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品诗

喻言的诗歌是被自己禁闭多年而释
放出来的一头大兽。所以他的诗，从语言
到视觉都与我们通常看见的诗歌拉开了
距离，日常的诡异和粗痞的优雅构成的
标志，使他的诗歌有了极强的辨析度。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梁平

喻言是一个不事张扬的秘密写作
者，他在八十年代写出的《情敌》等系列
诗篇，已达那个时代文本的巅峰。他的
语言犀利、机智、轻巧，并由于大气和智
慧给我们带来会心一笑，带来一种难以
察觉的幽默。 ——著名诗人尚仲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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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立的《九行诗》，以
独特的视角和犀利的笔触，
道出了人性弱点和生存压
力下的被迫与无奈，透露出
现实的残酷与生命的忧患，
颇具现场感，引人深思。

入/围/作/品

五月十九日，夤夜，怀春的猫
九只，初夏的小区是它们的暖床
交欢似乎是美妙的
但有十之八九的深呼吸
被人们拒绝
一个人坐在九个书柜的写字桌前
试图用九根手指同时敲打
青蛙的腮帮和蟋蟀的薄翅
留一根伤残的大拇指
连续按九次回车键，节奏不分明
但统统九声一行。他要赶在天亮前
写一首九行的小诗，烟缸里
缥缈谐音的心绪，猫声正在撤离

九行诗九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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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草帽戴上草帽 阳光不再强烈阳光不再强烈
整个夏天整个夏天 一切都如此耀眼一切都如此耀眼

近日，第一届由《中外文艺》主办、清
源际艺术中心承办的“蓝塔”诗歌双年
奖颁奖仪式在成都举行。经过四川省作
协主席阿来、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邱华
栋、《诗刊》社副主编李少君、《星星》诗
刊主编龚学敏等评委现场投票，《诗歌
集结号》导师陶春和邰筐以相同票数，
最终联袂荣获“蓝塔”诗歌双年奖大奖，
各获奖金6万元。

据了解，四川内江诗人、《诗歌集结
号》导师陶春凭借《人面，桃花》等原创诗
歌，获得“蓝塔”诗歌双年奖金奖。

“作为一名诗人，必须接过先人的心
灵火炬，和他们中断的追问过程中散失的
语言，创造发明自己新的诗歌语言。”陶春
表示，他很感谢这么多名家评委，对他诗
歌的认可，并肯定他主编的《存在》诗刊。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6月16日～6月22日，是成都商报《诗
歌集结号》第6周“头条诗人”角逐时间。
23日专家评委评审环节，刘红立的《九行
诗》，以一票优势险胜阿雅的诗作《是谁
呢》，这是《诗歌集结号》评选“头条诗人”
以来，首次出现如此激烈的竞争局面。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本周专家评
委组依次是9位诗人：蒋蓝、蒲小林、凸
凹、向以鲜、蒋雪峰、陶春、何春、李斌、山
鸿。当投票进行到最后关头时，8位评委
投出的票出现了4：4的平局，最后一张决
定胜负的一票，由遂宁市作家协会主席
蒲小林投出。

蒲小林经过反复斟酌，将至关重要
的一票投给了刘红立，他随后写下的评
语，也被《诗歌集结号》采用为本周“头条
诗人”刘红立的颁奖词：“刘红立的《九行
诗》，以独特的视角和犀利的笔触，道出
了人性弱点和生存压力下的被迫与无
奈。透露出现实的残酷与生命的忧患，颇

具现场感，引人深思。”
刘红立的本职工作是名检察官，

在得知自己斩获“头条诗人”后难抑喜
悦之情：“写诗得以发表，进而在《成都
商报》得奖，自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情。这事又发生在由中国检察官文联、
鲁迅文学院和四川检察官文联联合举
办的‘首届中国检察官作家高级研修
班’在成都结业之际。作为这个班的一
个组织者，一名学员，此时得奖更平添
几分喜悦。”

刘红立告诉记者，前几天自己偶遇
一位文化大家，对方非常惊讶地对他说：

“检察官还写诗啊？”刘红立说：“检察官
写法律文书、写法律论著，只是本职能
力，他们当然不仅只会写这些。写诗歌，
以及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并不与之
相悖，法律、道德、精神、文化相向而行，
高度融合，值得期许。”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喻言的诗喻言的诗

从本周末开始，除了关注各大入驻
《诗歌集结号》的群主诗歌作品，我们将
陆续关注活跃于各个诗歌社群的诗人
佳作。本期《诗歌集结》，为大家带来了

“九眼桥诗歌群”重要成员喻言的诗。
毕业于西南师大中文系的喻言，早

在上世纪80年代就以一首《情敌》闻名
于诗坛，但他直到今年6月才出版个人
第一部诗集《批评与自我批评》。今天下
午2点半，喻言将在成都域上和美艺术
馆首次发声，举办个人诗会。

《《失眠失眠》》

黑夜如一列巨大的火车
从我睡眠深处开出
肋骨铺成一根根枕木
从身体一直向无尽的黑暗延伸
密集的车轮从上面碾过
听见骨头发出吱吱的响声
这只巨大的昆虫
爬过腹部辽阔的原野
它将穿越茂密的森林
绕过凸起的山峰
在膝盖坚硬的站台稍作停留
最终，它将开出我的身体
开过卧室和书房
从客厅的落地窗开出去

《《草帽草帽》》

戴上草帽
阳光不再强烈
我甚至可以看清远方一株树的枝叶
整个夏天
一切都如此耀眼
身边的事物
我也一无所见
这顶小小的草帽
使我躲在一片阴影中
冷静而富于远见

《《是谁呢是谁呢》》 ◎阿雅
一堆器械翻检我的时候
我正离开自己，并旁观
发生的一切
那些冷静的探测
说出我的年龄、温度、破损
但它们说不出我的颜色、属性
说不出我的悲伤和热爱
那个使用我身体的是谁
空中大的小的灵魂是谁
多么近，多么远啊
被借用的肉体、牢笼
人间悲欢
突然想到桃花、山涧、折断的芦苇
陈年的酒酿和
江畔的风……
它们，都曾借用过我
可那时，我是谁
是谁呢？

《《尾声尾声》》 ◎老李飞刀
火葬场又一遭，
日渐熟悉，
接纳。
想有一日，
十五分钟的肃穆，
唱完一世悲歌，
这次，
再无人来和。
推杯换盏的追忆，
在微醺后散伙。
我轻蔑地不理会，
看那遗像，
原来，
是送我。

《诗歌集结号》两位导师 分获“蓝塔”诗歌双年大奖

诗人简介
刘红立，笔名老房子，四川西昌人，

中国检察官文联文学协会副会长，四川
省检察官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协会员；
作品发表于《星星》诗刊、《草堂》诗刊、
《现代艺术》、《四川文学》等报刊，入选
多种诗歌选本，得过全国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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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百合婚介 二十年品牌 从无投诉
199元登记 成功再收服务费

1511408558613388199289
●两年不成功退费，签合同生效 老中青免费登记
征婚交友 199元 玉沙路90号 13666188746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养老托老
●园缘疗养院医养一体84713992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报废车回收
●高价收购报废车13194984169

酒楼·茶楼转让
●光华盈利茶府转15884886644

律师服务

店 铺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厂房租售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今日是国际禁毒日，近日，眉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眉山建市以来
提起公诉的最大贩卖海洛因毒品案。

该案被告人之一杜某系云南一职业
学院 90 后在校大学生。杜某与他人商议
后，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4月，多次从
缅甸购买总量为39.20千克的海洛因，请
人运到成都贩卖。因涉嫌贩卖、运输毒品
罪，杜某等人被眉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
起公诉。在法庭上，杜某等人皆认罪。

庭审现场
自称一包毒品3万买进10多万卖出

6 月，毕业季，原本今年将从云南一
所职业学院毕业的杜某却没了这个机
会。23日，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杜
某等人以涉嫌贩卖、运输毒品罪，被眉
山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和他一起被提起
公诉的，还有一起贩卖、运输毒品的朋
友肖某、张某以及姑姑杜某某。

据检察官介绍，被告人杜某是一名在
校大学生，自己从不沾染毒品。但为自己
的私利，伙同他人在短短几个月贩卖、运
输海洛因数量特别巨大。身为大学生，却
为何走上贩毒的道路？庭上，被告人杜某
给出的答案是：一包海洛因花3万多买回
来，卖了10多万元。

眉山检方材料显示，查证被告人杜某
贩卖四次海洛因达39.20千克。这些毒品

卖了多少钱？杜某未回答，检方介绍，被告
人杜某被查获时，卡上仅有 3 万余元，全
是通过别人的卡转帐。

经过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等，被告人
杜某等人当庭认罪。

贩毒线路
缅甸进货到云南 请人运输到成都

根据眉山检方公诉材料显示，被告
人杜某的海洛因来自缅甸，他与缅甸的
罗某联系或亲自到缅旬购买毒品，由罗
某负责运到云南边境，再由肖某找的马
仔接货后运往成都。

杜某暂查获第一次贩毒的时间是
2014 年 11 月份左右。当时，杜某、肖某

商 议 从 缅 甸
购 买 毒 品 海
洛 因 准 备 运
到成都贩卖。
由 杜 某 到 缅
甸 联 系 罗 某
（另 案 处 理）

购 进 了 6
“个”海洛因，
每 个 350 克 ，
共计 2100 克，

肖某找刘某（另案处理）运输，这批海洛
因在云南境内被当地警察查获。

之后的几次贩毒，杜某皆是按此
线路，从缅甸购买海洛因，请人经云南
运输至成都。在贩卖、运输毒品时，杜
某表现老成，很难与他大学生的身份
挂上钩。

检方介绍，杜某负责联系进货、销
货；肖某负责运输。运毒期间，杜某等人
对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电话卡，接货时
的卡在接到货后随即丢弃，运输途中也
不断变更电话卡，甚至杜某和肖某之间
在运输毒品时，通过微信交流都只用汉
宇不用语音。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虽然杜某第
一次贩卖运输毒品就被警方查获，但他
并未就此收手，而是更加胆大，以差不
多 2 个月就出国购买一次毒品的频率继
续贩毒，贩卖毒品的数量也剧增，最终
被挡获。

另据新华社报道，记者 25 日从最高
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打击各
类毒品犯罪，成效显著。2015年至2016年
5 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毒品犯罪
189313人、起诉217503人，有力震慑了毒
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刘君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在毒瘾患者脑袋里装一个“起搏器”，
用来控制毒瘾复发，这是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即将研究的一项新的医疗技术。成都商
报记者了解到，目前，这项名为新型脑深部
电刺激（DBS）的戒毒术，将进行评估性试
验。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将公开招募 30
名海洛因严重依赖者免费治疗，对“DBS”
项目进行评估性试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戒毒药品临床研究专
业负责人、该项目华西中心负责人李静教授介
绍，毒瘾的本质是毒品刺激大脑产生大量的多
巴胺形成“欣快感”，控制产生这样“渴望”的脑
神经元活动的区域，就在脑深部的伏隔核。李静
将DBS技术形容为：给大脑装一个起搏器。
通过先进的脑立体定位仪，在患者脑部打开
两个微小的孔，准确定位到伏隔核植入电极，
根据每个患者不同的大脑机能、活动性，调节
电流量大小，刺激伏隔核核心区域对毒品的
依赖性，达到让患者“不想吸毒”的目的。

李静说，DBS的最大优势，在于对脑组
织无实质损害，且可逆。“如果没达到效果或
有副作用，可以通过手术将电极取出。”目
前，这项新型的解毒术已在国内展开临床研
究。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涉嫌贩运39公斤海洛因 90后大学生受审
该案是眉山建市以来提起公诉的最大贩卖海洛因毒品案件

开颅戒毒新技术
在脑部深处装个“起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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