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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苇，著名诗人，《西部》杂
志总编，首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
者。这次来到天府之国的成都，
沈苇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成都商报：您曾到过成都
吗？能谈谈您眼中的成都吗？

沈苇：我两次到成都都是
路过，遗憾没有好好游览，但这

座城市依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
象。那次来成都，成都的作家蒋
蓝陪我夜游锦里，让我看到了
白天之外的另外一个成都。即
使是夜晚，也是生机勃勃。年轻
人从光影中走过来，每个人都
看起来特别漂亮。我当时就给
蒋蓝说，“中国人如果都拥有锦

里年轻人的那种活力，我们国
家的幸福指数应该会更高。”那
种活力现在想想都让我感动。

成都商报：您对这次国际
诗歌周有什么样的期待？

沈苇：就像吉狄马加主席所
说，成都是“诗歌与光明涌现的
城池”，这是诗意美好的表达，也

是这次国际诗歌周的宗旨所在。
这次来了30多个国家的诗人，
是一次很好的交流。文化交流可
能没有经济交流的效应那么快，
但这种高端的文化活动会塑造
城市文化形象。从长远来说，国
际诗歌周将成为成都的又一张
名片。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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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梁晓明

她在公元五世纪开始梳妆打扮
到西汉已经出落成六大美女
三国时，她嫁给了刘备
到北宋，她开始实行
世界上最早的计划经济
整整两千六百多年
她存钱，辛苦劳作
终于生养了
都江堰、武侯祠
杜甫草堂、金沙遗址
到今天，研究吃
研究精神生活更高的启示
她写诗，出诗刊，广交诗友
一条巷子也要分出宽窄的精细
使我这来自杭州的异乡人
像来到故乡
我东看
西走
把这个美女记在了心里

紫薇颂
——成都紫薇花海献诗
◎凸凹

当紫薇成海，岂止陪伴黄昏的紫薇郎。那些
名叫紫薇姑娘的校花、影星、名媛，
那些人类身体内部的花儿与尖叫
退了回去——就像种子生翅，
破土而出，从另一个季候飞来，大灌木
落叶如琴语，小乔木反面生长。当
紫薇成海，颜色就不重要了，
气息和药性也不重要——那一刻
只有空气、阳光和水分重要。
——同理，美，修辞，逻辑，也不重要了。
当紫薇成海，夏天的火焰
过不了百日山，过不了被花儿们
用绽放的弱小，一步步逼成的窄门与死角
——但，即使逼成的自由
也有比阳光更加阳光的树阴与祥云；
而风，召回习惯的易帜的力量，
坚决地站在了风的一边——火焰
有冰山的硬，也有冰淇淋的凉快。当
紫薇成海，陆地就成为另外的陆地，
成为生活的少数。看得见和看不见的
都是：处低的高点，
血管的银河系，正大把大把分布毛细的星辉；
而一朵一朵又一朵的
微积分与循环术，还在成都的北部地区
梳妆、沐浴、跑马、约会
旁若无人，形成自己的镜中的海岸线……

成都的两座楼（二首）

◎向以鲜

川大的红楼
如果没有这座红楼
川大将失去多少颜色
如果没有这座红楼
川大将失去多少气息
纯正的建筑语言
那种红，红得并不耀眼
雕梁的沧海，画栋的桑田
望柱望断百年秋水
如果没有这座红楼
如果没有这座闪着
古典光芒的壮丽楼阁
川大啊我绝不会爱上你

华西的柯里斯钟楼
认识这座钟楼很久了
却从来没有听见过
叩动心弦的声音
只有一次
我从湖水的倒影中
看见了，不，是听见了
纽约柯里斯医生
心跳的声音，和钟楼上的
针脚，完整地重合在一起

今晚 2017成都首届国际诗歌周将在成都开幕
城市，让我们诗意地栖居；

诗歌，让城市有了斑斓的色彩。
而成都，正是诗歌与光明涌现
的城池！

昨日，参加2017成都首届
国际诗歌周的近百位中外诗人
陆续抵达“诗歌之城”成都。就
在今晚，美国诗人梅丹理、英国
诗人斯蒂芬·切利、奥地利诗人
赫尔穆特·A·聂德、意大利诗人

伊戈·科斯坦佐、俄罗斯诗人安
娜·佐罗塔列娃、以色列诗人阿
米尔等来自近30个国家共30
余位世界著名诗人，以及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中
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叶
延滨、《诗刊》副主编李少君、
《世界文学》主编高兴、鲁迅文
学奖得主雷平阳、娜夜、李琦等
国内50余位著名诗人、诗歌评

论家、诗歌翻译家，将云集成都
广播电视台，启幕2017成都首
届国际诗歌周，开幕式以“天府
诗韵”为主题，领略天府之国的
诗韵之美，感受诗歌之城的独
特魅力。

未来几天里，成都绝对会诗
意盎然。诗人们将参加诗意成都
主题座谈（主题：现实和想象中
的城市与诗）、城市与诗歌的邂

逅——草堂读诗、青春的诗篇
——世界的语言诗歌进校园以
及行走成都创作采风等多个诗
歌活动。

在诗人们敏锐的眼里，成
都哪些人哪些景哪些物最打动
人？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了
前来成都参加本次诗歌盛会的
诗人们，诠释他们心中的“诗意
成都”。

这是我第一次来成都这是我第一次来成都，，
这里的一切让我着迷这里的一切让我着迷。。

成都商报专访罗马尼亚著名诗人迪努·弗勒门德

［注］ 四
川大学行政楼
（红楼）设计者
有二说：为梁
思成者出于时
任成都市地方
国营建筑公司
总 经 理 金 星
（王锐），为古平
南者出于老作
家马识途。仅
就建筑风格而
言，梁可能性
更大。柯里斯
钟 楼 （The
Coles Memo-
rial Clock
Tower），位 于
四川大学华西
校区，由纽约
柯里斯于1925
年捐资建成。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但
是第一次来成都，这里的一切
让我极为惊讶。”迪努·弗勒门
德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就在刚
到成都后，弗勒门德就迫不及
待地在成都街头逛逛，文殊院、
大慈寺、青羊宫的古建筑就吸

引了这位诗人，“这里的一切都
让我着迷。”

迪努·弗勒门德是罗马尼
亚著名诗人，也是罗马尼亚“布
加勒斯特城市诗歌奖”评委会主
席，就在今年5月，该诗歌奖颁
给了中国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对

于吉狄马加的诗歌，弗勒门德大
加赞赏，“让我们见识到了另一
个大陆，打开了另一扇门。”

对于在成都举行的诗歌
周，弗勒门德表示，自己非常
期待和中国文化的接触，因为
早在很多年前，他就知道了李

白、杜甫的诗歌，中国古老的
文化让人惊讶。而在认识吉狄
马加之后，他又发现，中国的
当代诗歌同样值得学习，“我
阅读了能找到的所有中国当
代诗歌，他们每个人的诗作都
有独到的魅力。”

成都的雅致从容成都的雅致从容
让成都滋生诗意让成都滋生诗意

昨日，著名诗人、中国诗歌
学会理事阿古拉泰作为2017成
都首届国际诗歌周的首批嘉
宾，已经来到了成都。作为一名
蒙古族诗人，阿古拉泰的诗歌
从来都离不开草原，但成都则
让他看到了另外的风景。在多
次到过成都的阿古拉泰眼中，
成都悠然、雅致、从容的，不急

躁不浮躁，这种环境和心境适
合诗歌生长，让成都滋生诗意。

成都商报：吉狄马加主席认
为成都是“诗歌与光明涌现的城
池”，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阿古拉泰：这个定位很好很
有意思，把成都诗歌的本质表达
了出来。事实上正是如此，成都
从古至今和诗歌、诗人就保持着

密切联系，可以说是光明涌动
的，成都很有诗意。我们作为外
地人来成都，能感受到这儿的人
们生活得很幸福，很安逸。

成都商报：您觉得成都的安
逸生活对诗歌有什么样的影响？

阿古拉泰：我觉得成都是悠
然、雅致、从容的，不急躁不浮
躁，成都人内心很稳定，这种环境

和心境是适合诗歌生长的氛围。
成都商报：这次来成都，您

会选择成都哪些方面进行创作？
阿古拉泰：我来过成都很

多次，比如杜甫草堂是我每次
来成都必去的地方，这些年过
去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好。这几
天我要好好感受下成都，关于
诗歌关于城市的思考。

成都人执拗的性格成都人执拗的性格
让他们在诗歌道路上积极进取让他们在诗歌道路上积极进取

“她写诗，出诗刊，广交诗
友。一条巷子也要分出宽窄的精
细。使我这来自杭州的异乡人，
像来到故乡……”这是著名诗人
梁晓明多年前来成都旅游时，写
下的一首《成都》，写尽了成都的
历史和当下，写出了一个诗人对
这座天府之国的留恋。

梁晓明，中国最著名的先锋
诗人之一，《北回归线》创始人之
一，曾出版诗集《开篇》《批发赤
足而行》《各人》。梁晓明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大家都在说成都、
四川是一个闲适悠闲的地方，
但另一方面，就他认识和所了
解的四川诗人、作家来说，他们

都是很有进取心的，是执拗的。
这种态度让他们在诗歌的道路
上积极进取，让四川的诗歌在
全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梁
晓明说，“吉狄马加主席说成都
是‘诗歌与光明涌现的城池’，
这当然是一个漂亮的诗意比
喻，也是名副其实的，成都绝对

是中国的诗歌重镇。”
梁晓明说，此次“2017成都

首届国际诗歌周”能加强各国诗
人的交流，意义非常重要。目前
国内有很多优秀的诗人，写的诗
作并不比国外的诗人差，我们需
要发掘并推出更多的中国优秀
诗人，把他们的作品推广出去。

夜游锦里夜游锦里
年轻人的活力至今让我感动年轻人的活力至今让我感动

“以前我只关注中国的传
统诗歌，但后来我读到吉狄马
加的诗歌后，这又给我们打开
了一扇门。”昨晚来到成都的
罗马尼亚著名诗人迪努·弗勒
门德，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
如此说。迪努·弗勒门德是罗马
尼亚“布加勒斯特城市诗歌奖”
评委会主席，就在今年5月，该
诗歌奖颁给了中国著名诗人吉
狄马加。此次在成都举行国际
诗歌周，弗勒门德希望增加对
中国现当代诗歌的了解。 12日，前来参加2017成都首届国际诗歌周的诗人高兴与迪努·弗勒门德合影。成都商报记者 张士博 摄

阿古拉泰阿古拉泰

梁晓明梁晓明

沈苇沈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