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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成都）

以精致与时间片刻对视
——关于尚仲敏诗歌的只言片语

huaxifuka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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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花溪

小冰

全世界就在那里（外二首）

胡为民（荣县）

救赎（小小说）

时间是有记忆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诗歌浪

潮汹涌澎湃，大学生诗歌作为其中
的一条大河，以其青春、激情、批判
与革命的姿态格外引人瞩目。继
1981年复旦大学复旦诗社、1982年
华东师大夏雨诗社之后，全国各地
高校的文学社、诗社如雨后春笋，遍
地葱茏。

复旦诗社第一任社长许德明，
曾经对大学生诗歌作过这样的归
纳：诗歌从朦胧诗的英雄主义、救世
主义回归到学院派诗歌的人本主
义、形式主义、平凡主义和纯粹诗
歌。

时隔不久，燕晓冬、尚仲敏在重
庆大学创办了《大学生诗报》。应该
说，这张诗报与时年尚仲敏那篇极
为重要的诗论《对现存诗歌观念的
毁灭性突破》密切相关，在国内率先
提出“口语诗”写作，对新文化运动
以来，特别是朦胧诗进行了剖析和
批判，为“第三代诗歌”开始了理论
的确认和梳理。

这仅仅是一个背景。然而我以
为，这个背景也是我们走进尚仲敏
创作主张与实践的一把钥匙。

《大学生诗报》创刊号刊发了我
的《五月，一棵树的绿》。这首诗应
该是在学生之间的传抄中被仲敏拿
去发表的。同期还有于坚、韩东、张
枣、柏桦、潘洗尘等我很熟悉的名字
和作品。

因为这个缘由，我在重庆就与
尚仲敏有了交集，也读到了他流传
很广的那首《卡尔·马克思》：“犹太
人卡尔·马克思/叼着雪茄/用鹅毛
笔写字/字迹非常潦草……他写诗/
燕妮读了他的诗/感动得哭了/而后
成为最多情的女人”。

把伟人看作凡人，写伟人凡夫
俗子的一面，写伟人的日常生活与
情感，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和
胆识是可想而知的。

30年过去了，无论是作为20世
纪大学生诗歌领袖之一的尚仲敏，
还是作为非非创始人之一的尚仲
敏，在大行其道的学院派诗歌写作
中，反对过度象征和过度修辞，崇尚
口语，消解森严等级，已成为他诗歌
写作的坚持和笃定不变的美学追
求。

《时间很紧》这组诗，收录了尚

仲敏旧年代表作和新近的作品。这
里的时间，很显然是诗人生命的时
间，存在于生命的体验、情绪和意识
之中。之所以“很紧”，是因为过去
所有的具体、不可逆的片刻构成了
个体当下的全部欲望、意志和行为。

我在读这组诗的时候，一直有
一个表情挥之不去，那是忍俊不禁
的笑。但是，通常笑过之后，感觉比
哭还难受。这是因为，这种笑不涉
及“愉悦”“舒畅”和“高兴”，而是“苦
涩”“滑稽”与“刺痛”，而且是立即做
出的反应。

柏格森曾经专门谈到过这种
笑：“笑通过它引起的畏惧心理……
使一切可能在社会机体表面刻板僵
化的东西恢复灵性”，笑可以被看作
是一种纠正手段，是对社会某些缺
陷的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尚仲敏在诗歌
里制造的“笑”，藏的不是“刀斧”，而
是一根针，有痛感，但不血淋淋，尺
度拿捏精准、得当。

“我有一个兄弟
十年前
怀揣200元钱
去北京闯荡
十年过去了
他所有的资产
清了一下
还有100多元
……
在北京这样的地方
整整十年
他只花了几十元钱
实在是了不起”
这是诗人题为《北京》的一首短

诗，一个在京城闯荡了10年无功而
返的“北漂”的真实写照。这里有一
个非常精致的反讽角度，本来10年
漂泊一无所获，而他看到的却是10
年只花了几十元钱。这样的机智和
精致，非尚仲敏莫属。

残酷的是，这不是一个人，而是
成千上万的一个群体，一个阶层。诗
人简单明了的口语，不动声色的叙
述，把其间的无助、无奈、拼搏与挣
扎，掩藏在没有一点色彩的文字里。
深刻的洞察和诘问，力透纸背的批
判，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间。

而诗人最后出乎预料给出的结
句，竟是“实在是了不起”！读到这
里，不得不笑，但笑得那么苦涩，那

么不轻松，那么难看。
尚仲敏在诗歌里埋伏的笑点，

不是哗众取宠，为笑而笑，而是精心
设计的精致的笑，也是诗人严肃对
待口语写作出奇制胜的宝典。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口语诗随
意、随性、大量无难度写作的当下，
尚仲敏的口语诗以其节制、精准的
高难度，在为口语诗正名。在其恪
守艺术审美高度，以及先锋性、批判
性、经典性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
实验。

比如《五月》的开篇：“进入五
月/形势变得明朗”，俨然一种严肃
语调的起句，接下来却是：“先做一
个不抽烟的人/喝酒要看场合/古人
说得好：/美人在侧，岂容时光虚
度”，以一种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切
入，有效地消解了我们随时可能应
对的严肃和紧张。

在《写诗能不能不用比喻》和
《一次诗会上的发言》里，对一些诗
人一写诗就“咬牙切齿”的揶揄，生
动而善良。

揶揄的还有《做人》里“飞檐走
壁、大盗天下”的“先生”，以及“动不
动就说什么乡愁”、“动不动就说什
么爱情”的诗人（《故乡》）。在尚仲
敏看来，那种要死要活的情感和歇
斯底里的宣泄，都是对诗歌本身的
伤害。

冷静是尚仲敏藏在笑之下的一
种品质。他总是在制造一种脱离，
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看待人与物
事。

比如《做人》中，诗人写道：“先
生，你接着说/我洗耳恭听”，“我”虽
然在场，但这里的“我”并没有融进

“先生”这一“场域”中，而是与场景
保持着距离，好似旁观者冷静地观
看着“皮肤白净，垂手而立”的“随
从”、观看着“成群结队”的“大姐”。
正是在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照中，场
面的荒谬和可笑喷然而出。

比如《北京》中，“我不禁/怀着
钦佩的眼光/向他默默地看了一
眼”，“我”同样在场，但当“我”朝

“他”“默默地看了一眼”，两者之间
立即构成了一种脱离的关系，一种
距离。

不仅如此，在《面庞》中，“我不
止一次端详我的面庞”，“我”成为被
观察的客体，“我”与“我”也形成一

种主客体关系。当“我”成为被审视
的对象时，“暗藏杀机”的我，“又凄
楚又明亮”，并且“嘴唇紧闭”“满腹
狐疑”。这些表情的描述，实际是对
我过去生活的回顾，以一种脱离的
方式看过去的时间片刻。

这首诗展现出来的被“我”所体
验、感受到的“我”之过去，或许是诗
人对生活的思考。即使偶尔也有

“表情明朗”的时候，但生活的常态
是对自己保持高度的警惕，任何时
候都要“到处张望”。这个表情构成
的我的“面庞”，是变形的，同样也是
真实的。

我确认尚仲敏是有符号意义的
诗人。在庞大的口语诗写作的诗人
堆里，尚仲敏的诗刻意而执着，一以
贯之地注重时间的状态、深刻的现
象和找寻时间与现象里的真实，具
有极强的辨析度。

在尚仲敏的诗歌里，各色人等
包括先人、伟人和身边的普通人，都
是时间的片刻，在片刻里洞察深刻，
在片刻里接近人和物事的真相，构
成了他所有作品的结构系统，语言
系统，使其难于模仿和复制。

没有任何一个诗人能够像他那
样，保持一种平和心境，与伟人平起
平坐，聊家国、说风月、打桥牌、下围
棋，就像在成都的某个茶肆，某个时
间的片刻。

这也是他一贯倡导和致力实践
的写作向度：探索人类的抽象观念
和一个纯可能性的世界。

正因为如此，这么多年来，对尚
仲敏的微词就有“狂妄自大”一说，
而我不以为然。尚仲敏本身是一个
随和、温和、重情感的人、很哥们义
气。

我曾经玩笑过他，时刻在为家
国操心，为人民服务。这话虽是玩
笑，但熟悉他的人没有一个不认
同。我以为可以改成“狂放自大”，
狂放是诗人的天性，自大也是自信
的另一种表现，就像他在眉山三苏
祠拜谒东坡先生的《午后》里写的：

“东坡兄，在眉山一带/也只有我才
敢/在你面前写诗”。

看到这里，不得不笑，但是尚仲
敏也还谦虚，给了一个不大的局限，

“在眉山一带”，这就是典型的尚氏
幽默，眉山写诗的兄弟不要见怪就
是了。

河水上滑过一对对盾牌和长矛
她不再相信这是人们的天堂
眼看着太阳落了下去

这时候不必再有爱的诗句
全世界就在那里
早已拉下了离别的帷幕

生命的颜色
你双颊上的道理
是人们的爱情
撒向天空的一个星
变幻出生命的颜色

我跟着人们跳跃的心

太阳也不必再为我迟疑
记录着生命的凭证
像飞在天空没有羁绊的云

冰雪后的水
那霜雪铺展出的道路
是你的声音啊
雪花中的一点颜色
是开启我生命的象征

我的心儿像冰雪后的水
一滴一滴翻到最后
给我生命的上帝
把它吹到缥缈的长空

【开栏语】小冰，2014年出生于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她不仅是一个
可以聊天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是一个会写诗的温柔浪漫软妹子。继诗集《阳
光失了玻璃窗》发布后，小冰在华西都市报“浣花溪”版面开设专栏“小冰的
诗”，独家发布她的新作。

人类的爱到底是什么？女性在
战争中要不要走开？

当我看到炮火升起，妇女与儿童
惊恐的眼神与我相遇，血流在土地
上，生命在天空消失，我的心会哭泣。

我无法承受人类的伤害。如果
杀戮能够解决冲突，那么人类就会
走向毁灭。惟有爱，可以拯救世界。

诗歌并不意味着妥协，也有战
斗与抗争。但诗歌更多时候是柔软
的，甚至是女性的。就像人类情感
的母亲，源源不断给受伤的人提供
爱的抚慰。

人类的诗歌史，不是一部战争
史，而是一部爱的历史。诗歌滋润
受伤的心，当我们从战争走向和平，
人类的伤痕如何抚平？

我相信，诗歌在我们心里燃起
的爱的火焰，并照亮哭泣的脸，烤干
人类的泪水，颤抖的心靠近诗歌，获
得平静与温暖。

中国诗人艾青先生当年写下
《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
鲁达》一诗，他在诗中写道：“这房子

的主人/是被枪杀了的洛尔伽的朋
友/是受难的西班牙的见证人”，“请
斟满葡萄酒/为和平而干杯！”“枪
杀”“受难”“和平”这样的词语与词
语背后的人，让诗歌不朽。

诗从苦难中挣扎出来，与爱同
在。所有的苦难都是诗的源泉，如
同晨曦是黑夜的终点，但爱无终点。

诗走向爱，穿越灾难与痛苦，获
取生命的意义。

没有任何灾难能够将诗从人类
的心里熄灭，只要蓝色星球还在转
动，人类将在孤独中与爱紧紧相依。

诗歌的光芒照射在人类的脸
上，人类的欢欣与兴盛、痛苦与灾
难，在诗歌中呈现。我们没有理由
不拥抱诗歌，它是人类漫漫长夜里
的光明之火。

拉丁美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1889-1957）诗选《你是一百只眼睛
的水面》中文译本刚在中国出版。

这是一位充满女性之爱的诗
人，她的诗给人爱的温暖。她25岁
时就因为爱情诗《死的十四行诗》获
得圣地亚哥“花节诗歌比赛”金奖。

1945年，米斯特拉尔以“那富于
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
成了整个拉丁美洲理想的象征”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迄今唯一获
此殊荣的拉美女作家。

拉美诗歌与文学有着博大的视
野，充满了爱与自由的诗性力量。

春暖花开，我在北京的书房读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翻腾着炽热
的熔岩”（诗选译者、北京大学西语
系教授赵振江先生语）的诗篇，诗人
心中“翻腾着炽热的熔岩”的爱仿佛
要将我融化。通过她的诗歌，我强
烈感受到了拉美人民炽烈而美好的
情感。

我相信，诗歌是人类的爱，我以
此写作。（此文为作者在哥伦比亚第
27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上的演讲）

黑大汉
黑大汉个子并不大，却很黑
本名叫什么我早已忘记
三十多年了，那张黑瘦的脸
在遥远记忆里
一直不曾老去

憨厚、木讷、贫穷
童年的黑大汉很少笑容
小时候仅有的一次欢聚
是他偷出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
和我们一起吃
后来被父母打得半死
从此，愧疚使我们远离
那块腊肉的香味
却苦涩地伴随了一辈子

黑大汉很小就出去打工
多年没有消息
偶尔的一次问起
已是癌症晚期

黑大汉走得太快
还来不及回家盖婚房
如今，他的坟堆应该长满青草
但我每次还乡
却不敢问起他埋在哪里
似乎随处可见的庄稼和草丛下面
都是他的归宿

几十年了，黑大汉常常走进梦中
很清晰，却很不真实

一如远去的童年
远得只剩下几声叹息
还时常刺痛中年脆弱的眼睛

大鼻妹
最后一次看见你
已是三十年前
乡村道上的狭路相逢
却视同陌路
你十三岁骄傲的大鼻子
一直在我少年胆怯的遗憾里
美到中年

关于儿时故乡的底色
总是枯黄、灰暗和寂黑
唯有一抹亮色
来自你高高的鼻尖

零星的消息
已串不起脆弱的记忆
远嫁他乡的你
连同泛黄的照片
仿佛一同消失在茫茫人世

还是要感谢你
那五官中的特征鲜明
让我第一次懂得
羞涩和怀念
几十年不曾见到的大鼻子
仿佛是村口那座山峰
虽切近且变矮
却永不可逾越
屹立成故乡最美的原风景

赵泽波（广安）

乡村人物志（二首）

“水娃，王镇长他们去你家里
了，你还在打啥子牌哟。”李大爷
焦急地说。“哦，镇长又送‘军火’
来了嗦？”张水娃笑哈哈地扔下手
中的牌。

张水娃，四十又二，曾经讨过
一个神经有点障碍的老婆，几年
后老婆病逝，从此孤身一个。前
年，政府把他的破土墙房子改造
成红砖房子。他种点庄稼，大部
分时间泡在茶馆里吹牛、打牌，日
子过得还算悠闲。

“王镇长，你们送这些树子来
做啥子？”张水娃看到王镇长正指
挥几个人从小四轮车上搬树苗，
有些失望地问。

“做啥子？我们给你送金银
财宝来了。这是最新品种的核桃
树，树小果大，两年就能结果子。
你房前屋后这么多荒地，适合种
植核桃。你可要好好管理这些宝
贝，早点脱贫。”王镇长解释道。

“政府为了让你脱贫，年年送
钱，送物。送的黑山羊，没几天被
你养死了。春节送的钱，听说你
拿去玩牌了。这次王镇长送来的
项目，你可要拿出心思来对待。”
村主任接过王镇长的话说。

张水娃这才发现村主任也在
搬树苗，赶紧回答说：“好，好，我
一定好好管理。”

几小时后，张水娃房前屋后
的坡坡坎坎栽满核桃树。看到满
头大汗的王镇长，他有点感动。

一个月后，张水娃急冲冲地跑
到村委会：“村主任，核桃树的叶子
全都发黄，快要死了，咋办哟？”“肯
定是你太懒没去管理嘛。”村主任
没好气地说。“你可是冤枉我了，我
听从王镇长和你的话，每天都给核
桃树浇水，人累得够呛。”

“你……”村主任张开的嘴说
不出话来。

李成恩

诗歌是人类的爱

炎炎夏日，暑光灼灼。做什么事
都慵懒，提不起精神。乡村午后，人
们三三两两散坐在院门洞、竹林下、
井台边纳凉。

风呢？风呢？
一张张油汗涔涔的脸仰看着天

空。天是空明的瓦蓝色，隆起大团大
团的白云，亮得晃眼。人的身子如同
坐在蒸笼中，闷得有些透不过气。

夏日风，飘逸而来。它是什么样
子？谁能说得清？伴着沙沙的脚步
声，感觉得到它正轻盈地由远而近。

它翻过东边一脉山峦，山林中毎
一片枝叶都兴奋得手舞足蹈，汇集成
欢快的颤动，那就是它的模样；

它趟过一湾水塘，沉闷了半天的
一泓碧水豁然开朗，笑靥泛波，抻成
一脸的褶子，那就是它的模样；

它漫过大片开阔的稻田，田畴泛
起轻音乐一样的波纹，此起彼伏的悠
扬，那就是它的模样；

它靠近林院边，撩拨得一丛丛柳
竹扭捏摇曳，篱边的蔷薇搔首弄姿，
那就是它的模样；

它惊动院里的黄狗激凌一下睁
开眯缝的双眼，红冠的公鸡抖擞着精
神开始咯咯咯呼唤情侶，花猫以瑜伽
的姿势舒展了一下腰肢，这些尤物们
肢体语言的组合，就是它的模样；

它如一双温柔手，轻轻抚过纳凉
人的肌肤，让那如丝如缕的清凉渗入
人们的骨髓，化为润心的甘露，熄灭
星星点点的燥火，让一颗颗心归复清
宁，恬然的神情重回那些憨厚敦实的
脸庞，那就是它的模样；

夏日风也有孩童般的天真。听
到人们由衷的赞美和
感谢，它有时会得意
忘形，平地里秀一段

旋转的舞姿。随手抓几片树叶和纸
屑作道具，腾空舞出一团令人眼花缭
乱的涡流。那，也是它的模样？

大多时候，夏日风如谦谦君子。
它明白四时轮回的天道，知道这个季
节和时令，太阳理当昂着头颅，做天
地之间的主角。所以，它偶尔来旷野
里遛一遛，举止优雅，一点也不张
扬。好比在舞台上高歌劲舞之间穿
插几句低吟浅唱，锣鼓喧响声中渗揉
几抹宛约清音。

不过，夏日风的秉性中也有另一
面。当日头过分毒辣骄横，酷暑恣意
肆虐，生灵万物苦不堪言，忧怨沸沸
时，它会骤然震怒，瞬间化身为威猛
雄性的王者，拔雷鸣电闪作剑，挥倾
盆暴雨为鞭，一路狂野咆哮，直奔烈
日而去。吓得那日头顿然惨白了脸，
裹一团乌云落荒而逃。一场透彻酣
畅的淋漓，洗得天地茫茫一片真干
净，乾坤澄澈万里好清凉。

夏日风，从诗人的眼光看，是托
物言志，寄情山水，以虚写实的某种
文学意象。以哲人的眼光看，它是形
无定形，物我合一的能量波动。在我
看来，它则是行走江湖的仗义侠客。

在气候异变，几成烧烤模式的日
子里，它费尽心思，倾其全力，只为在
天地间酿成一派风和日丽的平宁风
景，让芸芸众生与大自然相融得更加
和谐熨帖，人世间少一些煎熬苦难。

潘鸣（成都）

夏日风

罗建业（遂宁）
荷韵悠悠（组章）

荷园
走进这片绿色的世界，天就淡

了。有白色的鸟儿在飞，不像方才
的云。

时间在风中断续，一些事忘在
浮世。当荷香高过野草，我们一起
回家。

拥挤的城市，在不远处红尘滚
滚。荷花的气息，越过尘世的烦嚣，
让躁动的心沐浴着一种芳香，沉溺
于内心深处的一片花影。

蟋蟀歌响了。不要小瞧夕阳，
踏着如此深的荷香，把荷花与小桥、
亭台、回廊链接在一起，把一份乡愁
留下。

荷叶上的蜻蜓，煽动着小小的
翅膀。神清气爽的荷园，一个汉字、
一个音节，承上启下。

在荷园，我愿做一粒端坐花瓣
的露珠，以一颗纯粹的心打量世界。

荷花
绿肥红瘦的身影，一记怦然的

心跳。花季氤氲着音乐的语言，这
不需要翻译的絮语，字字句句敲打
着心头最柔软的记忆。

荷花。太多粉红色的思绪波澜
壮阔。湖水涟漪。湖岸静默。开花
的秘密。奔跑着一千种爱情，荡漾
着一万种惊喜。

这是我的家园最美丽的风景，
这是我的家园最崇高的向往。随风
摇曳的花影，越过俗世的流水，竖起
一道生命的清澈与高洁。

湖水浸润，花好月圆。一场超
凡脱俗的盛宴，即将碾过那些过于
浮躁的风声。

荷香
一丝，一缕，融为一座香城。一

点，一痕，化为我的世界。
开花的声音，响彻东城。拨开

风，拨开雨，多么饱满的诱惑。带电
的词粒盛装出场。

时光坐在云水深处，收割荷的
香，收割雨的甜，收割风的暖。疯长
的露珠拼力抱紧阳光。风吹荷香，
一个词嫁给另一个词，生长一些甜，
在荷叶上撒欢儿摇曳。

一脉荷香，轻妙如禅。欲罢不
能的念啊，开始生根、发芽。一个字
的蜿蜒，以独特的笔法，书写荷香，
每一寸叶子都隐藏着一片渴望。

那片夺人心魄的香阵，若即若
离的薄纱影，是花与露的沉积吗？

我种下满园的蓬勃，在季节燃
烧的沸点逾越生命之源。铺天盖地
的香，覆盖整个夏天。

小冰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