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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城 随笔

诗 之 思

每一首诗。
诗人是一个观察者，与世界、与
人都保持一定距离，不亲近，也不疏
远。这不是说诗人比较冷酷，
没有情
感，只不过他把情感和对美的追求藏
在心里，通过笔尖一点一点地刻画出
来。一开始，事情进展并不顺利，诗
人会彷徨，会焦虑，感到压力很大。
当他站在书店里，那么多作家、诗人
和其他类型的作者，他们的书被扔在
书架上或地摊上，诗人会担心自己的
作品太像前人的作品或者毫无独特
出色之处，这是诗人首先面临的焦
虑。所以要写出一首好诗，并不容
易。他必定要读前人的作品，
这能避
免许多重复工作，也能学到很多技术
和经验。但是诗人又不能一辈子都
在学习别人，必须排除万难，尽快通
过自己的学徒期，他要积累自己的经
验、技术、诗学、哲学和视角。
担心才思枯竭是诗人的另一个
焦虑来源。一个处于封闭状态下的
诗人，很容易耗尽他最初的灵感和激
情，再也写不出诗来。搁笔，或者走
向另一种极端：自我重复。所以，诗
人必须投身世界和人群中，
经历生活
所提供的一切，包括快乐、获得、失
去、挫败、爱、仇恨、耻辱等等常人该
经历的故事，
有时候诗人还必须经历
更多的故事。同时，他也需要大量阅
读，不断创作。这说起来就像古代炼
丹家葛洪那类人，反复试验，把各种
东西投入炼丹炉，不断熔炼。世界和
生活就是各种矿石、丹药等原材料的
来源地，诗人本身就是一座炼丹炉，
语言之火将生活和世界里的材料熔
炼，最后提炼出来的是诗，也许是火
药。长生不老的仙丹不存在，
最完美
的诗也不存在。
诗人在思考和精神上是独立的

月光城 散文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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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校
园里有一片橘子林，我们经常在橘树
下读书，同学在旁边看书的时候，我
写下第一首诗。虽然现在看来那首
诗很幼稚，然而毕竟是我的第一首
诗，那年 13 岁，我永远不会忘记写那
首诗的场景。
如果说从写第一首诗算起，
那么
我写诗有 22 年了。从诗的语言、诗
学观念、诗艺技巧等等方面来说，那
也有 10 年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
是，我还在写诗，并且每天都在想关
于诗的问题，
或者想要找到写一首诗
的更好的表达方式。
每个诗人写诗的原初目的不一
样，诗人的学养导致他（她）对诗的看
法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写诗
的表达方式不同。有时候，一个初学
写诗的人，他开始接触的诗人和诗作
决定了他的创作道路，这包括题材、
语言、形式、思维等等的选择。这种
情况一般来说，比较多，所谓文学流
派、文学运动、各种主义等等之类的
文学史术语，就是这种现象的产物，
像动物的排泄物。
我欣赏和实践的是另一种情况，
这类诗人只写自己的诗。自己的诗，
是指读者在他的诗作里看不到别人
的影子和痕迹，甚至连前辈和同时
代诗人写过的题材、用过的词语和
意象、观察事物事件的角度，他都不
在意。他的诗独一无二。或许这显
得高傲，但他只是沉浸于唯我世界
的营造。这类诗人不会轻易搭理同
时代的任何诗人，哪怕读者，他也不
搭理。所谓同行和读者，多数时候
只是头脑中的一种幻象而已。作为
诗人，他首先是满足自己的创造欲
望，尽力挖掘自己的才能，用心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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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武

我从任何一座桥经过，
它在我眼
里都宛如个孩子，每一架桥都是一部
作品，而设计者是它的母亲。桥从来
都不是自然的结晶，它是人文景观。
经过第一架桥，
我们记忆犹新，
而经过
了无数座桥之后，我们对桥的概念就
模糊而稀薄。那些走过的桥比我们走
的路还多的人之所以自鸣得意，是因
为他们把记忆中的路都当作了桥。
其 实 ，桥 的 确 是 路 的 一 部 分 。
但，桥终归是桥，
路终究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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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里伫立着一架最初的桥，
它风霜雪雨屹立在我的梦里，抑或它
常从我的梦中走向我。我在痴情观赏
某部经典电影譬如《魂断蓝桥》时，就
能依稀看见它的影子，
或者说，
我一直
在试图把它嫁接到我的某部电影剧本
里去。
那座桥应该叫四新桥。青石板
的，
宽约三四米，
长约六七十步，
是中国
大地乡村公路上的普通一桥。这座桥
将是我剧本创作的重要取景。我记忆
中这座桥前坐落着一家茶馆，
那灯笼幌
子在蓝天白云下很招摇，是龙飞凤舞
“花寺”
两个字。有一对老夫妻，
老婆婆
姓孟，
人称孟娘，
慈眉善眼，
干干净净。
我好象才5岁，
从我父母他们下迁创办
的瓦西河中学进城，这是一条必经之
路。每次路过这里，
父母总是停下来喝
杯茶，
总是给我买一枚白白胖胖的被井
水冰冻过的糖粽子吃。有一次，
居然在
粽子里吃到了一只水晶球一样的小珠
子，
我大叫一声，
茶馆里所有低头喝茶
的人都抬眼看我。他们目光冷漠，
他们
穿黑衣戴斗笠，
他们是赶路的男人们。

江南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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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一直以来都令我痴迷。
桥的造型。桥的流线。桥的布
局。桥的身姿，水上的、陆地的、空中
的、海面的，甚至是天上的——彩虹。
我知道关于桥的解释是这样的：
1、架在水面上或空中以便行人、车辆
等通行的建筑物；2、比喻能起沟通作
用的人或物。我也知道这不是关于
桥墩、桥孔、桥洞而是指桥的本质意
义——桥梁的解释。
遥想我生命历程中走过的每一座
桥，
似乎都依稀可见，
又仿佛远在天涯。
我们对走过的路都面容模糊了，
又怎可
能对桥保持清晰呢。桥，
就在那里，
月落
乌啼，
枫桥夜泊，
千年的钟声敲打恒久的
无眠，
它依然在那里，
在我们的来路和去
路中兀自岿然不动。以一种隐忍的姿
态在我们记忆深处躬身潜伏，
不在乎你
的忽略和记取。桥以面容和身躯承载
着一切。桥在衔接着历史，缝合着时
空。桥的意义在于负载、
在于沟通、
在于
以一双热情的臂弯将不相关对峙的物
象以连通，
让车水马龙、
人声鼎沸、
悠悠
岁月、
如烟往事以一种无形抑或有形的
形式从它身躯上一脚踏过。你记得，
桥
无所谓感激；
你忘却，
桥无所谓怨恨。桥
依然低眉顺眼，
桥保持默默无闻。看日
升月落，
听晨钟暮鼓。桥的情怀我们无
法洞悉。桥的心事游离于我们的揣摩
之外。桥以匍匐的形式被岁月、
脚印、
车
轮、
马蹄所践踏，
但桥并不轻贱，
更不卑
微。桥无需我们的礼赞和膜拜，
但桥隐
忍坚韧负载的品性让我们敬畏；
而且，
我
隐约觉得我人生中的第一座桥上似乎
隐藏着我的一份前尘往事。

他们给我一种肃然的杀气，
让我对那
颗水晶球的记忆泯灭，也许吃下去
了，
也许吐掉了，
代之而起的是他们
逼人的目光刺来。然后，
我囫囵吞枣
地吃完了粽子，
之后，
孟娘给了我一
碗酸不拉叽的破汤喝。一喝，
我好象
隐约觉得，那座桥不应该叫做四新
桥，
而应该叫做奈何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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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以那座桥为情节的铺设
背景，
来拍摄一部现代理念的武打片。
那里不应该是江南水乡，
而应该
是塞外大漠。几个黑衣斗笠的蒙面
杀手一路追杀而来，
我父母都是隐退
江湖的一流高手，
他们手中的粉笔就
是致命的暗器。而花寺的一对老夫
妻则是号称塞外一笑的冷面侠侣。
我吃的那个粽子里有武林秘籍藏匿
其中，
那个水晶球叫做前世镜，
你操
纵秘籍咒语观望水晶球，
就能望见自
己的前世后世。千万年来人们为它
追追杀杀，
原来都是直奔我5岁吃下
的那颗破球。
我记得在我吃第一口粽子时，
有
一瓣桃花飘落到我眼前，
我母亲轻盈
一吹；
有销魂的笛声弥漫我耳膜，
我
父亲呼啦一声打开折扇将我耳朵遮
挡；
还有一只翠鸟飞到我的碗前，
正
想对我鸣叫，
被孟娘一个弹指击毙。
其实，
那桃花那笛声那飞鸟都是直取
我性命的暗器。我浑然不觉。父母带
我上路，
仍有杀手追杀而来。我父母
终因寡不敌众，
被他们杀死于奈何桥
畔。我扑上去呼叫，
孟娘夫妻把我抱
在怀中，
可怜他们也被杀手杀戮。我
看见有杀手对我当胸一刀，
他从我胃

中取走了那颗破球。那杀手对着镜子
一看，
大叫一声气绝身亡，
因为他看见
他杀死的就是他的来世情人。
天降大雨，有好心人将孟娘夫
妻和我父母分别合葬好。他来到桥
头，把身上的衣服脱下，将我 5 岁的
尸体包裹好，
然后，
他一步三回头走
了。我的尸体在雨中承受着鞭打，
我渴望一个归宿。在一个夕阳西下
的傍晚，有一白衣少年持剑踏马而
过，
它发现了遗弃在桥头的我，
泪如
雨下，
他抱起了我，
并在桥下挖了一
坑，
将我掩埋。然后，
他又踏马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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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沉浸在设定的情节中不能自
拔。我常常痴迷地伫立在桥头，看
见有个头扎蝴蝶结，
身穿连衣裙的 5
岁小姑娘被父母左右手牵着，我就
想哭，
我觉得那就是重新投生的我，
她来到这桥上特为来告诉我，她很
幸福，
正在被爱着被呵护着。
我还是常在桥头流连彳亍。
我似乎在等待着一个白衣少年，然
而，每次我都只听见马蹄不见人
影。于是，我就在等待中死去，在
死去里复活，因为我想等到他，那
个前世为我挖坑的人。
月亮升起降落。天空云卷云舒。
我化作了那座桥，我世代聆听
着那声打马而过的声音。
我合上了我的剧本。我在夜
空中遥望着那座叫做奈何的桥。
我发现一切依然。涛声依旧。桥，
近在咫尺，
又远在天涯。
于 是 ，我 在 电 脑 前 敲 出 一 个
“桥”
字，
就再也无话可说。

人，除了自己的诗学和内心，不为
任何人写作。诗人也是偏执的
人 ，在 他 的 诗 里 ，没 有 对 所 有 人 、
所 有 事 物 的 公 平 对 待 ，有 时 候 偏
执造就一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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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何
为？”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哀歌《面
包和葡萄酒》中如是发问，这一问题
指向诗人作为社会角色应该如何存
在。在现代语境下，荷尔德林这个
问题具有新的意义，诗人从属于社
会群体，然而相比于其他社会角
色，诗人承担的责任和道义更加隐
形。人们可以看见农民种地收获了
粮食和蔬菜、司机开车运送客人和
货物、厨师做菜让食客交口称赞、
商人做买卖获得利润、教师上课教
育学生等等，许多人在各自所在的
行业里能够取得明显而直接的效
果，而诗人为社会做了什么？一般
情况下，我们既看不到诗人在写
诗，也不容易看到哪位读者在读诗
之后获得显著的教益。然而，我们
通过阅读诗歌，提升自己的情感和
审美，关照内心、认知活着的意
义、追问良知、穿透现实、重建梦
想，可以说，诗是诗人通过语言表
现自己所有存在的最简洁最有力的
一种方式。
对于诗人来说，写诗，其目的包
括以下几种：对抗、平衡、逃离、重
建、赞颂——对抗黑暗的现世、孤独
和死亡，平衡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逃离肉身不能承受的沉重人生，通
过文字来重建他所处的世界，赞颂
他眼里一切美好的事物。通过写
作，通过长年累月培养的独立、自
由、理想、怀疑、批判等等品质。诗
人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在成就别

人，因为他分享自己的个人体验，也
提炼人们的共性体验。对任何诗歌
读者来说，这都是精神上的一种援
助和激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阅
读诗歌的时候，会引起各种情感上
的反应以及经验上的共鸣。
在词语和世界之间，诗人更像
一位摆渡人，他不断引领人们抵达
彼岸。起初，诗人出生于世界，后
来，诗人沉浸于词语，由于诗人在世
界上的位置，决定了他要往返于词
语和世界之间。在一次次摆渡中，
诗人引领一批批读者抵达彼岸。他
来自于读者的世界，读者走进他的
世界，最后，诗人和读者将共同完成
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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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可以表现文学领域里所有体
裁可以表现的事物，所以诗凌驾于
所有文学形式之上。
精神和物质、肉身和世界、存在
和梦想，诗人通过观察、写作、思考、
践行来达到一种平衡。诗人写诗，
是为了让世界更加美好、平和，也是
为了让自己达到完善、澄明的精神
状态。
诗人可以通过彻底的虚构对自
我进行内化，形成主体世界，可以放
纵游戏生活，通过残酷真实的描绘
批判社会和人生，也可以通过攀援
山水万物，
找到个人与自然的融洽。
诗人应该具备的精神品质是：
怀疑、理性、批判、独立、自由。
诗人应该具备的人生态度是：
友善、感恩、积极、诚恳、真实、热情。
诗不是商品，诗人不是一种职
业，而是生活方式、立场、态度。
读诗是强化诗人对世界的观察，写
诗是表达诉求和祈愿，以诗学来践
行话语和行为是诗教的世俗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