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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选萃

繁星
刘鹏（南京）

如果不是乘坐夜晚的航船
我不会如此吃惊
不会伸手触摸冰凉的水
我的梦也不会来得那么迅猛
急于将一片幽蓝的冰面击碎
无数颗冰珠滚动深邃的眼睛

如果不是常年高居在深山
我不会那么仰慕
每一次抬头都能撞见
仿佛我们彼此从未离去
如昙花眷念着夜晚的微风
如昼伏夜出的小兽自由地猎物

那无法遮蔽的
从未被诗人的眼睛遗忘的
繁星
那被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一代代哺乳的神秘
依旧等一根高高擎起的火把照亮
他们溯流而上的路径
他们冷寂的血液在燃烧中
折射出透明的希望

春游（外一首）

范卫萍（苏州）

昨天
我带母亲去山峰喝茶、踏青
也带着你

以前 有你的地方
就有母亲
现在 有母亲的地方
就有你

只是父亲，相机的镜头里
我再也捕捉不到
你的身影

清明后

清明后的土地总是湿润的
我从泥泞中抽回身影

骨子里的基因呼唤着我
引领我走向
父亲身后的每一垄菜地

我使劲刨啊刨啊
终于，一把锄头让我
刨出了父亲
生前的汗滴

立春日（外一首）

夏复田（安徽）

用一把什么样的刀
打开春天

剪刀肯定不行
剪刀已经被二月
嫁给江南
做一针见血的事

而柳叶 因为外遇
因为一场外科手术
沦为形式的刀具

我是书生
如果给我配刀
请赠我琼瑶
蜀地的金马书刀

瘦瘦的 生锈的
南唐 后主用过的那种

门虚掩着

一条蚯蚓
带着他的尾巴

在秋水里
垂钓

鱼翔 鹰击
红色的锈迹
泛出青幽的光
暮色完好无损
保存着星空的消息

现在一片漆黑
不久之后
大地将深陷纯白

入水
在夜色三米的更深处
雨敲窗
雨打蓝色的玻璃钢

蝴蝶的翅膀碎了
芭蕉哪里去了
门虚掩着

乡村石磨
祁尚书（盐城）

你从女娲的指缝间滑落
栖身于乡村草房

岁月的沟槽流淌着豆浆的雪白
谷粉的清香
还有那驴蹄声“得得”

转呀转呀，转落满天星斗
转出鲜红的朝阳
修长的鸡鸣，短促的犬吠
还有那巧妇的畅想

随着面粉机的欢笑
你静静地躺在牛棚后的草丛中
化为孩童的七彩魔方……

显而易见，收入《灵魂
犹在》的，绝大部分是作者
近些年的纪游与咏物抒情
之作。诗人意味深切地以

“灵魂犹在”挈领全篇，无疑
是在标示他的一番苦心孤
诣。“伟大，或荣耀/从沉寂
的生活中，换取的智慧/减
缓着衰老的时间，所以，我
与你/生活着，都可以不置
一词/只用眼神，对视着，彼
此会意”（《玉飞凤》）。彼此
会意的，正是让诗人“不知
所措。唯有阳光/热辣辣照
耀着，我的灵魂又怎一个了
字？”（《访泰戈尔故居不
遇》）中藏匿在游历山川的
万重风物里隐隐作痛的灵
魂，恰似“一道道历史的暗
纹，我，又怎能轻抚？”（《西
格里城堡》）。

翻阅诗集篇章，首先是
一些域外纪游之作。显然，
作者在诸多篇什里既沿用
了其风格化状物抒情的书
写语汇，又洗滤掉了通常成
规的即景生情、寓情于景方
式的流弊。他依然经常采
用标志性的疑问方式，引入
一个不确定的主体“谁”，来
呈显自我的情思和内凹的
诘问，构设人与自然、历史
和文化风物的精神连接。
譬如，“谁站在囚窗前，唱起
夏威夷的骊歌？”“一抬头，
我看到了残忍的骷髅，向谁
示警？”“惊恐的眼神中/断
送着秋波，谁，屈从卑微的
静默？”等等。而种种繁复
多样的发问姿态，正是诗人
在不断地行走及凝神察看
中，悄然于“空隙间/生长的
某种意念/守着灵魂的堡
垒，从前的时光/早已耗尽
思想的触角”。在《哈姆莱
特城堡》这首诗中，作者无
异于明确地宣示：“躲藏的
幽灵/正以另一种方式，确
定它的归来”，仿佛是内心
深处不熄燃烧的爱之再度
呈展，他决然断言：“是生
存，或者死亡。/勒紧的剑
刃/一闪亮，应该是一道爱
的光痕”。在《贝拉》一诗的
结尾，他再次申言：“我懂
得，凝听的魅力/不论谁在
喊 我 ，都 能 听 到 爱 的 声
音”。在这部分作品里，诗
人有意嵌入并耀眼报备他
翩跹当下的异质性生命经
验，引入了个体生命时间及
其精细体验的明显差异性。

前述诗作的确积聚着
龚璇数年来的行旅情怀和
文字心血。诗人的毫尖笔
端便是自己精神的武器，在
异域游走的时光流转中，他
见证了“只拥有记忆中的辉
煌”断井颓垣般的历史遗存
与地域风情，他在行走中完
成了瞩目、察看和语词的投
屏，赋予所描述对象以情感
性的慰抚。他的作品某种
意义上无可辩驳地交织融
合着对于风物景观的勘察、
联想式的感喟与抒怀，以及
用独特疑问形态展示的自

我言说与评断等多重维度
与视点。这确实可能建立
一种直面当下现实经验，力
图具有杂糅错缠化特征的
语词综合体。他将无生命
气息的僵滞对象灌入了鲜
活的热力与刻骨的痛感，让
未知时间的动荡无序与不
可能演绎成了当下意态中
的确定性、自足性与期待
感，从而一定程度上构成了
一种双向审察思省的对视
关系。而《灵魂犹在》对诗
人而言能够显示的重要性
在于，持续的时间之流抑或
经验领域中某个确定的时
刻，只有相对于正在经历它
的某个人，才具有当下的面
目与存在的意义，才能够挣
脱过往与未来的交缠，才足
以彰往考来，由此勾连起他
命运蕴藉中的多重语义。

更富有深长意味的是，
在诗人龚璇的字里行间，我
们俨然发现了另一种隐在
的语言风景。他就像一位
不懈前行、毫无倦意的旅行
者，带领着人们目游山川城
堡，宛若思接千载，视通万
里，万壑心迹，神与物游，却
怯然且真切地袒露出“人间
灯火，隐浮走失的胆气”
（《瓦萨沉船博物馆》），并
且，“把内心寄居的感觉/织
成惶恐的网”（《杰弗斯的石
屋与鹰塔》）。他在程式化
时间秩序的扼制下撕开的
裂口前，踟蹰不宁，伫足瞻
望，守持着回望与归依、远
游与返乡两种精神姿态和
模式，透过绚烂多彩的诗意
文字，不期然营造了一首镂
刻个体记忆与时代屐痕，又
携持着内心沉痛异化感的

“还乡”之诗。
我想，所有这些，或许

正证示着诗人永远无法逃
离、忘弃自己处于现实与精
神矛盾交织、两难悖谬的艰
困境地，无法圆融内心热切
渴盼的精神还乡之梦。而
诗集最后的两首小长诗
《1405年：郑和的梦想与远
航》《不朽》所呈显的伟大航
海家、“世界的父亲”两个历
史人物及其卓越功绩，恰好
践行并印证了诗人在精神
层面上苦心于反顾与探寻、
远游与返乡两种模态与镜
像，最终的价值指归都是

“让灵魂的认知，抵达最远
的地方”。

◎诗评

纪游与咏物的别样抒情
——龚璇诗集《灵魂犹在》读后登北固楼

稼轩，早已是北固楼的
旅游促销者。两首词
以金戈铁马刻写。那枚斜阳
是他加盖的鸡血石印章

成为他发出的登楼请柬
从南宋的烽火烟霭中开始
八百年，执着地遍邀天下

在危崖上屡废屡建，没有变的
是他的孤独守望，和那声

“何处望神州？”的千古追问
放大至寥廓江天，回响如涛
从无数登楼者胸中滚过

他，成就一座楼的不朽
并成就了江南，不仅
春风烟雨花月醉人，还有长江
深流和澎湃，如血脉贲张

放鹤铭
——赠一位摄影家

江涛山雨的剥蚀，未透露岩壁上
《瘗鹤铭》的朝代和作者
只有追怀那只鹤的情思，还在
古老的时光里隐隐发酵

你在碑刻前静思时，突然感觉
留在云端的那一声长唳
和翅膀最后的扇动，形成的
微弱气流，穿过千年岁月
抵达自己胸中，神奇地引发了

与丹顶鹤结缘的情感风暴
一次次掠过盐阜、扎龙的
湿地、滩涂和芦花飞扬的野荡
甚至掠过零下二十度的雪国

那些高雅的精灵，虽然孤傲
但抵挡不住你的挚爱，纷纷
在镜头里展露美丽的千姿百态
你以光与影书写的，其实是
一篇篇各具神韵的《放鹤铭》

那位写《瘗鹤铭》古人，如若
读到你的作品，可会递上
真实的名片？并与你在鹤影飞
舞里

品茗交谈人和鹤的缱绻

写诗的江岛少男

紫云英，是花是草、如霞如云的
植物，灿烂了江岛春色
紫云英，家乡妹妹般的名字
让一个少男，早早感悟诗的色彩

江涛卷来长江号子，充盈的血
汗味

给他最初的诗句，渗入雄性的
气质

江岛，如一只浮动在大江上的
小舟

他以诗情奋力划动，从千年前
聚沙成洲的开端，越过波峰浪谷

祖祖辈辈的命运，像蒹葭
根植于沙渚，诗的意象似栖息在

滩草间的鸥鹭，一阵江风过来
飞翔，背负乡土的爱恨情仇
虽沉重，但落在纸上的一行行
歌吟

在乡愁柔软处，萦绕

被母亲河深深拥抱的少男，变成
中年，交给滔滔江流的那颗诗心
接受千回百折的淘漉后，有金
从他笔下的江岛史诗里闪亮
一粒粒，渗出他人生所有血色

在延安怀念诗人闻捷

沿着石阶，老战士寻根的题刻
显示清凉山深度的红色记忆
你曾经的抒情，像高原的鸟
憩歇在哪一片峭壁？等待
我这故乡的后人轻轻叩问

谁见过你在延安的青春？
石窟里的佛，眼眸传神
却不愿回答我，只有香火袅袅
我闻到当年报社的油墨飘香
笔端与枪口一起喷吐火焰
与清凉山的山名相反，炽热
是你告诉我的关键词

你淌涉延河的遥远背影
像在风帆下穿越扬子江的身姿

“水照延安”的古老景色里
梦和诗，又逢陕北春暖
塬上传来你那时纯粹的笑
被我当作一首含蓄的无题诗
千里迢迢带回江南

■杨斌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