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轻轻一剪
陈旧的时光，熬白的往事

就断了

编辑 李洁 乔雪阳 美编 唐倩 刘笠丽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2016年12月4日 星期日04
城市里的热话题，生活中的新视野

诗歌集结 分享有诗意的生活

WEEKEND

在罗马尼亚有一个文学奖项，以罗
马尼亚著名诗人的名字命名：图多尔·阿
尔盖齐传统国际文学奖。今年，这个奖项
首次颁发给了一位亚洲诗人，而且还是
一位女诗人。她就是来自中国四川的女
诗人潇潇。

受成都商报《诗歌集结号》邀请，潇
潇将于下周六（12月10日）回到成都，参
加由《诗歌集结号》与成都清源际艺术中
心联合主办的潇潇个人诗歌朗诵会。届
时，将有梁平、曹继祖、龚学敏、张新泉、
牛放、伍立杨、李自国、靳晓静、陈小平、
李永才，以及《诗歌集结号》导师凸凹、何
春、向以鲜、蒋蓝、蒲小林、陶春、山鸿等
多位四川知名诗人到场助阵。

在现场，文懿、翠菊、阿依卓等专业
朗诵嘉宾将朗诵潇潇创作的《我的四川，
我的故乡》《债主——致海子》等17首诗
歌精品。至于潇潇本人，届时除了现场诗
歌朗诵之外，还将与《诗歌集结号》的读
者们分享自己的诗意人生。

潇潇于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四川，
现居北京，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曾主编
中国现代诗编年史丛书《朦胧诗全集》，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有着非凡意义。她
创作的长诗《另一个世界的悲歌》，被评
为上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代表作之一。

潇潇也是中国诗坛“获奖专业户”，

曾获首届“探索诗”奖、“中国第三代诗歌
功德奖”、“第二届中国诗剧场·诗歌奖”、

“第一朗读者诗歌成就奖”、2013《现代青
年》年度人物·最佳青年诗人、第五届“闻
一多诗歌奖”、2015 中国实力诗人奖、
2016年罗马尼亚图多尔·阿尔盖齐传统
国际文学奖等。

虽然潇潇早已定居北京，但她对故
土四川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今年 10
月，她在一首题为《我的四川，我的故乡》
的诗中写道：“四川／川／就是三根线／
一根／是妈妈／一根／是爸爸／还有一
根／是岷江。”

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
谈到此次获得图多尔·阿尔盖齐传统国
际文学奖，潇潇表示自己去到罗马尼亚
之前，一直不知道获奖之事，“还以为只
是参加文学活动，因为签证不好办，一度
差点儿想放弃不去了。”

下周六举行的潇潇成都诗会，是成
都商报《诗歌集结号》致敬中国新诗百年
系列第六场，为了让更多喜爱诗歌的读
者参与，《诗歌集结号》特意为读者预留
20个名额，读者只需将（姓名+身份证号
码+职业+工作单位+电话号码）的信息
组合发送至《诗歌集结号》微信公众号后
台，即可免费报名。当然，前提是要关注

《诗歌集结号》微信哦！ （朱光明）

竣工于1994年的营门口立交桥，长期
以来一直是成都西边的要口。自行车、电
瓶车、小汽车在显得阴暗的桥下面一拨一
拨交互着穿过，更加显得混乱。民工将电
瓶车停在一边，他们背着背篓，带着工具，
挂着打洞、装修的牌子，东张西望地等待
着生意，实在闲得慌一群人就扎堆在花台
上打着扑克。

晚上的营门口立交桥则安静了许多。
一个治安巡逻的车子停在下面，偶尔几个
人在小路上跑步，守公厕的叔叔阿姨还在
打扫卫生，四医院的牌子在闪着光，老远
就看得见，是害怕有人找不到方向吧。

热闹只属于往蜀汉路方向的右侧。晚
上8点，桥边菜市场早已关门，附近小区的
一群中老年人在我从来没听过的老歌中缓

慢地开始了舞蹈。跳的还不是有人领头并
且动作统一的广场舞，她们在跳交谊舞！

两人一组，一个女的一个男的，或者
两个都是女的，一个人也不只有一个舞
伴，你想邀请谁就邀请谁，手牵手，搂着肩
膀，随意自然。还有一个人来跳的，把狗往

旁边一栓就可以在节奏中欢快的扭起来，
幅度越大，越看得出自信。

说是一群人，其实是两个队伍。每个
队站一块地方，分别带一个音响，各放各
的，各跳各的，虽然都是跳交谊舞。很明显
是右边那队人看起来更加正规，街边一排

塑料小板凳，凳子前面堆衣服，跳累了就
坐，而左边的只能坐在冰冷的花台上。

两队互不影响，跳到晚上10点，风口
上的风更大，温度更低了，他们就都撤退
了。送走这群人，营门口立交桥也在安静
中等待第二天的川流不息。

扫码关注“成
都Big榜”——
这里有成都最
具发现眼光的
“口碑榜单”。
谈资出品。原
创干货，独家
发布。

从来都不是
没有故事的
立交桥
在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总有一个个秘
密世界。比如立交桥，也许你每天早晚
高峰坐着公交从桥上呼啸而过，却从没
见过夜晚桥下的鲜活人生。黑暗中，桥
底下的人点起暗淡灯光，或展露歌喉或
扭动身躯，有人运来新鲜水果售卖，也
有人摆起小桌开始织绣……他们，活成
了桥下的太阳。 （彭拉康）

@@成南立交成南立交
老年乐队
的大舞台

人南立交绝对算得上成都的立交桥
中的一股清流——每到周五晚上7：30，这
里就成了第二个人民公园，因为有个中老
年乐队要进行演出了！

这个乐队的名字很牛，叫“老成都神
仙乐队”，在人南立交桥下一唱就是15年。
这个 20 多个人的乐队，要从晚上 7：30 唱
到接近10点。

报幕员来到“舞台”正中“指挥”，坐在

一边的表演者便一个接一个地“上台”献
唱。演员都是精心打扮后才上台的。男声
独唱、女声独唱、男女对唱都有，演唱的歌
曲都是上世纪的老歌，每表演完一首，下
面就是热烈的巴巴掌。伴舞的爷爷婆婆也
有，有个穿白衣服的大爷，一晚上起码要
跳七八支舞，精神只好。

何大姐是乐队的负责人。听何大姐
讲，光是桥墩壁画下坐着的这支乐队，前

后的投入可能就有20多万，买鼓买话筒，
基本都是她出，幸好丈夫支持她的爱好。
最初只有几个人，就拉拉二胡演演民乐，
后来何大姐力排众议引入了军乐的表演
形式，鼓呀，电子琴呀，小号这些齐活了，
表演的气势就上来了。

看的人也很积极，据说很多都是提前
一个小时带着小板凳来占前排位置的。演
出正式开始，舞台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全是

人。听众主要是中老年，偶尔也有路过的
年轻人凑过去看个稀奇。

人南立交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修建
而成，起先下面是密密麻麻的商铺，90年
代末被拆除换成了大片草坪。现在的景象
来源于2001年底进行的第三次改造，桥下
变成了开放式的老成都民俗公园——浓
缩的成都文化景观，整个一老成都沙盘的
感觉。

除了周五的演出，夜晚的桥下通常灯
光暗淡。通道两侧是隔开的艺术品市场，
开了10多年，东西类型很统一，大多是绣
的画。偶遇一个正在这里学蜀绣的外国朋
友，她已经学了差不多一个月，每晚都来。
她会讲八国语言，唯独讲不了中文，真的
没法聊天。

桥上越是川流不息，桥下就越是像个
隔绝的孤岛。热闹与冷清，这就是人南立
交的两面。

@@双桥子立交双桥子立交
天天都有
演唱会

百转千回的双桥子立交桥路况有点
复杂，我到现在都没有摸清楚所有出口的
方向，常走错路。而在双桥子立交下，有一
个公开的秘密基地却很难错过：每天下午
和晚上都有演唱会在这里上演。

每到傍晚，顺着歌声和灯光走，饶过
几个桥墩，豁然就会出现一坝坝人，电瓶
车堆围着人堆，人堆里围着的就是这群开
演唱会的叔叔嬢嬢了。

虽然只是一个露天坝坝，但演唱会的

装备齐全得很。音响、灯光、伴奏、背景幕
布一个不少，乐器也是中西结合，键盘、架
子鼓、笛子、萨克斯都有，还有专门的摄像
师，俨然和专业。

主持人一个个报幕，叔叔嬢嬢些就盛

装上台了，丁字步，刘欢手，仰头回首，时
不时跟观众互动，台风满分！节目花样也
多，大部分是唱歌，独唱、合唱都有，偶尔
穿插些二胡、口琴演奏。

乐团的人会带头献塑料花献哈达，观
众也会跟风。但是花和哈达都要花钱买，
像极了网络直播中的送房送车送钻石。花
和哈达都是循环利用的，观众献上去的最
后又返还到了卖的地方，然后下一个人开
唱的时候又会有人来这里拿花献上。

我观察了一个爷爷很久，我刚去的时
候他就站着。后来一位红衣大姐唱歌时，
他上去献了一次花，又买了杯茶水继续坐
在旁边看，非常投入，不停鼓掌。爷爷说他
在这里听歌很久了，每天两场，下午2：30

一场，晚上7：30还有一场，每场要吼三个
多小时。

乐团的成员都是些退休职工，喜欢音
乐，平时闲着也是闲着，就自发组起了乐
队。再加上些文工团的老战友，专业的带
业余的，乐团就越搞越壮大。

双桥子立交离居民区较远，桥下一半
的空地也不会有车流经过，简直就是天然
的娱乐休闲场所。爱听的人天天都来，不
爱听的觉得这是噪音。投诉不少，但是乐
团也还是没走。观众一半都是骑电瓶车来
看演出的，男性居多，老年人居多。看他们
投入的样子，可能不等乐团散场，都不会
走。这些寂寞的没人陪伴的人，以这样的
方式凑在一起，互相取暖。

@@营门口立交桥营门口立交桥
无声的
交谊舞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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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 ◎牧青

轻轻一剪
陈旧的时光，熬白的往事
就断了
如果乡愁也可以这么剪断
国愁也可以这么剪断
天下愁也可以这么剪断
更重要的是，伊人不在时
相思愁也可以这么剪断
我就天天
给理发师磨刀

入入//围围//作作//品品

《宽窄巷子》 ◎张旭升

眼睛看到的
宽和窄是一种现象
深度浅就宽
深度长就窄
对精密部件而言
多一丝是宽
少一丝是窄
对哲学家而言
宽和窄可以互换
窄变成宽，宽变成窄
人心都在方寸之间
让一寸是宽
占一寸是窄

《迎春花的宿命》◎姚茂敦

昨夜，还是冷风肆虐
今晨，春天已被一朵花吹醒
从未含泪赞美
任何掌握生杀大权的人
但，那朵冷艳的迎春花
以无人留意的方式
瞬间击碎那根藏在最底层的骨头
为众生点燃生机
孤独，渺小，籍籍无名
不！不！这些都不重要
年复一年，能准时叫醒
慵懒春天
是迎春花最凄美宿命

本周入围头条诗人的作者，有来自
甘肃平凉检察官诗人张旭升的《宽窄
巷子》、成都诗人姚茂敦的《迎春花的
宿命》和来自安岳诗人牧青的《理发》。
最终，过半数的评委认为：《理发》一诗
将乡愁、国愁、天下愁、相思愁，抽丝剥
茧，收束妥帖，将其评为《诗歌集结号》
第 20 位头条诗人。

牧青原名李昌醛，四川安岳县人，早
在少年时就曾在《沱江文艺》发表诗歌，
成家后忙于生计，放下了诗歌创作。直到
2012 年，才又重新拿起了写诗的笔，他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我期待写出的每一

首诗，包括每一句诗，都能读懂，降低阅
读门槛，但必须要让读者，在诗里触碰到
情感，享受到美好的意境。”

谈到此次的获奖作品《理发》时，牧
青说，确实是他在理发后回家的路上构
思完成的，“几乎可以说是偶然得之。没
有其他太多的心得。”11月28日晚上，牧
青觉得无聊，便到镜边好好端详了一下
自己，觉得头发长得实在不像样子了，一
看时间，才8点刚过，便决定去附近的理
发店，剪一回头发。

理发师几乎没费工夫，几分钟就把
头发剪好了。头上的负重感瞬间消失，好

不轻松。“回家的路上，心里自然就窜出
两句诗：轻轻一剪/陈旧的时光，熬白的
往事/就断了……到家后坐在电脑边，很
快就完成了这首诗。”牧青说。

有趣的是，牧青自己热爱诗歌多年，
放下了又回头继续写，但如今却又反对
儿子追求文学梦。不过，他的反对似乎并
没有什么效果。记者注意到，在牧青参评
头条诗人时，他的儿子就曾到场助阵，并
发表了精彩评论。牧青自己也说：“虽然
平常和儿子谈论诗歌的时候不多，但他
绝对是我的粉丝。我的每一首诗，他都发
自内心的喜欢。” （朱光明）

本周头条诗人：牧青

【颁奖词】
词与物的互为揭蔽与命名，虚与实的

场景转换与敞亮，令《理发》一诗横生妙
趣。旧曲新声，乡愁、国愁、天下愁，还有相
思愁，抽丝剥茧，收束妥帖。旧愁新剪，最
后一句亮了整首诗。

【获奖诗人】
牧青，本名李昌醛，生于1965年，大

学学历，安岳作协副主席。在《星星》、《青
年作家》、《绿风》等刊物发表作品若干。

《诗歌集结号》致敬新诗百年系列第六场
女诗人潇潇成都诗会20个读者名额已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