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诗节选）
姻良草

初秋的晌午

认识一座高山

要献给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
要要
姻海凡

认识一座高山
其实等于认识自己
大凡每个真正的人
都说这辈子挺艰难
怎么也认识不了自己
认识一座高山
需要站在更高的位置
还需要具有特殊勇气
不然的话
我们最好休言认识
认识一座高山
除了带足给养外
其中最最重要的是

勿忘带上一双真的眼睛
还有 12 月 26 日
那道记忆
认识一座高山
我们真的需要歌唱
既然高山已经存在
我们唯一有效的选择
是对高山的由衷敬仰
认识一座高山
其实等于认识我们自己
只有认识自己的人
才会明白做人的真谛
才会不断走出新的山体

姻张景川
离乌镇很远
也能听到水声
大雪覆盖了噪音
月亮挂在深夜的最高枝杈
耳朵更能听见
1300 年的桨声
甚至鱼的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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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 远是进入的捷径
我常常打开虚掩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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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在半空里的一场雪

（外二章）

姻王德宝

这个冬天，我在你的天空下久久盘旋，就是
为了等待一场雪。
没有雪的日子，飞翔是我必须采取的姿势。
我不想被躲在树后面的目光瞄准，突然坠落在
别人的屋顶，然后看自己的鲜血，将已经捂热的
愿望，慢慢湮灭……
我不停地扇动翅膀，就是为了你给我展开
的那个日子！你说过，你会在一个雪花飞舞的日
子，带我去深山老林，造访你的宫殿，和那宫殿
里的主人……
冬天已经到来很久了，却迟迟没有人告诉
我，你和那场酝酿已久的雪花，到底走到了哪里
……
我已经记不起飞来的路上有没有人跟随。
很多时候，我都只关注自己，并为那一个又一个
破碎的日子感叹不已。
有人说，雪花就是一些转瞬即逝的影子。很
多风都追逐过，但它们最后都选择了放弃。雪花
飘飘，晶莹圣洁，却没有人看见过她们和谁建立
过长久的联系。
你不知道，当这些话语飘过的时候，我仰望
的眼神是多么迷离！
疲惫让我选择了一支指向天空的树枝。
顺着树枝的指引，我发现那些飘飘洒洒的
雪花，就在我准备转身的时候，已经纸钱一样，
落满了我的后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天空举办的一场葬礼。
我参加了，却始终没有弄清楚，这是一场欢
乐的盛宴还是一次凄凉的葬礼。如果是葬礼，我
真的想知道，
你准备埋葬的，到底是谁……

末路
1
文字可以成就一个人，
让其名声大振；也可
以悄悄潜入一个人的内心，
将其摧毁。
文字不讲操守，谁都可以把玩和摆布，如倚

今年夏天，四川绵阳开通了至西藏拉萨的
航线，乘坐这条新航线的航班，我走进了令人向
望的拉萨：在那纯洁的蓝天白云下，拉萨有拜不
完的佛寺，听不完的故事。那晨钟暮鼓，仿佛在
唱着一首首古老单纯却缠绵悱恻的情歌。歌声
让思念开满格桑花，幻化成游客心中圣洁的冰
峰。
抵达拉萨后，第一站便是布达拉宫。眼前的
布达拉宫依山垒砌，群楼重迭，殿宇嵯峨，在蓝
天白云映衬下，如一幅优美
的巨画。和众多游客、朝圣
者一起置身其内，只觉藏香
扑鼻，多达 2500 多平方米
的彩色壁画让人目不暇接，
而那些分部合筑、层层套接
的建筑，则体现了藏族古建
筑迷人的风韵。
相传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松赞干布为迎娶
唐朝文成公主，特地在拉萨海拔 3700 多米的红
山之上修建了一个九层楼宫殿，取名为布达拉
宫。但布达拉宫后来毁于雷电、战火。经过十七
世纪的几次扩建，才形成现在的规模：主楼 13
层，
高 117 米，占地 36 多万平方米。1994 年，
布
达拉宫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下一站是小昭寺。路上，
只见许多手持转经
筒的藏族老阿妈，
一路行走一路磕头。还有些从
遥远康巴藏族聚居区来的年轻美貌的藏族女
子，
身着华丽精美的藏服，只为完成最隆重的朝
拜。她们磕几个头就走，向着下一处圣迹朝拜。

门待客的娼妓。

2
会使用的文字多了，文字还会绞成一根绳，
套走你刚刚萌发的某种心情。
走在文字上面，你常会胆战心惊。怕跌进那
些观望的目光，怕跌进那些含义不明的哄笑，怕
在文字的沼泽地里发出人生的最后一声呐喊，
完成人生的最后一个求救姿势。
3
文字像浮萍，在脚下延伸。
如果上岸就是墓地，那也可能是用自己熟
悉的某些文字垒起来的。
4
捣烂一颗文字，你看不到它坚实的核心。只
看到上面附着的血丝，
那是已经干涸的血泪。
无法避免的疼痛，一阵一阵地钻心。
在每一个到来的日子，你都无法阻止这些
嗜血的蝙蝠，
成群飞来。无法阻止它们尖利的牙
齿和吸管，深入你的血液和灵魂。
面对侵袭，你可能会握起另外一些文字作
武器。这时你就会发现，原以为强大的文字，面
对进攻和伤害，竟然毫无招架之力……

夜 遇
看到凡·高的时候，我正斜靠在床头，而凡·
高就站在从巴黎吹来的风里，手里拎着一大摞
写给自己兄弟提奥的书信……
凡·高健在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他写给自
家兄弟的这些文字，会被各种语言翻译；更不会
想到，这些文字会在 100 多年后的一个雨夜里，
被一个不知道怎么打发自己的无聊之人，在富
乐山下慢慢翻阅。
当时还没有伟大起来的凡·高，就生活在这
些文字描述的境遇里。
透过这些土坷拉一样朴素的文字，我看到
的不是一位艺术大师。我看到的是一个穷困潦

进进出出那一滴露珠
时光风干不了它
我相信它是水的化石
也许 它是一条粗壮的根
水的根
在江南越扎越深
那水的中央
是春天葱绿的芯

倒的流浪者，在怎样孜孜不倦而又忍辱负重地
过着艰难的日子，目的却只是找一个地方把自
己的绘画梦想进行到底。
巴黎之大，凡·高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搁置
画板的地方。因为他没有工作，
衣食住行都只能
靠自己的兄弟提奥接济。尽管画了很多画，却没
有得到一个人的赏识，
更没有卖出一幅。没有收
入来源，凡·高也就不能随心所欲。靠嗟来之食
养活自己的凡·高，当然更不可能讨上老婆，维
持一个家庭。连自己正常的生理需要，
他也只能
到下等的红灯区里去解决。生存的压力让这个
精神世界的漫游者看不到走向未来的路在哪
里，也无法找到自己渴望的那片辽阔海滩和金
灿灿的麦地。
碰到同样可怜的人，凡·高也有自己的同情
心，可他却没有资格和条件去释放和宣泄自己
的同情。当凡·高进入精神病院后终于得到了自
己渴望已久的恬适和安静的时候，我也为他松
了一口气。
但是，就是在精神病院，他也无法多呆，因
为那里的消费也必须支付成本。凡·高无处可
去。这个善良的人没有欺侮别人的能力，他只有
拿自己出气。他割掉了自己的右耳，尽管这差点
要了他的命。37 岁的时候，凡·高来到自己熟悉
和喜欢的那片麦地，举起手枪，毫不犹豫地朝自
己扣动了扳机。
一个叫凡·高的荷兰艺术大师，就这样消失
在现实的穷途末路里。
我在锥心的疼痛里将书里的插图 看了又
看。插图都是凡·高的绘画作品，尽管生后被人
们公认为旷世杰作，在生前却没有得到任何人
的青睐和赏识。
我在反复的翻阅里看到了一颗孤独而又躁
动的灵魂，在他涂抹的色彩里奔腾不息。如果说
凡·高用生命去追求的就是那些画的话，那么，
凡·高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生活就是那些禁锢他
的画框。画框禁锢了一个凡人的世俗生活，
却激
活了一个狂躁而又孤傲的灵魂。
一个生活的失败者倒下了，一颗孤傲的灵
魂却倔强地站了起来。
我合上书，无力地闭上眼睛。窗外的夜雨
里，似乎有人正迈开惊惶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
近我的梦境……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
我决定去大昭寺广场看 八廓街上。如今，这条街已是一条繁荣的藏族特
晨曦。清晨的拉萨质朴得像幅水墨画：黛青色的 色商品购物街，倒是这街上的那一家独特的藏
群山在灰蓝色的天空中沉睡着。等太阳钻出云 族餐馆里，处处流露着诗意。传说著名诗人、藏
层，
沐浴着阳光的拉萨城就变成了一幅华丽的油 传佛教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是这里的常
画。此时，
虔诚的藏族群众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里， 客，并在此间写下了不少诗作。
诵着经，
摇着经筒走出来，
汇成一道人流。那低缓
仓央嘉措写了很多深情缠绵的情歌，他的
的诵经声，
如天籁般使人沉静。
《情歌》诗集，
优美质朴、
动人心弦，
在民间广为流
松赞干布非常喜爱贤淑多才的文成公主， 传。藏餐馆里藏香缕缕，
墙上贴着仓央嘉措的名
拉萨城里的许多名胜，都同王与公主的爱有关。 作：
“ 在那东方高高的山尖，每当升起那明月皎
颜，
玛吉阿米醉人的笑脸，
就冉冉浮现在我心田。”
耳
畔传来以仓央嘉措诗歌为
词的流行歌曲：
“ 那一天，
我闭目在经殿香雾中，蓦
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
姻田明霞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转
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
当时，
唐朝佛教盛行，文成公主作为虔诚的佛教
你的指尖；
那一年，
我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
徒，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藏，她让山羊背
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我转山转水转佛
土填塘，建成了大昭寺、
小昭寺。文成公主还对
塔，
不为修来生，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拉萨四周的山分别以妙莲、宝伞、右施海螺、金
店里一摞摞藏纸制作的留言本，记载着游
刚、
胜利幢、
宝瓶、金鱼等八宝命名，这些地名沿
客的心情：
“到了神奇浪漫的西藏后，我才感到，
用至今。
做一个平凡又不以平凡为耻的人，挺好。”
“到西
大昭寺门前广场上磕长头的人很多，相对
藏，就是想要在简单衣食后，慢悠悠地转山转水
于僧人的心无旁骛，老阿妈们更愿意把这里当
转佛寺，
去掉心里的焦虑和贪婪……”
成一个社交场所，磕头之余，坐在那边低语。看
拉萨，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具特色、最富魅力
着她们喜悦的神色，我就想，为什么藏族是快乐
的城市之一，其 1300 年的历史留下的文化遗迹
的民族，或许是信仰让他们平静喜悦。
以及宗教氛围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心
到夜幕笼罩时，
拉萨城的空气特别清新。头
灵的震撼。
顶着似乎伸手可摘的满天繁星，我流连在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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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初秋的一个晌午搁在门外
把自己搁在诗句中穿行，
时间的节奏
在树叶与树叶之间平稳得如我的内心
如一池清水的水面，泛着层层涟漪
微风中，
辽阔的阳光温暖着大地
也温暖着人类对一个季节的感知
这时，我听到门外的鸟声
清脆而嘹亮，
这时
我在屋内，在诗句中守候
与鸟声一样的文字
这时，门外古老而熟悉的土地
携刻着我爱情般的崇敬
和一生一世至高无上的光荣
因为我懂得，在这样一个季节里
人类的心情饱满得如一颗颗粮食
如门外，
那清脆而嘹亮的鸟声

以一缕炊烟的意境，
诠释着一种本质
以一滴雨水的方式，
在我生命的体内
化着了一腔汩汩的热血
一个初秋的晌午，
我守候在诗句里
鸟声一样的文字，在我骨头
与肌肉的高山丛林，
回荡着另一个声音
另一个经久不息的声音
另一个顶天立地的声音，
与门外
清脆而嘹亮的鸟声相互辉映

生活在秋天的内心
打捆一个夏天的记忆，乘着
一架时间的马车，在草叶与树木
对秋风无法拒绝的爱情里
放怀一种美好的想象，
与头顶的白云
一起，生活在秋天的内心
是那样的从容，与淡定

这时，我最容易想起我的母亲
想起母亲在稻田里，用一把镰刀
和一生的汗水与心血
把农人在田地里的姿势，
雕塑得
栩栩如生，也把生活的日子
打理得有滋有味

不需要慰藉，
很远的地方
已弥漫着我生命的呼吸，一片草地
精神得有些让我把持不稳
我会以接近的方式，接近
一些陌生与复杂的流水，接近
一些熟悉与简单的事情
哪怕是一些虚晃的影子，也会
让我充满一生的感激

一个初秋的晌午，我很安静
听着清脆而嘹亮的鸟声
心情与诗句一起，
沉没在生动的想象里
想象门外阳光灿烂的天空，
千百年来

我曾陌生过自己，
也曾无法说出
对秋天有着怎样的熟悉
但我从来都没有放弃热爱的心灵
像大地上的高山与巨石

阿根廷诗人、作家和阅读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是幸运的人，这是我最近阅读博尔赫斯的最大感受。
最早知道博尔赫斯，是在 10 多年前，我和诗人白鹤
林在 绵阳莱德 广告公司做同事 ，没事的时候，他总 在我
面前 念叨博尔赫 斯，说博尔 赫斯的诗歌如何 好，如 何优
秀，如何伟大。我便零零星星地找来几首博尔赫斯的诗
歌 阅读，也许是翻译者的 水平问题，也许那个时 候我的
兴趣已经不在诗歌之上了。总之，读过之后，没有留下多
少印象。
我记得，诗人白鹤林还跟我说，他打算用他珍藏的博
尔赫斯文集来交换我的惠特曼诗集《草叶集》，但可惜我没
跟他交换，错过了收藏和系统阅读博尔赫斯的机会。
后来，我在网上开书店，无意中发现早年出版的《博尔
赫斯文集》价格飞涨，
成了图书收藏中的香饽饽。而我收藏
的博尔赫斯文集却残缺不全。
今年国庆节，我在住处集中阅读了自己收
藏的博尔赫斯几本书和一些关于博尔赫斯的
书。
由于没有《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
就阅读了
《博尔赫斯文集·诗歌随笔卷》、
《博尔赫斯文集·
文论自述卷》和《博尔赫斯七席谈》，接着读了冉
云飞的《陷阱里的先锋：
博尔赫斯》。
随后，
还在网
上读了西川、王央乐、赵振江、飞白等人翻译的
博尔赫斯的诗歌。
通过集中阅读，我终于感到博尔赫斯诗歌
的优美和意味的无穷。
作为生长在地球另一半的南美诗人博尔
赫斯，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文化底蕴没有拉开
我们彼此的距离，他的诗歌不断地打动和震颤
着我的内心。
正如诗人西川在 《重读博尔赫斯诗歌》写
道：
这精确的陈述出自全部混乱的过去
这纯净的力量，像水笼头滴水的节奏
注释出历史的缺失
我因触及星光而将黑夜留给大地
黑夜舔着大地的裂纹：
那分岔的记忆
作为诗人的博尔赫斯，
无疑是幸运的。
1899 年 8 月 24 日，博尔赫斯出生于阿根
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土库曼大街一个富
裕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有一个热爱文艺的
母亲和一个精通英语的祖母。
因为他有一个优异的家庭环境，幸运的博
尔赫斯受家庭熏陶，自幼热爱读书写作，精通
几门语言，10 岁时就在《民族报》上发表了英国作家王尔德
的童话《快乐王子》的译文。1923 年，
24 岁的博尔赫斯自费
出版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
（有些人翻译成《布宜
诺斯艾利斯的热情》）。
因为写作，让博尔赫斯更喜欢阅读。作为阅读家的博
尔赫斯，无疑也是幸运的。
1937 年，38 岁的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图书
馆谋得一助理职位，可以让他博览群书，心无旁骛。
在阅读的间隙写作。1941 年，博尔赫斯写出他的代表
作短篇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让博尔赫斯在阿根廷一
举成名。
虽然《小径分岔的花园》获得阿根廷国内大多数作家
的好评，却在次年的阿根廷全国文学奖评选中落选。博尔
赫斯的落选，引起阿根廷文学界一片抗议之声。1945 年阿
根廷作家协会为了“伸张正义”
，授予他的短篇小说集《虚
构集》特设的荣誉大奖。
1946 年，博尔赫斯 因在反 庇隆 法西 斯 主义 的 声明
上 签字，这年 8 月，布宜诺斯 艾利斯市政厅 正式通知 博
尔赫 斯，他 的职务将由 市图书馆的 第三 助理 馆员 提 升
为科尔 多瓦街国 营市场的“鸡兔稽 查员”。博尔 赫斯 愤
而辞 职，顺即 发表了一项公 开声明，在最后一段他 愤怒
地写道：

从来都没有放弃用一种沉重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与一生
生活在秋天的内心，
我看到
一些水分，就存在于一枚水果的体内
许多背景，
比如过程的背景
是很难求证，
但我相信
树的枝头风声很紧
有路的地方就有方向和光明
就有可能，
成为另一种水分
生活在秋天的内心，我知道
父亲眼里，一株水稻
分蘖、抽穗、扬花的历程
就是一种人生，也就是我的人生
迎着秋天暖和的阳光，我会
沿着走出自己的田野
走回到另一株水稻的面前
把自己全部打开
这是一个完美的季节
什么也不解释
与一只鸟啼，
诗歌一样
潜入一片森林
潜入我快要燃烧的血液，把河流
想象成大地的意志和决心
把生活，想象成
与诗歌一样的美好与深刻
与秋风站在一起，
平安与吉祥地
生活在秋天的内心
以热爱土地的方式热爱自己

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
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
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
“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
墙壁，统一的仪式，
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
悲的千篇一律做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
博尔赫斯是反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化作用的。
他一再申明，文学就是文学，小说就是小说，他的小说就是
要给人们以精神上的愉悦。
幸运的是，作为反对者的博尔赫斯没有遭到手枪的射
击，也没被割断喉管押上刑场，没有被剃成“鬼头”
，关进“牛
棚”
，也没在古拉格群岛上服苦役。也许因为拉美的独裁者
与东方的独裁者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幸运的博尔赫斯遇到
的是可爱的独裁者。
周树山发表在文艺报的《博尔赫斯怎样受迫害》一文中
这样写道：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向庇隆致意：可爱的
独裁者，你为什么这么宽容呢？难道这也叫独
裁？这也叫迫害？让我们再说一遍，这是 1946
年以后的事。在同一年，或许就在同一个日
子，在中国，与博尔赫斯同时，有 一个学者 和
作家也在讲演，他叫闻一多。他刚刚走出讲演
厅时，一颗子弹就把他干掉了。
此后十年，庇隆在那个国家掌权，博尔赫斯
在演讲厅和他的文学迷宫间跑来跑去。他不但
挣了好多钱，而且声名大震，陡然变成了那个
国家反极权主义的向征，知识分子的代表和民
族的良心。博尔赫斯得到知识界的声援，1950
姻
年他被选为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
王
1955 年庇隆政府倒台，新政府特别任命他
忠
为国立图书馆馆长。但此时，博尔赫斯已经完
明
全失明。他在《阿莱夫》中出版的自传里写到：
“上帝赐给 80 万册图书，
同时也使我失去光明，
这真实妙不可言的嘲弄。”
但幸运的是，失明后的博尔赫斯，有爱他
的母亲和美丽的 秘书轮流为他朗 读和记录。
博尔赫斯通过口述，秘书记录整理，又出版了
很多书。
美丽善良的日本裔姑娘玛丽亚·玉儿，在她
12 岁认识博尔赫斯后，
就一直成为博尔赫斯的
粉丝，长大后，一直做博尔赫斯的秘书 20 余年，
成为博尔赫斯最美的月亮和明镜。激发了老诗
—给
人的无限激情，博尔赫斯在诗歌《月亮——
玛丽亚·儿玉》中写到：
那片黄金中有如许的孤独遥
众多的夜晚袁那月亮不是先人亚当
望见的月亮遥 在漫长的岁月里
守夜的人们已用古老的悲哀
将她填满遥 看她袁她是你的明镜遥
有情人终成眷属。1986 年 4 月 22 日，幸运的博尔赫斯
在巴拉圭迎娶了玛丽亚·玉儿，两人相差 40 余岁。50 余天
后的 6 月 14 日，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享年 87 岁。与此
同时，随着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的脱颖而出，博尔
赫斯越来越受到世界文坛的重视，影响力和声望与日俱增。
最后，我不惜版面抄下博尔赫斯的诗歌《我的一生》作
为此文结尾：
我已渡过了海洋遥
我已经认识了许多土地 我见过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遥
我爱过一个高傲的白人姑娘 她拥有西班牙的宁静遥
我见过一望无际的郊野
西方永无止境的不朽在那里完成遥
我品尝过众多的词语遥
我深信这就是一切而我也再见不到再做不出新的事情遥
我相信我日日夜夜的贫穷与富足
与上帝和所有人的相等遥
渊于成都聚知斋书店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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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讯息

王开平诗集叶寄回风中的牵挂曳出版发行
绵阳晚报(记者张登军)记者从市文联获悉袁我市盐亭
县诗人王开平诗集叶寄回风中的牵挂曳袁日前由中国文联出
版社出版发行遥
叶寄回风中的牵挂曳由当代著名诗人叶延滨作序袁诗集
共分四卷袁作品构思精巧尧意象生动袁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对
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执着探索和追求遥 据了解袁这也是
王开平继二十年前出版叶独语在第三自然界曳之后的又一

本诗集遥

附录
王开平袁四川盐亭人袁国家注册口腔执业医师遥 诗歌作
品散见于叶星星曳叶诗歌月刊曳叶绿风曳叶诗潮曳等纯文学刊物遥
作品入选叶中国诗歌二十一世纪十年精品选编曳叶中国 2011
年度诗歌选曳等多种选本袁曾获叶星星曳第三届诗歌大赛三
等奖遥 已出版诗集叶独语在第三自然界曳遥

卜舒诗集叶唱给西蜀的歌曳公开出版发行
近日袁由四川省作协会员尧绵阳市作家协会散文渊儿
童冤专委会委员袁无花果文学社副社长卜舒创作的诗集叶唱
给西蜀的歌曳由中国出版集团尧现代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遥
诗集由海凡先生作序袁对乡村作了唯美的清唱袁也集
中对重大人事篇页进行吟诵袁是卜舒继 2012 年推出叶卜舒
小说散文集曳之后的又一力作遥

据悉袁作者从事业余文学创作近 20 年袁累计创作文学
作品 1000 余件袁 先后有 300 余件在 叶青年作家曳叶剑南文
学曳叶新文学曳叶左诗苑曳叶咸宁文学曳叶绵阳日报曳等报刊杂志
公开发表遥
渊绵阳市实验中学 2016 级 14 班
蒲佳锐 蒲佳瑶
供稿 本报整理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