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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马（彝族）

一一
南高原天空下的木栅栏，连接着一

座又一座山寨，它恍若一种象征，又似乎
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屏障。我的诗歌在这
片辽阔的大地上展开，带着这片土地固
有的气息。

万物有灵，是我的族群原始的生命
认知，也蕴含着他们隐秘的宗教情感，千
百年来未曾改变。可以这么说，这个民
族的历史、哲学、宗教，以及创世史诗和
古老民歌，构成了我诗歌写作的不竭源
泉。对于我来说，诗歌创作是一次次对
生命的深度追问，也是在世间对灵魂的
自我救赎。

我们这个古老族群，诗歌的文化精
神似乎一直流淌在血液里。千百年来，
真正的诗人是那些游走在山野和人群中
的祭司们。他们是世间连接神灵的精神
使者，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在祭
祀、消灾、招魂、祈福等各种仪式上的吟
诵，其实就是美妙的诗篇。他们的脑子
里始终浮现着神灵的旨意、人世的面影，
他们说出的是部落的巫语，也是大地的
言辞。在那种灵与灵的对话里，天空、飞
鸟、树木、河流，所有在他们脑子里的东
西，都飘浮着灵性的焰火。

我相信，神性、诗意是先验的，在语
言之前就一直存在于我们族群的世界之
中。我的诗歌创作，在于如何更有效地
将其表达出来而已。

诗歌中要表达的，一定是不断抵达
内心和灵魂的一种趋向。在个人无意识
和集体无意识的冲撞之中，观照生命秩
序。此外，在社会转型期，诗歌也必须从

不同的角度担负着唤醒一个古老民族的
历史记忆的责任。

所以，我想让自己的诗歌，在不媚俗
的语境里，更多地呈现出诗歌固有的灵
性的光。

二二
在诗歌创作中，探索之路是崎岖

的。在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
马奖”之后的几年间，我曾深深困顿于如
何突破自身束缚的困境。记得在与暨南
大学的姚新勇教授交流时，我在信中写
道：“我现在最痛苦的，就是创作上的重
复，也许是我对地域的审视上的肤浅与
生命热情的下降，也许是我审美理想的
疲弱与文化上的短视。重复已经成为我
的病源，克服它可能需要很长的过程。
我像一匹回到祖先墓地的马，双眼渐渐
死亡，只有耳朵听到旷野的风声而无法
辨别方向。”

后来的岁月里，在不断阅读和思索
中，我慢慢走出窘境，看到更远处的光。

写作的深度思考和探索，总是与文
化的反思同步进行的。尝试着抛开短视
或狭隘，关注更为丰硕的文化遗产、更为
丰富的文化选择，关注多元文化的影响，
内心更多地偏向于包容、赞赏与接纳。

在永不停息的时间长流中，文化的陈
述自然会刺破不同文化体系的“乌托邦现
象”。任何一个族群的文化都是在他种文
化的影响下发展成熟的。一个诗人，目光
应该是锐利的，心态应该是自由开放的。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
化精华，都是我们可以汲取的养分。

个人审美趣味的偏向与排他性，可
能会导致诗歌内核的狭隘与局促，只有
开阔的视野、宽广的情怀与深入的开掘，

才可能让民族诗歌更具有冲击力。
我始终相信，文化的相互影响而产

生的果实，可以与天空的云朵相媲美。

三三
一个族群的情感世界内在遵行的逻

辑，它既弥漫着人间烟火的意蕴，也有着
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我想努力抵达民族文化精神的某种
高度，在地域性、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
连接传统与现代，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彝
人生存与精神世界隐秘的波动，相对准
确地表达对人性的思索，对故土的爱恋，
不断呈现最真切的生命感受，提升诗歌
在灵魂探索方面的更高维度。

我相信，好的诗歌，无疑是美学主张
与现代技巧的完美融合。期望自己的作
品富有张力、丰盈，呈现出开阔的气象。

我想努力让所创作的这些诗歌既有
彝族古老音乐的旋律感，又充满了现代
意识。它们也许是挽歌的、激情的，也是
沉郁的、厚重的。我力求诗歌内部闪烁
着历史记忆与神话情结的双重光焰。

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诗歌的写作是
一种自然的生命的律动，借助母语的语
义与汉语表达的转换，融会异质文化固
有的多义指向，完成细碎微小的边缘感
受，力求扩展语言自身的内部力量。

我所看到的，时常是边疆的风物，以
及我的亲人们古铜色的脸庞和深邃的内
心世界。

在南高原苍茫大地上，点点滴滴的感
触，都是我生命意识最深处流淌的音符。

四四
火，是我的族群自然崇拜的图腾，也

是文化精神的符号。我希望我的诗歌写

作，不是带着理性的锁链去写出关于火
的精神分析与研究。我期待让直觉和语
言深入到火焰的内部，一同隐秘地起伏
燃烧。

我前期的诗歌写作，主要是“探寻民
族文化精神”；在后来的创作中，则更多
地偏向“反思民族文化精神”。

毋庸讳言，以民族为标签的写作，或
许是一种冒险，极其容易陷入为山地歌
唱为民族发声的书写追求，这种表达是
灼热的，但其走向也可能是狭窄的。我
期望我的诗歌里，既有文化的亮色又有
生命的温度，既有大地的厚重又有人间
烟火的情致。一个族群面对巨变时代的
兴奋与惶惑，其文化心理在冲击波中的
变异，以及边缘的疼痛感，一如石头上的
刻痕，无法回避。

对于当下生活的介入与抒写，其难
度是，很可能滑落在空洞赞歌的泥沼。
再者，精神上的深入探究是漫长而危险
的。而当下生活的喧嚣与迷乱，也不容
易把握。再之，神性与日常生活长长的
距离，似乎正在排斥过往的语境与虚妄
的想象。

一个民族要不断前行，肯定要面对
必然的丧失，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无
法回避。诗人的创作必将紧紧跟随民族
文化历史的脉动，历经冲突与阵痛之后，
又会进入一片崭新的原野。

诗人的创作一直在进行时，但未必
永远都有新鲜之感，但总有一种情愫推
动着我写下去，并且热情依旧不减。这
仿佛是一种宿命，抑或是一种悖论。

山川纵横，万物葱茏。我匍匐在南
高原大地上，手捧朴素炽热的泥土，向天
空致敬，向河流致敬，向蚂蚁致敬，向命
运致敬。

□俞飞鹏

◢ 01 ◣
有一段，我着迷久石让。不啻是

迷，还爱想，想飘忽音符中不失阴郁的
流水、山川，谷雨时节的石桥，屋舍，奔
跑的少年。

我不知，这样的迷，是否根源于肚子
里的精怪。总觉得，每个人的肚子里各
各都装有精怪，这精怪与生俱来，时而神
出时无影踪；时饱满时热乎，时吵闹时宁
静；时无所事事时一发而不可控。

◢ 02 ◣
精怪，蛰伏在肚子里的某一旮旯，

经路转峰凸历九曲回肠，伺机而出，而
没，或来或不至。精怪文思泉涌，笔下
便不愁佳句；酒兴大开，便一径能喝；呤
诗起舞，发挥便远超平日。至于隐藏在
我肚子里的精怪，我当然心知肚明，知
晓状态好时，它能让我得见砚石开心听
见砚石呵呵，刀下物象，会突突来去奔
走冒出，彼时那会，甚至于不自禁的我
会歌唱，会抓起笔来狂草涂抹。

精怪，指不定在晨光微明时来，还
可能起于夜半。间或，我在不经意地思
想什么或做点什么那会，突兀地它便来
了，这样的来，能让我的情绪一下饱涨
乃至于刹时低落。

◢ 03 ◣
这精怪是什么呢？情意、心绪、感

觉、情怀？似乎是，似又非。
早岁，我的精怪醉心于画。画青

山黛瓦，画梧桐青葱。还有，执铅笔，
用线的一遍遍交织，以素描出体形色

调，凸凹出各有质性的土陶罐、木笔
筒、搪瓷茶缸以及装有白糖的玻璃瓶
的质感。

初入砚厂，看砚，我的精怪不正眼
瞧砚。觉得那些不过是经由雕造的清
冷石头。甚而那时，我还奇怪古人，奇
怪他们茶余饭后，甘于待在寂寥天地，
将自己的清空灵性素朴态度，一丁点又
一丁点的加入到冷硬石头里。那时，我
不知如何用心，何为情怀，不知也无法
往砚里注入情怀。尽管偶尔，我也会想
那不知几时有的明月，想月宫里起舞弄
影的嫦娥，春天里，也会一觉醒来闻啼
鸟啾啾，不过，半多是一念的忽而闪过。

那时，炎炎夏日，砚石冷，我热，热
得恨不能潜入深水。

冷冽冬寒，面砚石，我冷，它更是。

◢ 04 ◣
精怪，各取各自滋养，汲各自雨露，

得各自山水天光照应，它的独有意思突
出格致，在总是偏持一见，一相孤行。

有人敏于光影，有人未必。有人爱
行旅，有人不。

人见一砚，横竖可爱，你可能浑不
知觉。你看砚石里有山形突兀，流水淙
淙，此，或仅是你的一人之看。人见砚
石里戈剑林立，许，你横竖却无法得见。

◢ 05 ◣
一个人的想哭，想笑，想表达，想行

动，想大声喊叫，自是要关联精怪。
逼近四十岁那年，夜里，忽然的我

肚子里的精怪起作用了。它驱使我起
身，出门，去追赶一个行走蜀地的僧
人。友人描述，这人青布长衫，身背一
旧时红色纸伞，名慧示。自江西宜丰洞

山普利禅寺来。是当代禅门尊宿、禅门
曹洞宗雪庭福裕师传派第四十八代妙
忠禅师的再传弟子。友人还说，妙忠禅
师生前藏有两砚，一方是宋人造的早期
陶泥制稀世抄手，一方是康熙年间雕凿
的门式古歙。

那夜，我由最初的快步奔走到后来
的奔跑，尽乎经由了跋山涉水般的一站
复一站穿行，可是，没见到慧示。

究是因了禅宗？因了佛缘？还是
因砚？因慧示？我不解那夜，也无从知
晓我肚子里的精怪，因何要让我在暗夜
行去，又不与遇见。

譬似爱德华·蒙克，那个画出《呐
喊》的挪威画家。

关于《呐喊》，蒙克有过一段记述：
“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去散步，太阳快要
落山了，突然间，天空变得血一样的红，
一阵忧伤涌上心头，我呆呆地伫立在栏
杆旁。深蓝色的海湾和城市上方是血
与火的空间，友人相继前进，我独自站
在那里，这时我突然感到不可名状的恐
怖和战栗，我觉得大自然中仿佛传来一
声震撼宇宙的呐喊。”

若非肚子里的精怪，若非它的突然
神来生出迸发，蒙克，何以画出自己的
强烈感官色彩？何以坚定自性毫无疑
义地用自己的造型笔触飘忽线条以表
现内心的恐怖、战栗？

刻砚着刀，时而木，时，如鬼使神差
神游太虚。

木那时，半多是精怪倒头瞌睡时。
也所以，每遇精怪瞌睡，我多无心于砚
或不刻砚。也于是，一砚在我，雕与刻
的好与不好成或不成，根根由由，便无
法不推想到肚子里的无从捉摸又兮兮
神秘的那精怪。

□江初昕

草长莺飞的春天是一个百花齐
放的季节，也是一个花的世界，你方
唱罢我登场，满眼金黄的油菜花刚刚
谢下帷幕，山坡上的梨花早已耐不住
性子，树枝上缀满了白色的花苞，星
星点点。有的紧紧包裹，欲露还羞的
样子；有的蓬松张开，一副蓄势待发
的势态；也有的梨花在枝头上已经悄
然绽放，张望着外面热闹的世界。

放晴几日，气温回升，梨花竞相绽
放，走得近来，细小而修长的花柄举着
一朵雪白的花儿，花蕊初吐的娇羞，似
乎正在酝酿着一夜之间怒放的事情。
一朵挨着一朵，一枝连着一枝，一树靠
着一树，洁白如雪，一片香雪海。

路边是一片偌大的茶园，平整而
有规则，阡陌纵横。梨花开时，茶叶
也已经长出新芽，黄绿的嫩芽透着水
灵。在温馨的太阳下，茶叶发出阵阵
淡雅的清香。清风拂来，片片梨花从
树上飘落下来，轻轻地落在茶丛上，
落在嫩绿的叶芽上，与之同言共语，
呢喃中多了几许温馨的场面。在日
晒雨露中，茶叶也汲取了梨花的芳

香，浸润了梨花的温存，这就是家乡
著名的梨花树底茶。梨树下的茶叶
采摘以后，用山泉水冲泡出来，清淡
的茶汤中有了一丝梨花的芳香，也算
得是天作之合了。

最为悲戚的要算下雨了，诗人白
居易在《长恨歌》有句:“玉容寂寞泪
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淅淅沥沥的
小雨无情摧残着这些鲜美的花儿，从
枝头弹出跳下，是那么的了然，那么
的干脆，没有一丝一毫的停顿和留
念。喜欢风和雨，却也憎恨风和雨，
只要一场风雨，满树的梨花都要落
掉。我们走在树下，不停有洁白的花
瓣飘落，轻轻拂在脸庞上，酥酥的痒
痒的。地上一层落英缤纷的花瓣，仿
佛是一床绣了花朵的锦被，叫人不忍
下脚去践踏。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
出城。”梨音近“离”，有淡淡的伤感，
却开成了花，那些记忆，就温暖澄澈
了，纵使离别不可避免。清明节给逝
去亲人扫墓祭拜，淡淡的忧伤被眼前
热烈绽放的花儿所冲淡，踏春赏花，
流连大好春光中，心情变得明朗了起
来，一如眼前满树洁白的梨花。□蒲永强

三月务本桃花源
不可方物
万亩桃林
宛若仙境
山路梨花摇曳
小桥流水人家
春烟袅袅庭院
草长莺飞
蝶舞蜜忙
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
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
红的似火，如青春不散
粉的似霞，如少女羞红的脸
白的似玉，一如昭华痴念
桃花树下
人面桃花相映红
桃花溪边
流水淙淙自悠然
嗅着馥郁芳香
那青涩的记忆
一如花海涌动
久久难以平息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必孤月照无眠
我将我的心愿
种植在整个桃林
愿每年的春天
都为你秀口吐艳
如此
不负春光
不负昭华流年
不枉此生与你
心心念念

□王国霖

芳草萋萋，细雨霏霏，又到了令
人肝肠寸断的清明节，虔诚地焚上一
缕心香，在袅袅轻烟里与青冢里的故
人对话。

时光的幕帘，挡住了岁月的痕
迹，记忆中熟悉的面庞已不再生动。
远去天国的亲者啊！是否在幽幽的
梨花香中，嗅见了那一抹思念的苦
涩？隔着无法逾越的生死屏障，哀悼
的泪滴是否能打湿青冢前的门扉？

黄纸儿，片片飞；泪滴儿，默默坠。
如若，天堂真如人人说的那般美

好，可是，谁又能听见天堂里的回
音？听不见的天堂回音，才是逝者对
生者安然的告慰吧！

逝者在世界的另一头静静安息，
生者一定要坚强的走下去。毕竟，不
是每一段路都会有人温情地陪伴到
底；毕竟，不是每一次跌倒，都会有人
在身边加油鼓舞。

清明的泪滴哪怕成河，也治愈不
了岁月的伤痕，飘飞的纸钱儿哪怕堆
积如山，也安慰不了离殇的苦痛。

也许，时光终会抹去伤痛，苦难也
会拨开迷雾见月明。生者要顽强地生
活下去，不要让忧郁的阴云打扰亡亲
的睡眠。用最热忱的生活姿态，埋藏
起痛苦，把对亡亲的牵挂变作坚强的
微笑，告慰亡亲在天之灵：我很好！

虽然，听不见天堂里的回音。
但是，请相信，生者若幸福，逝者

在天堂也安然！

因为热爱，所以歌唱
——关于诗集《惶惑与祈祷》

肚子里的精怪务本桃花开

听不见的天堂回音

梨花风起正清明

悯蛙二首

◣

◢

□梁传民

其一
春暖三江蛙鼓喧，
稻香醉月唱丰年，
可怜护稼称豪杰，
竟变食家桌上餐。

其二
野店飘香客满堂，
人人都说闹虫荒。
忽听帘内一声喊，
再上田鸡一碗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