爱与慢爱，就像左翼与右派
他每周五去布尔什维克俱乐部
她一再严申婚后柏拉图
新世纪和雪一道掺进鹅绒被，坚固

大厦，
以及——心的缝隙
他们都把硬币翻过来了

还剩点时间，只够迷恋一些弱小的
事物

弱小，却长着六只恒定的犄角
他一个人坐在静止的小餐馆
雪下进了火柴盒，抽屉，冰冷的尸柜
他们曾挥发在某个夏天的年轻，洁

白地还回来了

戴潍娜 女，现就职于中国社
会科学院。出版诗集《我的降落伞
坏了》《面盾》《瘦江南》《灵魂体操》
等。自编自导戏剧《侵犯》。

炒雪（外一首）
◎江苏南通/戴潍娜

月亮之上（外一首）
◎重庆/楼兰女子

我爱你月亮，你是我的月亮
为何你的光辉普照山河万里
那么多女人爱你
那么多女人都在赞美你
混迹其中
我有迟暮的容颜，饱满的爱恨
放下小算盘，我来为你写诗
月亮啊，我爱你高挂穹庐
流云深处有孤独的家
我爱你宛在水中央，破碎得悄无声

息
我是如此的爱你
恰似词光忧伤，怀里碧玉
遇见不敢声张的爱情

虚伪的女人

一切都那么冠冕堂皇
她用脂粉掩住泪水割裂的皱纹
象是缝补一件在地下沉睡多年的

陶器
光辉是幽暗的，锋芒短而有力

让人很容易想到回光返照，似乎就
要隔世

天上人间，各是一方
一阵快意恩仇之后
更多的虚无填充干瘪的乳房
她真象一个漂亮的女鬼
笑得有些邪恶，偏偏穿了粉红的裙

子
对着一株桃花彬彬有礼
不知所云地吟唱
再有一曲终了
一小片在黑夜里绽放的花瓣，足以

让她放声大哭

楼兰女子 女，本名曾建芬。
作品散见于《中国诗歌》《诗潮》《天
津诗人》等。

遂宁 图 云影 周显玉/摄
之

扭伤
◎马其顿/泽内彼·艾丽-雷杰比

生之黎明，
走向我，如一只母鹿
成功开启我的日子，
我还活着……呼吸。

一个邪恶的眼神投向我，
震惊于你的魅力
你谴责我……出乎我的意料。

现代画家的愿景，

你坚定地面对，
我是如此爱你……但我不知道为何不
曾拥有你！？

诗人的书写艺术
你为一首诗增添了灵感。
我梦见你……我多么爱你，
白白地燃烧我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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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内彼·艾丽-雷杰比（Zejnepe
Alili-REXHEPI），马其顿当代重要女
诗人、作家。1973 年生于泰托沃。自
2007 年起，担任圣西里尔与马热里语
言学院的阿尔巴尼亚语言和文学分
院讲师。2010 年，获圣西里尔与马热
里大学博士学位。青少年时期开始
发表作品，包括：诗歌、散文、文学评
论等。作品被诸多选集收录。因诗
歌和文学评论而荣获多种重要奖项。

秋若尘：《每一条
河流，都有合理的
流向》

你用一粒葵花籽来偿还（外一首）
◎广东广州/木子红

春天不厌其烦地欠我一朵花债
你用一粒葵花籽来偿还
你种过月亮的额头闪闪发光
提醒我 葵花籽只宜浅播不能深种
嗯 一切浅播都随顺罢
所有深种 不是爱 便是恨
一波三折的葵花
只与季节纠缠 跟爱恨无关
我手握小花锄的那一刻
话不投机的葱头忽然枯萎
花盆和我的心眼一样大
连根拔除的 除了波浪不兴的残旧
还有短暂莫明的隐痛
葵花籽别无选择地陷入黑暗
留下一个谜面让我猜度
至于我自己
在黑暗之外 恍惚开始春天

把这场雨理解成挽留

打算十八相送的滨海路
因为这场雨的缘故，一夜之间成了

汪洋
来接你的渡船和长篙尚未浮现

你转向我，在我耳边低语：
“这条银河隔断了你我的告别

……”
亲爱的，我把这场雨理解成挽留
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鹊桥
你灰色的衬衫吸附足够的雨水
掩盖我留在你胸口的痕迹
我绿色的披肩是你回头的退路
擦去爱和删除诗一样，需要闭上眼

睛
张开手掌，需要看不见五指
我们将雨水的深度换取良宵
彼此的体内藏着一条七夕银河
用这条河，冲刷人间的生离死别

木子红 女，广东省作家协会
会员，《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出
版长篇小说《事隔多年》、散文集
《万叶千声》。

纪念维特根斯坦（外一首）
◎北京/臧棣

人死后，鸟继续飞着。
我看着这幕情景。
情景消失后，鸟仍然飞着。
我将关心这样的事情。

维特根斯坦是一只鸟。
以前他不是，但现在是。
以前，人死后，有很多选择，
但很少有人倾向于变成一只鸟。

当然，我也可以这样交代——
以前，我是一只鸟，但现在
我是一个看鸟飞过头顶的人。
飞翔多么纯粹，像冰的自由落体。

我继续这样看下去，
正如维特根斯坦继续巧妙于
一只鸟的名字。空间多么美妙，
就仿佛空间也死过一回。

芹菜的琴丛书

我用芹菜做了
一把琴，它也许是世界上
最瘦的琴。看上去同样很新鲜。
碧绿的琴弦，镇静如
你遇到了宇宙中最难的事情
但并不缺少线索。

弹奏它时，我确信
你有一双手，不仅我没见过，
死神也没见过。

臧棣 出生于 1964 年，1997 年获
得文学博士学位，1999 年至 2000 年任美
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访问学者。现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获《作家》杂
志 2000年度诗歌奖。

我为什么要羞于承认这一切
当松针在晚风中轻颤
星光遮蔽了河流
那不可名状之物，就扑簌簌落了下来

我为什么要否认这一切
我活着的证据
我衰老的证据
我在夜里轻声走动，钉钉子，窃窃私语的证

据

早于你们之前，我已被泥土指认过，被河流
指认过，被飞鸟和
腐败的枯枝指认过
至于你们说到的秋天
我也正在经历

你们爱过的，我都爱过
你们经历的危险和不确定性，我也在一一

验证

读后：若尘这首《每一条河流，都有合
理的流向》，结构完整，脉络清晰，叙述中隐
含的东西也隐而不晦，可感可即。头两节，
用两个问句“羞于承认”和“否认一切”统摄

“岁月流金”及其“证据”，后两节渐入坦然
之境，自然老练成熟。这首诗表达的是一
个人的成长和见证，所以有一种熟悉的东
西稀松平常地蔓延过来，由于诗人陌生化
的表达，又有一种陌生的东西夹杂期间。
谁的生命不是来自泥土归于泥土，这是人
的命，人的界限。差别和突破在于有限视
域中的无限创造力，如生长，绽放，爱恨，悲
伤，欢乐，挫败，成功……结果等种种历
练。李白在《把酒问月》里说“今人不见古
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人世，不论你
来迟了，还是来早了，他人经历的你也在经
历，反之亦然。对此种“重复”不能消极论
之，怀疑生存本体。其实每个人的体验性
都是独特的，这是唯一的价值，文明的河流
就是这样流淌起来的。若尘这首诗，写出
了这种价值。

（黄土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