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昏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选了另外一条路，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虽然在这条小路上，

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啊，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罗伯特·弗罗斯特/诗 顾子欣/译

20世纪最受欢迎的美国诗人之一。弗罗

斯特诗歌风格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朴素无

华，含义隽永，寓深刻的思考和哲理于

平淡无奇的内容和简洁朴实的诗句之

中。他曾赢得4次普利策奖和许多其他

的奖励及荣誉，被称为“美国文学中的

桂冠诗人”。著有诗集《山间》《新罕

布什尔》《西去的溪流》《又一片牧

场》《林间空地》等。

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

未选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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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马（组诗）

商 震

锯木头

一整夜我都在锯木头

气喘吁吁地锯

一把笨拙的铁锯

一根粗壮却失去水分的木头

木头并没有被锯断

我就醒了

满身大汗

我拍着脑袋想

○ 开卷 ○

商震，1960年生于辽宁省营口市。职业编辑。

出版诗集《大漠孤烟》《无序排队》《半张脸》

《食物链》，散文随笔集《三余堂散记》《三余

堂散记续编》等多部。现居北京。

这根木头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锯断它

是我走过的路

趟过的河

爱过的人

还是用过的词

如果是这些

我还要回到梦里

继续锯

野  马

一阵风吹来

一群野马在狂奔

我手中没有

驾驭风的鞭子

不能改变风吹的方向

大风经过我的身体

吹向另一个人

直至走远了

马蹄声还在我的耳边

这是谁的夜晚

临睡前

我看看窗外

天和地被大雾裹了起来

我确信星星月亮都在

只是落在了别人的床前

我收回视线

再看自己

也飘在蒙蒙的雾里

今夜

看不到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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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漂浮在自己的

窗口

在公海看到了鱼

坐一艘游轮去公海

很兴奋

觉得终于可以

翱翔在一望无际里

船行两小时后

才明白

坐在船上和装在笼子里

一样

一侧甲板有一些骚动

有人喊：鱼！

我也凑过去看

离船不远的海面

泛起温和的浪

我没看见鱼

只看到了自由的波纹

狮子岩

导游说

那块石头长得像狮子

所以命名为狮子岩

我相信有长成石头一样的狮子

也相信狮子会变成石头

就是不相信高傲的狮子

会允许这么多游人对它指指点点

我从狮子岩下走过

仔细地看了看这块石头

哦，像！真像！

真像一只被煮熟又风干了的兔子

西安有雨

走出机场

秋雨就来了

隔着密密匝匝的雨

我看到了阴沉沉的西安

看着看着

就想起了当年的长安

突然觉得自己矫情

西安就是西安

西安的雨落不到长安

我在西安是个过客

长安是历史的过客

长安一定下过这种雨

也有同样阴沉的天

但我看不到

即使猜测西安的雨

和长安的雨一样

也是自欺欺人的虚妄

不是雨搅乱了我的睡眠

凌晨两点半

雨还在不慌不忙地下

路上不时有汽车

急匆匆像漏网的鱼

今夜气压很低

我有些缺氧

把脑袋伸出窗外

深深地吸气

许多雨水

也被我吸进身体里

我的体重在增加

甚至比这个雨夜还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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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熟睡的人

都是幸福的

我能和雨夜较量一下体重

也是骄傲的

脆想录（节选）

1

一片枯叶

在半空中飘啊飘

难道它在做

蝴蝶的梦？

2

露出海面的那块礁石

风浪用多种方式击打

它就是不动声色

3

东海岸和西海岸

终生见不到面

可水底下的土地

是连在一起的

多像一场隐秘的爱情

4 

古老的月亮有清新的光

新鲜的鸟鸣有千年的回响

我一直在找这两种事物的缝隙

一个能够容我藏身的地方

10

花儿都绚烂了

春风还不依不饶地吹

而花丛中的一块石头

并不为之所动

18

不能穿的衣服

是一块破布

离开杀伐的刀

不如废铁

27

头发白了我还是我

不敢喝酒了我还是我

不问人间世事了我还是我

不再爱了

我会是另一个我

33

我从来不敢

轻视饥饿

因为一切生命

生来就是饥饿的

36

我焦急地走，

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可走的每一条路都很熟悉，

哦，我迷路了！

40

候鸟过冬的地方

是雪花怎么也飞不到的地方

你居住的地方

有候鸟还有我的思念

41

指甲不到一定的长度

我会忽略它的存在

你和我吵嘴

我才想起了爱情

45

我伏在你的诗集上

只冥想不翻开

像轻轻伏在琴上

怕惊醒心底的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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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一根琴弦突然断了

决绝的声音会植入内心

即使换上了新弦

断裂的波晕也在耳鼓里缠绕

49

一场激烈的冲突结束了

空气平和得像真理

而另一场更激烈的冲突在酝酿

也是真理

55

我一直收藏着

你清水一样明媚的笑

多少年过去了

明媚已经是珍贵的文物

56

不想让你发现我和月亮对话

也不想惊动你那里的月亮

可是我一张嘴

你就在月亮里出现了

57

深冬的夜里传来一声鸟叫

如果是受到了惊吓

它叫得比我晚了很多

如果是为了迎春又太早

59

每天读书写诗

我要寻找什么

是世界中的我

还是我的世界

62

夕阳不断地

把我的影子拉长

又细又长像一条鞭子

最后我把夕阳赶出地平线

65

雪把大地覆盖了

像天与地又完成了一次诀别

世界不会有新的疼痛

只有麻雀的饥饿略显新鲜

69

这沉闷的冬夜

是一面闲置的皮鼓

如果没人把它擂响

我就会看到活着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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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书（组诗）

陈人杰

月亮的邮戳

玉麦，九户人家的小镇

扎日神山下，隆子、卓嘎、央宗姐妹

九户人家，九支谣曲

九个良宵，九座雪峰是快乐的孩子

大经轮叶片转动

九个星座是感恩的涌泉

春风吹开雪莲花的时候

我给你写信

信封像雪一样白

上面盖着月亮的邮戳

秘  境

南迦巴瓦朝人间张望

雅鲁藏布为大海洋分泌胆汁

白天鹅带来了雪

晚归的豹子让夕阳迟疑

怒江去了云南，一条鱼留在那曲

吼声、深壑、幽暗鱼鳞

都是秘境

扎加藏布，央金笑着，小腹隆起

高原上多汁的人儿

比大地更清楚水系的甜蜜

错鄂湖

露珠是一座庙宇

斑头雁去了之后

湖泊瘦了下来

湖岸，这件秋衣

恍若穿在一粒盐身上

再次空了的鸟岛

并不等待任何人

它的荒寂

只为自己整理落寞

我们所知晓的

并不比水里的石头更多

它们一排排追赶天空

嘎嘎地叫着

秋风如刀

陈人杰，1968年生于浙江天台。曾获“徐志摩

诗歌奖”“《诗刊》青年诗人奖”“扬子江诗学

奖”“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特别奖”“五个一工

程奖”等奖项，曾担任西藏历史上首部大型史诗

性音乐组歌《极地放歌中国梦》的文学总监和16

首歌的词作者，作品入选《年度中国最佳诗歌》

等多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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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

似一片片磨出来的寒光

佩祜湖

高僧在云游

木碗在漂泊

一颗心反复被远方抓取

少年在垒玛尼堆

少女变信众，高原交给经咒 

万水千山被一条经幡拂动

多少宗教飞升

多少人世枯萎

湖泊面朝天空，归雁指认未来

芨芨草

羌塘草原的一棵芨芨草

是尚未失去语言的草

它的摇晃，是岁月和山脉难以系住的摇晃

死亡芬芳，呐喊无声

被牛羊吃掉的芨芨草，那从不向我们说起

如何转世的芨芨草……

一只羊丢失了之后
  

一只羊丢失了之后

桑珠哭了一夜

黑暗中，我意识自己也失去了什么

但这已是眼泪成了盐

旷野撒满了冻雪之后

哦，一只丢失的羊

把世界分成了两部分

只有丢失的那部分跟着我

来古冰川

来往古今

来往于白云和大火之间

多少世代，像冰川

多少愿望，像大海

信徒需要远方

而远方正在被推土机开挖

薄雾轻纱，薄暮点灯

我愿帐篷平安

我愿剖腹产的母羊无恙

格桑花

五瓣八瓣落下

像牙齿

去年掉了五颗

今年又掉了三颗

一年一度

落英缤纷

落英，活着的肉

被西风吹乱的头发

我不知道什么蔷薇科

什么波斯菊

紫菀、翠菊、金露梅……

但我知道一朵花

拥有这么多的笔名

一条小命不辜负的时光

芬芳有如幻梦

魂魄无边无际

爱着假名

说着真话

牧羊的少女

她已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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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受伤的小绵羊

要抱回母亲的怀里

才能得救

她已尽力了

在送走了这么多亲人之后

一双哀伤的眼睛

依然清澈

她已尽力了

高原像一块重金属

她走在雪山脚下

像戴着耳环的白度母

雅鲁藏布

整个下午，我在岸上静坐

潮来往，云卷舒，渐渐地我变成了旋涡

被沉默无声的湍急收藏

我要感谢这宽广的河床，以及谜一样的眼睛

伟大的爱，是一种可以被触摸的命运

一滴水珠就是数个世纪。而我的生命仿佛是

另一条长河，畅游着不知疲倦的鱼儿

撒着死亡那不可捉摸的网

水草、摇晃的皱纹和盐的味道

当我再一次端视，雅鲁藏布奔流

高原如码头，如词语们歇脚的厚嘴唇

天空下

爱仍是最深的佛法

痛苦仍是最大的的宗教

寺庙建起，又毁去

天空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

风轻云淡，尘埃有不可逾越的心

格桑献出最小的身子

摇动转经筒，洒遍高原的露水

是爱，你驱赶着牛羊回忆身世

转湖·玛旁雍措

圣湖如莲，星斗如钻

圣洁之物，高于内心

朵朵浪花从银河出发

涌向臂弯

精神却总是寄身远方

一个人渺小的星空

是爱载着心灵回家

一如象泉河、狮泉河、马泉河、孔雀河

从同一个源头朝着不同的命运奔去

但归宿只有一个

万水归宗，我所理解的大海不是别的

而是信念。所以

法号声声，万千涛声齐诵：

唵嘛呢叭咪吽①

所以，丹心飞溅，脚步轻快

仿佛真有彼岸汇聚碧波、梦幻

呼应着正在醒来的群山

①唵嘛呢叭咪吽：藏语音译词，观世音的六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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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之处（组诗）
  

余笑忠

遥  望

一年中的最后一天

阳光甚好。好到想打赤脚

在正午的沙滩上走一走

我说的沙滩，是我了如指掌的

故乡的河滩

那里也有零星的、来历不明的

弃物，或遗物

但冬天的河水是清澈的

清澈到了没有明暗两面，无论

我的双手如何搅动

丽日之下，那里的波光不可久视

因此，我在这首诗中要留出空行

好让你在此驻足

坐等消失已久的少年

浮出水面

梳理乱发

每当我用手指梳理一头乱发

总会有头发掉落下来

我并不为此感到悲哀

只是暗自惊奇：每天，每时每刻

都有失去立足之地的头发

混迹于一头乱发之中

眼前的这一小撮

与淋浴时，从浴池的排水口

抠出的那一小撮

同出一源

只是那纠缠的一小撮

因其卑污而令人不快

想起那些剃度者，削去了烦恼丝

但是，如果一棵被剥光了皮的小树

都令人不忍直视

那么，剃得光光的头

同样令我不忍直视

每天，每时每刻

我知道，我都在接近失去立足之地

我将沦为眼前的这一小撮

我朝它吹了一口气……

是的，有人动刀前

喜欢吹吹口哨

或对着刀刃

哈一口气——

是的，偷窥到那一幕的人，无不

毛骨悚然

当有人说起……

当有人说起梦见我白发苍苍

我感到幸运

仿佛那是真的：我能活到白发苍苍

哪怕这只是他人偶然的一个梦

哪怕事实上，我已接近

白发苍苍，这也意味着

我将提前出现在晚景里

也因而注定，将提前获得一种风格

但省略了其中必经的不幸

因为晚期风格，我的话语更有分量

那该多么幸运

○ 诗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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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的白鸟都在嘲笑我

甚至死灰也不例外

好吧，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至少我已懂得哀矜，认定

它是一种白色

相似之处

有谁见过狗在睡梦中痉挛

我没有。但我深信

因为我也会在睡梦中痉挛

我乐于承认，我们多了一个相似之处

但并不因此更亲密

或更疏远

只是有时，在一阵痉挛后苏醒

想到另有一头动物

在某处也同时苏醒

而在另一刻，当我再次醒来

它的生命已走到尽头

好像我代替它一阵痉挛

每一次痉挛正像一只脚踏空

然后赶紧抓住别的什么东西

以使自己稳住

我们有相似的时刻，相似的境遇

有时挣扎的脚会狠狠地踹向

某人、某物

有时，我们身不由己，一同

跌入深渊

谷雨日闻啼鸟

喜鹊悠扬婉转，总是很近

像有话就说的直性子

斑鸠四处嘀咕，总是很远

像羞于入场的迟到者

麻雀总在唧唧喳喳，多像我们小时候

仿佛总是晴天

布谷总在远远的路上，多像我们的暮年

仿佛总是阴晴不定

而夜中闻鸟，只听得短促一声

恍如哀鸣……仿佛那不只是一只鸟

而辨认是可怕的。我愿意

是雨中的一棵树，只管枝繁叶茂

乐  观

路边两棵小树，每逢仲春

浓密的枝叶合拢了

像一道拱门

我乐于看到

人们弯腰从那里经过

如果，这只是园林工人偷懒之故

那就让他们继续偷懒

如果，是他们手下留情

就请他们继续手下留情

冬天，那里畅行无阻

人们无需弯腰屈身

但我觉得那里仍有一道拱门

就像果树，在我们眼中

一直是果树

哪怕它光秃秃的

就像你，哪怕你一再加深

我的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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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只羊（组诗）

灯 灯

白

只有白发能和月亮较量，一个在人间

一个在天上

一种白

对抗另一种

梅花落时，也是白的

张枣说: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①

——我不后悔，我不知

南山何处，不知南山何处而我

看见

梅花落下：

白，还是白……

东窗微亮，所有和我一样的事物

白中: 正慢慢获取它的耐心。

①摘自张枣《镜中》。

饮  茶

海水此去三千里，月亮一路跟随

翻腾的，明暗的事物

都不及你

三千里，波涛原路返回

杯中，那些途经的地名，人名

沸水中

辗转的茶叶

……都静了，茶叶静坐

杯底：

一杯水，有了它的定力。

燕山下

野枣在枝头

守住内心的红。杏林用青涩

说出酸楚

是五月的一部分。燕山之下，大花蓟

在黄蜂争夺之中

开得无比娇艳

我想看见的事物，永远和它的

反面一样多——

一只蚂蚁下山，粮食滚落，遇上

车祸的亲戚

有时我真的觉得，我就是其中的任何一个

而道路和我想的不一样

它把自己送出去：一条通向清晨

一条，通向黄昏。

你  猜

地黄清火，点地梅忧郁。

喜鹊的尾音里

绿皮货车穿过星期日。

我见燕山葱茏，石头自在

果农如熟透的果子

落到地上

——此刻他在树荫下小憩，旧草帽

遮住半生

浮云尽散啊，清凉的树影

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人间，再没有

比这

更好的五月

我问一只蚂蚁的去处

它头也不回，它又回头，它笑

它说：“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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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或者药

病入睡了，药醒着。

药里也有

苦汁大海，也有往返的小溪

黑衣人出入树林

刀斧留下的疤痕，眼睛一样睁着

——月亮是另一只眼睛。

因为它们的凝望

梦中：我比平时更快，又翻过一座山。

在山脚

只有远远凝视，才不会惊动

蝴蝶

蝴蝶微微振翅，翅膀里有未成形的风暴

有已成形的

过往，心形，被祝福，被祈祷

只有干净的目光，才能遇上霍香蓟

蓝天下，淡紫

在众多色彩中，收拢刺

仿佛一切从未开始

你在树林那端，我在树林这端

草木在中间

顺着天意生长

仿佛此时，我们才能同时看见

同一个清晨，仿佛

多年后，和多年前

我们一前一后，为的是抵达同一个黄昏：

落叶尖叫，拥有安静的外表

再远一些

河水静默，无常，有序:

——大浪花压住小浪花。

路  上

鸟窝在树上，鱼在水中

晨雾带着梦中的指引，穿过树林

攀上岩石

孩子被车窗外

新的一天所吸引，脸上涂满祝福的光线

她那么新奇，憧憬

使我在冬天，更像一个母亲

——我不会和她说，日落之前

有些鸟，再也飞不回来

有些鱼，游进了人们的胃

我和她说到群山，说岩石上方的松柏

青翠，挺立

说小溪，总是凭借自身的力量

把自己送出去

——她那么新奇，憧憬

长睫毛扑闪

栅栏撤去

我和她：再一次，路过父辈的村庄。

十二月

山无陵，水有形。

芦苇渐渐活成了自身：褐色，风吹，倒下

再活过来

不被时光困扰，也不被世事烦忧

犹如我的母亲

多数时是寂静的，寂静的时辰

是十二月，雪

还未落下

落叶在空中

奔赴前程

我的母亲，在窗前看见了一切:

——她看见了扫落叶的人

十二月

扫落叶的人，愈来愈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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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显得比他还有耐心。

另一只羊

所有的羊都在吃草。所有的青草

都在等待被啃食。

牧羊人在远处，手中没有鞭子

风中，所有的风都经过风

所有的风吹过，都是抚慰

青草只管绿，羊群只顾吃草

牧羊人只等

羊群肥美

我在意那些

从不可能改变命运的事物，在意

从不曾

将我在意的事物：

单独的

另一只羊

——我们因为彼此看见，而深深地原谅。

在里约热内卢（组诗）

姚 风

在桥上

河不知道河上有桥

像没有桥一样流着

下雨了，雨不知道我站在桥上

像没有我一样下着

雨打湿了我，打湿了河流

打湿了万物

但无法改变这一天

依旧是庸常的一天

一滴滴雨，前赴后继

如句号消失于河面

每一滴雨都飞升至天空

但不是所有的

都参与了雷鸣与闪电

鸟的年龄

那时候，每条路都是迟缓与蹒跚

我依旧拉着你手

去秋天的公园散步

累了，就坐在绿色的长椅上

看风吹落叶

看鸟儿跳跃着啄食

我们满头霜发，历尽沧桑

但依旧不知道这些鸟儿的年龄

仿洛夫躲雨吃茶诗

在杭州虎跑泉躲雨吃茶

蝉突然停歇了

刹那的静寂，我想到了禅

却无法安静下来

我担心这昂贵的龙井

也残留着农药

最高处

每年清明

父亲都会捎来短信说：

别急

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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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一棵大树向上仰望

看见父亲在最高处

用蓝天望着我

女儿的房间

你的房间

挂着爱因斯坦的画像

老人用略带狡黠的微笑天天和你谈论

相对论，还有不朽的音乐

但你打开朝南的窗子

也会看见乌鸦正在飞越麦田

黄色的星辰在夜空旋转

你还听到田野里传来梵高的枪声

这两个人，都是你的偶像

他们已经告诉你：对宇宙的想象是多么无限

阳光中的色彩是如何根据灵魂的深浅而变幻

还 有正在锁眼里窥视你的：生命的无奈、苦痛甚

至癫狂

而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每次你从远方归来，我只能为你

煮一餐你喜欢吃的饭菜

比如奶油土豆焗马介休，或者肉碎蘑菇打卤面

我的狮子

我的身体内有一头狮子

它把我的心当成石墩子，蹲坐上面

做出仰天咆哮的雄姿

但从不发出声音

每天我拉它出来散步

让它保留一点原始的野性

但它已没有了猎杀的冲动

它不再吃肉

它习惯了吃超市的狗粮

每次吃完就舔舔嘴唇

再舔舔我的脸

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在聂华苓①女士家中做客

你从人群走出来

把我们带到你绿树掩映的家

家很大，刘国松的明月

映照着黄永玉的荷花

屋檐下悬挂着

痖弦的红玉米，莫言的红高粱

你打开过很多门，拆掉过很多墙

路是一匹匹马，从这里奔向远方

客厅中那张简朴的餐桌

就是一张世界地图

绘制它的，是各国的语言和方言

坐在餐桌边

我接过一杯高山茶，就越过了

台湾海峡，我们住在同一种语言中

我们很早就实现了统一

——被同一种文字

窗外是满山的青翠

但你说的麋鹿已不见了踪影

却看见一头辛劳的中国毛驴

从安格尔②的诗集中跑出

在我眼睛中惊起一阵尘土

你从给予中得到丰盈的馈赠

一粒种子长出了三生三世

也留下一部爱的参考书

封面是飞鸟打开的天空

封底是大河奔流的土地

①聂华苓，美籍华裔作家，与丈夫安格尔创办美国爱荷

华国际写作计划，自创办之后邀请过莫言、王安忆、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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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宇、余光中、郑愁予、格非、池莉等作家参加。

②安格尔，美国著名诗人，聂华苓已故丈夫，曾在上世

纪70年代随聂华苓访华，写下许多关于中国的诗作。

沙  漠

你停下来，我为你脱掉鞋子

抖落掉里面的最后一颗沙子

这样

你送给我的沙漠就完整了

内 湖（组诗）

冯 娜

长  夏

更南边来的人，会懂得夏日如此漫长

有时河和海一样没有尽头

白鸟的滑翔比机翼轻盈

躲避风暴，是醒着的时候要做的事

只有在水上漂流过的人

才会真正去信任一艘船

只有南边来的人，会捡拾豆荚状的种子

天空扑打着蓝色、绿色的脏器

现在，凤凰木和杜英树静静整理着花冠

人们抬头，感到远处正有船只驶来

夏日轻易地找到了南方，和几粒橄榄一样

一些沾着盐，一些蘸着糖

内  湖

我们内心蒙尘的痛苦，由什么来补给？

雀鸟鸣叫中矿石的光泽，由什么来补给？

内湖，就是瞬间的雨

是漫长的沉降

太阳，那被应许的锋芒，由什么来补给？

盲目的沙砾、被灌溉的亚麻地

水，是一种珍稀的收藏

昂贵的日夜，收割了它的心脏

——那不规则的菱形的空旷

得以隐身的河流，穿行过贫瘠的倒影

还未完全修复的洼地，将由什么补给？

内湖像化开的药片，像一片徒劳无功的矿区

它的熔化胶合着它的冶炼

沙漠植物展馆

没有听见龙血树粗重的喘息

白色沙砾是另一个人的童年

他站在骆驼刺的阴影里

默念一个女人为他取的名字

阴天，展馆的城市容纳下黑黢黢的戈壁

我仔细分辨着仙人掌、斑纹犀角、盐生草

那未抵达的纬度，像发烫的手指握着我

有朝一日

他会爱上我从异域带来的香料

在温带，穷人用它们兑换粮食和薄膜

玻璃的穹顶，使人们忘记了沙子的边界

情人们忘记了冗长的旅行

沙漠玫瑰、罗布麻、石生花……

在拥挤的眼睛中间

我找到了一块与他相似的根茎

白雪楼

大雪封山，一个钟情于鲍叔牙的人

必定也钟情于雪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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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贤者像一个疲惫的使徒

走过宫殿、庙宇和困顿的街市

他需要一扇冰凉的窗户，推开重复的诗行

孤独是最后的牵挂

一个留守鲍山的人，必定也徘徊在寒冬的尊严中

登楼谢客

他在低矮的光线中翻阅先人的生活：

光明如雪的时刻

举棋不定的时刻、心似刀割的时刻……

他在纷扬中活过了许多人的一生

他与过往的自己和未来的知己频频相遇

他走进雪里，以为是百年前那一场

驱车过琶洲

早晨认出那些建筑、桥梁、灰色的江流

城市的样貌控制着我的速度

如 果有人从车流中率先醒来，他就有一副假寐的

嗓子

谁对着生活大声喊叫

后视镜也无法令一个城市的回声折返

琶洲，还有更多的三角洲让地球变得扁平

身 上没有一星半点尘埃的人，无法理解自己的车

速

坦途有坦途的陡峭

广场中央也有山岭和旋涡

每一秒钟的燃烧和消耗，都让你偏离或靠近

你的身体是一件仪器

它的走神和误差，它的昏聩和精密

被一条限速的大道记录，这琶洲

这城市、这所有红绿灯的交叉路口，都在调校你

你，只能在风雨中握紧了方向盘

石峁之玉

我有一张玉质的面孔，石峁

四千多年，在你的地底

我被滚烫的熔岩和冰冷的时间包裹

颤抖的森林、草甸、野性的物种繁衍出我的眼睛

我看见我的命运：

一双手雕刻我的嘴唇，它让我开口

说出散轶的佩饰

把一块玉的呼吸塞进壁画的体温

石峁，你在我的杂质中寻找自己

我承受的风暴，下沉为黑色的头颅

听到有人在半夜打制马蹄

声音钻进末代的裂纹，你愈合着自己

一个石头的王朝，一个石头的许诺

年华耗尽，

你的记忆净化着你的废墟

在玉化的长眠中，我也曾是你的死亡

你后来的生命

我是你的人面玉身

你的手

你在梦呓中抽走你的手

——仿佛从我头下抽走了许多夜晚

仿佛，也宽宥了所有尚未成形的梦寐

你的手比你的言辞更快地接纳了黑暗

它抹去了声音里的尖刺

抹去了我的羞愧、恐惧，突兀的喜怒

仿佛它总是醒着的——

你的手，比你更平静地走向我

有时，我独自坐在世俗的椅子上

想起你的手，它端着杯子

它按下一个又一个黑键，“保存”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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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冰冷的风中，在陌生人的街区

在我触碰不到的时间里，

它替我理解了你的生活

在我熟睡时，它重新回到我的头下

仿佛填平了梦与梦之间的隔阻

你的手

仿佛 可以成为我的手

红碱淖

沙漠中的湖，该往哪一个人的内心沉落

昭君的眼泪封存了她的苦楚

同样的，那历史的时刻

我们捧着一条河，又走向另一条河

过客走过的红碱淖

内蒙的鸟飞过的滩涂，我不愿做一个问路的人

我来自多雨的南方

不愿想象在大地上逐渐隐身的水泊

我也不愿一个女人站在迷乱的风沙中

涕泪肆流

她的沙漠，她的内湖，她的远足

早该向苍茫绿野敞开

红碱淖，早该卸下这沉重的停顿

接受雨水，接受干涸，和升腾相等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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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头（组诗）

黄孝阳

偶  尔

偶尔我会想起你，像想起身上的手指，

当我摘下玫瑰，指肚涌出鲜血。

晨曦涌入溪流，清亮的嗓音。

层层叠叠的青翠如此完美。

想念着你，斑斓之虎跃出心底，

这样一个时间，欲泪而止。

水面说着秘密，微微的刺疼。

飘动的柳絮有将愿望变成现实的力量。

沿着水之堤坝，我走了三千年，

一方面憧憬，一方面害怕。

亲爱的人呀，花在吐出盛夏，

抱膝的少年，己快被思念压垮。

把我给他。

把他给蝴蝶吧。

闭上眼

闭上眼，闭上眼你就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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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世界会变成怎样，比如长河落日圆。

继而听见王维敲响房门。

我在黑暗中反复思索，当心脏不断泵出光亮，火

焰。星辰朝此处聚来。

是人类群星闪耀的脸庞。

时间蜷起前肢，伸手

就能握住它毛茸茸的爪子。

亲爱的，把那些晃动的光影

捏成一只皮球吧。

沿着巴赫赋格的无穷上升，往前走，

再往前跨出一步。

这个世界轻轻滚至你脚下。

鼻  息

我呀，要对你说些什么呢？

地铁上靠着我肩头入睡的陌生老妇人。

仿佛一把把撒入火焰里的粗盐，

她短促单调的鼻息，让这个封闭之所

是如此贪恋静默与疲倦。

每张脸庞上都有着咚咚的响声。

同样的鼓点。

这样的陈词滥调让人着迷沉溺。

隔着双重衣裳，我也感觉到她的痛苦，

那咆哮的痛苦，不为她知的痛苦，

像手背上月牙状的烫伤疤痕。

我突然想起了车厢内所有人的命运。

想起夜深人静望月时的喃喃自语，

想起走上街头成千上万的人。

想起废纸篓里的玫瑰与矫情的“我爱你”。

想起我，想起你——

曾让我呼吸停止的你（你曾是这个世界的全

部），

是否正在地铁里靠着陌生男人的肩头

沉沉睡去?

愿他如我待老妇人一般待你。

此刻，在回程的地铁车厢里，

我肺里满是你昔时的鼻息，仿佛

一把把撒入火焰里的粗盐，

让我觉得活着还有点滋味。

星  光

有风推窗而入，

也许不是风，是星光。

星光是什么？

耳朵在深夜听见了。

从星光中走出的少女啊，

我们该有多么孤独。

当目光相遇，

我是你的。

故  乡

光影在房间里晃动，如同海浪。

海螺吹响你的心脏，

声音里有大片大片金黄的油菜花，

那是你的故乡。

沿着墙角被青苔染绿的古老线条，

我反复凝视着你的脸庞，

鱼群在空气中缓缓摇动黝黑的鳍，

说要把我载回故乡。

孩子的眼睛亮若晨星，

屋子里的一切都将与他同行。

穿过水、沙粒与数艘沉船构成的现实，

我一遍遍回到热泪盈眶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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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头

当你出现的时候，耀眼的光芒从地壳深处涌出。

大块大块的石头，

在飓风中摆出一个让人心醉神迷的图案。

狂喜在尾椎骨处颤抖

一如即将饱餐一顿的兽。

这是一个仪式，由盛大的节日固定。

当你出现的时候，遥远的光芒，从云层高处洒落。

携带着匕首的我，得以剔净

所有花样繁复的辞藻与意象。

你在世界的中央，无与伦比，

是种子，灵魂，火焰，另一个国度。

是最神秘的祷告，当你的手触摸额头。

夜  晚

我是这个世界上流动的语言。

潺潺流动的夜晚啊。

鸟啄了口黑暗，如饮水。

沉默之人靠近铁制窗格。

心中猛虎跟随鸟鸣，

靠近它的斑斓皮毛。

手指在手掌上跳动，

我把我的影子提至空中。

鸟羽之轻微颤抖穿越重重光影。

这是天籁，还是我一辈子对你的凝眸？

若是后者，我愿意。

哪怕唇干舌燥，老虎掉入牢笼。

发声学（组诗）

臧海英

界  限

一个人死去很久

耳朵里，还响着他说话的声音

一个死去的人，也会推门进来

或从书页中坐起身

我与他们越来越亲密

生与死的界限，从来就模糊不清

走在人群里，哪些人已死，哪些人还活着

我不想确定

更不会非此即彼

发声学

我听出鸟鸣中特别的一个

它是怎么做到的

神秘的天赋？

多年的练习？

一只鸟始终在飞

在找自己的声音

也是离开同类的一个

整个清晨，我都想找出这一只

我加入到孤独者的序列之中

努力发出属于我的

偷生记

我用另一个名字

把写作中的我，和生活中的我分开

我多么想，摆脱自己

狼狈不堪的命运

这段时间，我的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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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都是清风明月

虚构出来的幸福，比现实还要令人感动

我也真就以为，自己多出了一条命

从此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而被我弃于现实的那个人

常常闯进来，让我不得安宁

她塞给我一地鸡毛

让我承认，那才是我

让我承认，偷生于另一个人的生活

是多么虚妄

逃避、怯懦、自欺欺人

——我也为此羞愧过

但我真的不想，在困境里一而再

再而三地挣扎下去

无  用

就是要自己无用。

一棵树

放弃做一把椅子，一张床，或一副棺木的可能性

放弃点燃

一个人

拒绝成功学，干着无用的活计

食不果腹，却满心欢喜

满心欢喜

也是一种有用啊

我已经不再问自己

为什么写诗

陆地动物

如临深渊啊

乘飞机去漠河，在杭州坐船

我头晕，恶心……

我的肉身，如此反对我的心

回到地面，浑身轻松

我只好死心塌地

做一只受限于四肢和地面的陆地动物

而最近，腰间盘突出

让我不能远行

我受限于一块小小的病变组织

躺在床上，终日思考着

一棵稻草，是怎样从喂养我的那棵

变成了压倒我的那棵

写下的部分

——无不在展示我的匮乏

也成为我反对自己的证据

作为一种羞辱

它们保留下来

现在，在隔壁房间

我没有再让人读到它们的愿望了

而谈到放弃，我起身站在黑暗中

哦，不写已不可能

我只能这样认为

“我知道了自己的有限

还在自不量力……”

深夜颂

寂静送来风吹树干的声音

送来一声声蛙鸣

最后送来琴声

寂静一层层送上来

寂静从来不是寂静本身

我的心上，因此多出一棵树

多出几百只青蛙

也多出一把琴

从而多出一片树林，一条河流

和一个风中拉琴的人

寂静真慷慨啊

我的身体住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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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庞大的演奏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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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骑士（组诗）

懒 懒

黑骑士

对面楼房的窗台上

单独地晾晒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

大衣所有的扣子都扣得密实整齐

它两只袖子张开着

阳光还没有照到那面窗子

大衣的黑显得有些忧郁

但只要风一吹，大衣就荡来荡去

像一个随时可以快乐起来的人

因为它的扣子全部被扣着

便不能衣襟翻飞了

反  抗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

这人间的高速公路

总是高于两旁的田野

这平原的田野

这温柔的平原

你看，在深冬的地平线上

那些散落分布在田野里的墓碑

和远处的房屋一样

也是建筑物

渐  渐

鱼贩子一下子捉住它

剜出它肚里的污秽

你拎回来时它的嘴巴还在一张一合

你又在它背上划两条刀口

它依然睁大眼睛

接着你给它的全身抹盐

包括它睁大的眼睛它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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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

抹完盐你用保鲜膜

把它蒙在光洁的盘子里

——你能够冷静地叙述

你怎样在一条鱼的注视下

加速它的死亡

但你记不起在哪一个环节

鱼的嘴巴渐渐不再一张一合

暮色与核桃

我喜欢暮色

喜欢暮色中的不可阻止

包括暮色中的我

我深陷在

不可阻止的事物中

我只能等待

偶尔暮色降临

我坐在窗前剥一罐纸皮核桃

取出一堆分心木

玻  璃

狂风正在撕扯一切

窗台上的文竹，吊竹梅，铁树

和两盆兰草奋力挣扎像无声电影

为什么是无声的？

为什么像是在观看一场悲剧？

是什么使你站在窗子这边平静观察？

因为密不漏风的窗玻璃？

你观察鱼缸里游动的鱼

你从公交车窗往外看见努力与公交车

并行的单车少年

也是无声的悲伤的电影

玻璃那边和这边

下一秒

鱼是一位真正的作家吧

它游动时，它的鳍

每一秒胜过亲切的灵感

如果它想停下来

它就能突然停下来

它脊椎笔直

（那一秒）水仿佛凝固

别以为我在写鱼

其实我在写

使我看见鱼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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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小夜曲（组诗）

安 然

安然，满族，1989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

小狐狸

我奔跑，把歉意留给你

落在我肩上的雨花留给你

还有什么，这些汗水

正在与你的，一起蒸发

我看见池里的金鱼，游向你

顺便，把我头顶的月亮降给你

如果这些星星足够闪烁，我会摘给你

我把一切都给你，左边的梨花

右边的庭院

如果你喜爱这村落，送给你

种上春夏秋冬，还有小节气

门前流水，也能向西流

我奔跑，三步一回头

我看见小狐狸，望着你

这可爱的生灵，它多像我

奔跑，然后望着你

藤  蔓

至少是六月， 我像藤蔓一样

弯曲、缠绕，然后攀缘——

像茑萝，柔软、纤秀

像络石、凌霄、蔷薇、木香

垂吊生长

匍匐、蔓延，露出缺陷

有大片的绿

应是这样，像这些植物一样

绿——

自生——

缠绕一切可攀附的事物

比如：葡萄架、荔枝树、一根稻草

或者水中摇曳的影子

涟漪中闪亮的光斑

小小如我

我怀疑过我，人世中小小的我

小小的个性，小小的心愿

小小的身形

我的每一寸肌肤都小小的

灵魂也小小的

面对世间的大，我无能为力

我低下头，自顾自地悲欢

我确定，天无一日晴

小小如我

像风中的一粒，海中的一粟

像秋天的落叶

岁月了无尘

妈  妈

我想起从前，一个刮风的晚上

一个漫长的假期，一个夏天

我都在听你讲1980年

妈妈，要像从前，在小世界

过小日子，要顺着风

听万物疲倦的声音，要这样

像秋蝉一样打盹

妈妈，我想起从前，汗水、旧衫

一张干饼、黑土地

被无限放大的春耕和秋收

我想起从前，贫穷像铁钉

○ 新星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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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固、生锈，在潮湿里滋生菌斑

扎进生活的根部

扎进我深藏的记忆和肉身

致而立之年

致细纹、目光、胸怀、幼稚，和正在

发育的好脾气，致白衬衫的

汗渍和一场马拉松赛事

致虚构的火焰和眉间紧锁

也致我内心的菩提

一杯白水，致我门前的小树

一粒稻米，致我咽下的烟火

一双手，致我放下的繁华

我要致奔波的脚步，正赶赴

下一场角逐，致我拥有的恩典

呼吸、雨露和敏感的唇

在而立之年到来时，我想站在

无边的蓝之上，致我的故土

泥沼里的生命，生命里的白昼和黑夜

致我经历的人世

致我从容的微笑

冬日小夜曲

我爱荒原上的雪，芦苇在风中凌乱

我爱这些秸秆在烈火中燃烧

我爱紫葡萄在架上颤抖

我爱冬天时，羽绒贴着胸膛

飞鸟贴着大地疾行，我爱这些凋零的

枯槁的、干瘪的、萧瑟的、无声的

枣树，和一根稻草的晚年

我爱越来越寒冷的夜晚

去探望一棵树，或一座老房子

门窗紧锁，冷风穿墙凿壁，像野蛮人

用斧子砍向光阴的门闩

即便如此，我还是爱尖锐的、带刺的

玫瑰、荆棘、蔷薇、仙人掌、蒺藜……

我还是对来日的冬天深信不疑

我爱雪地里的狭路相逢

我爱寒冷里的拥抱和亲吻

迟  到

我迟到是因为黄昏挡住车道

一群孩子捉住了麻雀

是因为我已不再是我，我对暮云

生起爱意，并深信不疑地

爱上了有胆石症的人

是他的乾坤和雀舌

是西湖龙井的清香挡住了我

我迟到，包括贡格尔草原的辽阔

跟我一起迟到

有时我想再迟一些，一年，两年……

日子再久一点，迟到的理由就

更充足，为了喝酒的人

为了抽烟的人，为了

给我马丁和咖啡的诗人

群山起伏的倒影

我在群山起伏的倒影里

把白茶壶洗了又洗，我等

下山的砍柴人，一边喊我娘子

一边把板栗翻炒，我给不认识的

野花野草起好听的名字，给

青山和云朵绣上羽毛，给生活

涂脂抹粉，口红用胭脂色

我在倒影里修炼功法

我得让自己比大地精彩，美貌

比过晚霞，我比雪花

还要洁白，我在倒影里

跟达官贵人喝酒打牌，接济

山庄里的孩子，夜深人静，我张扬跋扈

撒娇，死活都要做王的女人

一天，两天……我的爱

在秋天的稻穗上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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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路上的车前草（外二首）

鲁 克

身段最低的草是车前草，一生匍匐在地

侧着的耳朵，紧贴地面

听远处的心跳

脸皮最厚的草是车前草，在土路上活命

剐着蹭着就不活了，那这辈子

你得死几回？

老家土路上的车前草，都认识我，我一回来

它们就闪到两边。我一离去，它们就站到路中间

目送，踮着脚

咳嗽好几天，老婆去中药房抓来草药

打开一看，仿佛打开了故乡——干了的故乡

枯了的故乡，一脸干巴巴的皱纹

老家土路上的车前草，我一眼就认出——

一辈子遭人践踏，到死，对人

还那么好

抱杨树叶的父亲

父亲抱着满满一抱杨树叶，从大门挤进来

他的下巴压在杨树叶上

我想帮帮他，又无从下手

“甭关门，还有一抱。”

父亲把杨树叶抱进锅屋，在角落里，哎哟一声

撒手

仿佛被压缩的时光，一瞬间，散开来

我看见父亲历历可数的白发

那些灰暗的死亡的叶子，一瞬间

○ 推荐 ○

仿佛都活过来，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父亲拍拍手，转身，微笑一下：

“我再去一趟！”

整个村庄都烧煤气了，除了父亲

退休的父亲，比农民还像农民

他拾麦穗，搂花生，捡玉米，

我打开院门，走在父亲前面，我说俺大

这一抱，我来！

父亲嘴角一揪一揪：

“你不会！你不行！”

学着父亲的样子，先是拢，聚，然后是

跪——

不曾给父亲下跪，不曾给天地下跪

我给一堆枯叶跪下

当我笨拙地走向夕阳暖照的小院

父亲啊，你看到掉了一路的树叶，你看不到

我掉了一路的泪……

深秋穿过荭草滩

越枯萎越坚硬的是荭草

越荒芜越迷人的是荭草滩——

荭草熟透了。荭草的红，跟铁锈相似

这野生的铁，起起伏伏，发出金属的声响

呼啦啦漫上来的，不是河水，是黄昏

天阴沉着脸，寒流南下，飞起的蚂蚱斜斜地

被冷风打落；小路蛇一样钻进草丛

黄翁子的悲声，被草浪一波接一波，送出很远

深秋穿过荭草滩，草浪像父亲一样抽打你的屁股

一 群野鸡差点被你踩到，它们猛地飞起来，咕咕

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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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乡常常让你惊慌失措。长着倒刺的荭草籽粘满

裤脚

和 褂子，四十年，换过了多少衣装，都没有摘

净——

推荐语：

这是一个远离乡土闯荡多年的人写的乡土

诗。和陶渊明的向度背反，诗中的田园不再是适

于归隐的灵魂居所，尽管还会“有风自南，翼彼

新苗”，却丧失了采菊的闲适和悠然。在诗人眼

中，碎片化的镜像与时代的症候全然同构，稼禾

草木大都含悲，根子里的隐痛让泪水咸涩。但更

多时候，乡土化身为一只贴附于地面的耳朵，以

车前草的形象倾听远处的心跳。具象的殷切和拳

拳都如画家笔下渐渐生成的图像，形神浑然地撑

大阅读者的瞳孔。某些图像让我想到油画的原理

和技法，线条、色块、结构的平面和立体，透视

的角度和层次，都趋向一个目标：丰美和完满。

循此以往，仅用几条线、几片空白来轻松写意也

就有失简陋，依凭概念、玩弄花样更大相径庭。

必须细心审视，反复揣摩，在布局和细节等方面

下实实在在的功夫才行。而从意蕴涵纳的角度打

量，鲁克的诗无意于展示哲理、幽思和顿悟，而

仅仅是由物及情的感发和由内及外的呈现。这是

特异之处，也可能是局限，是一个现代诗人向诗

歌的古典精神频频回望和致礼，或者也仅仅是自

任性情，不囿于章法。唯一一点可令写作者与阅

读者彼此信赖的，即如唐晓渡所言，真诚就是力

量。

(推荐者：韦 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