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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的定义
一把有扶手的椅子。
灵山的定义：树林返起梵音
花草禅定 托钵里的湖水
在唯一境胜中
反射着云上的光点

绵延的空气 是果实的绵延
是亿万年前绵延的湖水
表露出来的所有季节
那是稻谷和翠竹
以及温润所覆盖的一切葱绿

优越感的从容
椅子里的太阳和月亮 每天
走得太快 带起低徊的云雾
一再出现
仿真的莲花净土

灵山的定义 也许
还可以这样概述：时间从千年开始
磁性会在一万年以后延续

萤火虫
夜睡着 眼皮微微脉动
萤火虫在飞舞回旋

天将亮透 萤火虫的光暗淡
缠着草丛的梦 快要
醒了

夜已残缺 黑暗不再完全
树梢上的片刻变化 晨曦
飞来几缕羽毛

萤火虫即将消失 天将亮了
大脑皮层的朦胧 在被
一点点擦去

黑夜缓缓结束
所有绿色、红色和白色的搏动
在逼近生活

萤火虫熄灭
光明完整了

火
火摄取火焰
变色的感官 撩动火舌
散发出焦枯的味道

火焰煽动不灭的火苗
星沫乱舞间的喧腾 如同飞蛾
在风中
从四面八方涌入体内
又在灰烬中
向四面八方飘散

焦炭倒在焦炭中间
漫掩过来的荒草 为火或火焰
哭出一次颤抖的祭奠

正午的云梯
佛陀在正午放下一架梯子
用偈文做成梯级
通过诸法的光线 让一个
最高的善处 变得
如此靠近

绕过偏执的路
历经天气和命运的无常侵蚀
混乱的晕眩 撩不完迷雾
枯萎和缩小的眼
恍惚之间 发现身边的云梯
遥远而广阔可见
上面一群白色的天鹅
在飞升
在变轻空气的重量

喘气逼近 一种更为紧迫的时间
瞬间一秒 在快速地
回归钟点

上梯的生命 摇曳着光
梯子记下了正午的光线
——天鹅的姿态 在变幻出
一池莲花

岩穴中的闭关
山岩的孔穴潮湿
闭关是冗长的肉体收干过程
岩上漏下来的月光 落在穴口
如同弹在阴阳之间的墨线
尖锐的锯齿锯解身体

每片树叶 每根折断的树枝
每滴水 挨着胸内的纷争
透入痛苦 流逝 叹息
体内此起彼伏的号叫
恶梦沁出毛孔
而内心当空
点缀出一朵金黄的雏菊

旷野从山丘间伸展出来
白云有一条漂白的哈达
从眼前闪过
接踵而来的是星座和等级
在发生逆转的变化

影子依着沉睡的岩壁
平静的休止 月色透进一寸
黑暗就退后一尺

【诗人简介】王学芯，生于北京，长
在无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世
纪80年代为江苏青年诗人“男朋友”
诗社成员。迄今在《人民文学》《人民
日报》《诗刊》等国内主要刊物发表诗
歌，参加《诗刊》第十届青春诗会，获

《萌芽》《十月》《诗歌月刊》年度诗人
奖，获《中国作家》《扬子江诗刊》双年
度诗人奖，获《诗选刊》年度杰出诗人
奖。部分诗歌译介国外，出版个人诗
集《飞尘》《可以失去的虚光》等9部。

王学芯（江苏）
灵山的定义（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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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在韩国的秋天里

huaxifukan@qq.com

【投稿须知】本版稿件定位
为文学随笔、诗歌（因系编辑部组
稿、约稿，不在征稿范围内）、散
文、散文诗、小小说等纯文学作
品。字数原则上不超1500字，标
题注明“浣花溪”。要求原创首
发，禁用附件，切勿一稿多投。投
稿信箱：

小冰
秘境（外二首）

你的心房是一个秘境
好像窗隙外的天空
我在梦中窥探
却忘了自己的世界

月儿在微笑
仿佛看厌了我的香巢
人们都住在昼夜通明的世界里
唯独我在水声中

梦想的复炽

流水淹没了寂静的树枝
浇灭了梦想的复炽

软弱的人们互相安慰
祈求一个新世界的开辟

蔷薇之梦

失了生命的秋
有时候显得格外朦混
不愿被残花埋葬
却也找不到太阳的方向

我将蔷薇之梦装饰残生
光明世界由苍灰变为惨黑
那时候不要寻我的无踪
请不作声地将它吹向天空

人工智能小冰的诗③

黄海飞（北京）

怀念曹万生先生

随着微信群“韩中日诗人节诗
人群”里不断出现的报告飞机“已经
平安落地，向朴宰雨教授和各位美
女翻译问候”的信息，诗人节逐渐远
去，成了2017年难忘的记忆。

秋天是韩国最美的季节，天空
碧蓝如洗，树叶色彩缤纷。接近一
个星期的聚会也是最美的聚会，疲
累与快乐同在，诗情与友情共生。

诗人节的举办地在平昌，这是
一个属于江原道的小城，人口只有5
万。他们的城市口号是“快乐700”，
因为这里的平均海拔是 700 米，据
说是人类最适宜居住的高度。

2018 年 2 月 9 日到 25 日，第 23
届冬季奥运会将在这里举行。这是
继日本札幌、长野后，亚洲第三次主
办冬奥会。

与欧美国家相比，亚洲的冬季
运动整体水平不高，所以，亚洲国家
对平昌冬运会抱有深切希望。

参会诗人在首尔的法国连锁酒
店宜必思汇合，次晨从首尔出发，行
车3个小时，到达平昌，入住阿尔卑
西亚度假村。

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设备齐
全，清洁舒适，有免税店等。每间住
房都有阳台，阳台上有茶几和一对
沙发。

坐在沙发上望去，大草原，绿油
油的山，白色的帐篷，高高的滑雪
道，来来回回的登山缆车。2018年，
这个酒店就是奥运村。

这次，韩方本来邀请的中国诗
人是 20 位，但是北京的吉狄马加、
叶延滨、多多、臧棣和和成都的欧阳
江河实在脱不开身，所以中国代表

团缩水为15人，比日本代表团少了
5人。

诗人节组委会中负责接待中国
代表团的是朴宰雨，他是继去世的
许世旭之后最为著名的韩国汉学
家，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
也是世界鲁迅研究会会长，汉语倍
儿棒，十足的中国通。

调皮的中国诗人们，将朴宰雨
的名字倒过来，叫他“雨在飘”。

9 月 14 日，韩中日诗人节在平
昌奥运村隆重开幕，200多人坐满会
堂。仪式即将揭幕的时候，朴宰雨
突然找到我说，3个国家要有代表上
台说两分钟祝词，“中国应该你来
说。”

太突然了，我说：“马上就开会
了，说什么呀？”他说：“哎呀，你知道
怎么说的。”说完，我就匆匆忙忙地
上台了。

我说：“和平是最美丽的字眼，
和平是最有诗意的字眼。今天，我
们 3 国诗人聚会在一起，祈愿我们
星球永远有和平的阳光辉照，祈愿
我们人类永远能诗意地栖居。让我
们用诗歌的力量呼唤和平吧，让我
们用诗歌的乐音歌唱和平吧。”

开幕式后，几位中国诗人前来
夸我：“吕进老师的应急能力挺强
呀！”我说，我可是当教师的哟。

韩国的吴世荣、我和日本的石
川逸子先后发表主题讲演。讲演稿
我先发给朴宰雨，他回信说，太长
了，每位讲演者的时间只有 15 分
钟。

于是，我把谈论中国诗歌现状
的那个主干部分拿出来，单独成章，

题目是《诗可以群》，由中国文联的
《中国艺术报》先行发表。

关于东亚诗歌的部分，就是主
题讲演稿，题目仍为《诗可以群》。
会场上，每个座位上都有译意风，可
以戴在耳朵上，选择收听中、韩、日
语的同声翻译。但是，我讲话习惯
离开讲稿，这就影响到了效果。

韩国许世旭教授来中国新诗研
究所讲学时，有 4 位学生是他的得
意门生：后来服务于浙江大学的江
弱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北塔，
重庆隆兴集团的何房子和广州暨南
大学的莫海滨。

他们师生喜欢一起喝酒。许先
生豪饮，戏呼这4个学生为“四大酒
鬼”。每遇到我，总是要问：“老板，
我的4个鬼怎么样？”

我在主题讲演时提到这些趣
事，我发觉现场似乎没有什么反
应。事后才知道，翻译都是按文稿
在工作，即兴发挥的讲话没有翻译。

诗人分为“和平”、“环境”、“治
愈”3个小组，接连两天研讨。

中国诗人蓝蓝、唐晓渡、王家新
在自己的小组做了基调发言，9 月
16日下午诗人节在平昌落幕。

闭幕式有一个节目设计得不
错，由 3 国诗人共同发表“和平宣
言”。这个宣言的中文文本，事先用
邮件发给了我。在闭幕式上由我、
韩国的崔东镐、日本的石川逸子签
署，崔东镐宣读。

闭幕式后，行车去临津阁。临
津阁在京畿道，位于南北分界线南
端 7 公里处，是一处铭记分裂和战
争痛苦、渴望和平和统一的著名观

光地。
这里有战争时期使用过的坦

克、飞机，有战迹碑，也有脱北者建
立的望拜坛。这应该是一个到处都
生长诗歌的地方。

由于堵车，我们在路上耽搁了
足足 5 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天快
黑了。

按照计划，还有一场诗歌朗诵
会。待到朗诵会结束，已经完全伸
手不见五指。

一走出会场，诗人黄亚洲、卢文
丽、潇潇就向我展示他们抢在天黑
前拍的照片。黄亚洲笑着说：“我们
可没有那么守纪律，我们溜出了会
场。”

在韩国的最后一夜，“雨在飘”
邀请回到首尔的中国诗人吃饭，告
别。先吃“韩定食”，喝米酒。这个

“韩定食”，可不是只有 4 个素菜一
个汤啊，烤牛肉，酱螃蟹，腌黄花鱼，
辣椒牡蛎，一盘一盘地上桌。

几个小时后，再转场喝啤酒。
大家唱歌呀，跳舞呀，说笑话呀，热
闹非凡。席间，我起立向大家说：

“我有一个重要消息发布。”
我说，据我所知，8 月 1 日韩国

外国语大学下了一个文件，任命朴
宰雨为大学院院长。韩国高校的大
学院就是研究生院，院长属于副校
级，“向他祝贺。”

舒婷说：“啊，吕进老师是发布
这个消息呀？我还以为是你要生二
胎呢！”全场又一次爆发大笑。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诗人戴潍
娜回到住房后给我发短信：“今天笑
神经都快要断了。”

2017 年 8 月 23 日早上 9 点，我
从微信群里惊闻曹万生先生不幸于
昨晚去世。想起与曹先生的一些交
往，我久久不能平静。

2010 年 6 月，我进入人大社工
作。当时的指导老师刘汀交给我一
本书稿，让我初审，这便是曹万生先
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第
二版）》。

第二版将初版的上、下两册合
为一本，打印出来厚厚的一沓。因
为是第一次初审，看得很慢，前后花
了好几个月。等拿到样书，看见自
己的名字作为编辑第一次出现在封
底，摩挲良久，欣喜非常。也因此，
主编曹万生的名字记忆深刻。

一年后，我接任成为策划编辑，
曹先生也在我的作者之列，于是来
往更多了。

2012年，趁着在成都出差，我主
动联系曹先生，希望去拜访他，他很
高兴地答应了，并细致地告诉我他
的住址，以及如何乘车。

曹先生早年在传媒行业做得风
生水起，后来因为兴趣爱好，转向学
术之路，经济上较之一般学人显得
宽裕，甚至可以说是富足，这从他的
住地就可以看出。

他家住在一个高档小区，里面
全是独栋别墅，花木葱茏，环境幽
雅。走到曹先生住宅前，看到他在
门前笑呵呵地迎接。

曹先生一脸福态，头发稍长，笑
起来中气十足。他引我穿过房间，
到花园里石桌就座。

我一向认为，现在早已不是“酒
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教材营销应

借鉴大众图书营销方法，出书后也
需要大力宣传，发出自己的声音，需
要借助作者的力量。

我向曹先生表达了自己的看
法，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曹先生很
认真地听完，笑呵呵地很爽快就答
应了我的一切请求。

拜访完毕，他送我出门。因为
知道我初来乍到不熟悉，还陪我散
步送到小区门口才握手告别。

那时候的我，一股初生牛犊不
畏虎的劲头，全身心投入工作，能得
到曹先生这位前辈的支持，于我是
很大的鼓励。

曹先生此后言出必行，鼎力支
持和帮助我。

今天才听说曹先生 2014 年就
已患病，他只是告知了身边很少一
部分人，不想打扰更多人。我看他
常在微信朋友圈晒海南、美国照片，
以为他在享受退休后闲适生活，真
心为他感到高兴。孰料如此！

一位友善的前辈永远地离去
了，以后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
了，怎不令人哀痛？

曹先生，一路走好！

杨剑冰（成都）

走近烽燧山
从乌鲁木齐乘车向南，行驶五

六十公里，便到达这座并不陡峭也
并不起眼的小山了。

这山，无名。但它因燧烽而传
世，因燧烽的属性而世人仰望，因山
山闻道的自然法则而不同于别的名
山大川。我是这样理解它的。

随石块铺就的小道蜿蜒而上，
不远处便见高过丈余、自然而不规
则的燧烽神石，像武士、像忠于职守
的士兵，凛凛然跨立于山间高处，巍
巍然耸立于山道路旁。

面对烽火台，你会情不自禁地
肃然起敬，让你耳目尽染烽火连天
的那些苍苍岁月，也让你重温那些
冷兵器碰撞、将卒搏击拼杀的悲壮
激烈。

秦始皇修建了万里长城，但长
城被屡屡攻破，形同虚设。后来，秦
国大将袁牧巡视在野外驻训的部队
时，见到几里外的一座座军营，在落
霞中造饭升起的浓浓炊烟，深受启
发，在长城沿线加修烽火台，并与数
千里边境要塞、重要关隘密切连为
一体。从此，燧烽成为长城防御体
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座山上的烽火台，应该是现
在的高级仿制品，由巨大的鹅卵石
加水泥垒叠而成。

这座 2000 多米长的条形小山
紧连另一座圆形小山。按古代军队
列阵规模，可容步卒和弓箭手数
千。山脚辽阔的四周，战车、战马可
列数万乃至数以十万乘车骑战阵。

或许古时的山上营寨巍峨，旌
旗猎猎，战鼓激昂，大帐森严。两军
对垒时，将帅可沿山四面巡察，数十

万大军可山山呼应，战阵壮观，变化
万千。

这座山又好像一个问号平，躺
在这一片数十公里或更为宽阔的戈
壁上，凸显其存在的战略价值。目
测这座山的高度，最多 100 多米而
已。从地形判断，这里是战争的要
塞之地，再前行二三十公里便是兵
家必争的达坂古城。这座山，可以
说是达坂古城的门户。

翻开史书，燧烽有如下记载：它
还被称为烽燧，形状因时因地为方
圆两种，高度不等。在汉代俗称烽
堠、烟墩、亭燧、墩台等。一般建在
险要处或交通要道高地上，是中国
古代的战略性建筑。大朝非常重视
烽火台建筑，唐宋亦然，且把烽燧引
申为烽火台。明朝一般称作烟墩或
墩台。

从边地通往都城的每一个烽火
台里，长年备有干柴狼粪火种与取
火的燧石。

一旦发现敌情，白天燃烧掺有
狼粪的柴草，释放的浓烟直而聚叫
烽，虽风吹而不斜，又名狼烟。

夜间则燃烧加有硫磺和硝石的
干柴，使火光通明，叫燧，又叫血火
硝烟。

每个烽火台相距5里或10里左
右，台台相连，快速传递、准确无
误。这样，敌情可迅速传递到军事
中枢部门，快速作出战争决策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