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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感
受国宝大熊猫的憨态可掬，在
武侯祠幽林深处品读诗圣杜甫
笔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
雄泪满襟”的情怀……

昨日，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 、武 侯 祠 等成都的招牌景
点，迎来了近百名中外嘉宾，他
们 都 是 此 次 莅 临 成 都 参 加

“2017成都国际诗歌周”的诗
人。到成都的这两处景点，既来
参观也为采风。诗意的成都让
眼光敏锐的诗人们找到了创作
的灵感。

乌拉圭诗人爱德华多·埃斯皮纳：
成都让我点燃了创作激情

“到成都两天了，我每天都
要写两三首诗，成都简直点燃
了我的创作热情。”乌拉圭诗人
爱德华多· 埃斯皮纳笑着说。
埃斯皮纳被认为是拉美最具原
生特色的诗人之一，曾获得乌
拉圭以及拉美、欧洲等多项国
际诗歌的奖项。如今，埃斯皮纳
在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担任
诗歌和文学创作教授。

在这位诗人看来，成都的
建筑、热情的人民和诗人朋友
们，让他有了很多创作灵感。也
许是时差的原因，晚上睡不着
觉时，整个头脑里就浮现在成
都看到的种种，文思泉涌，不停
地写。埃斯皮纳说，虽然这是他

第一次到成都，但总觉得此前
来过这里，这里的慢生活感觉
时间像停止了一般。

爱沙尼亚诗人尤里·塔尔韦特：
成都人的热情发自内心

“这是第一次来成都看熊
猫，虽然人太多，但总算看了一
眼真正的熊猫。”爱沙尼亚诗人
尤里·塔尔韦特走进大熊猫繁
育研究基地，手中的相机就一
直“咔擦”不停，他希望将眼里
所看的一切都带回家乡。尤里·
塔尔韦特是爱沙尼亚最重要的
国际诗人之一，自1992年开始
在塔尔图大学担任教授，2016
年成为欧洲科学院成员。

塔尔韦特说，他阅读了不
少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深邃
的思想让他着迷，这一次来到
曾在古代书籍中多次出现的成
都，也让他感叹这里的风土，

“我非常喜欢成都，这里的人们
很热情，发自内心的热情。离城
市不远还有这样一片森林，熊
猫在这里快活地成长。”

美国诗人徐贞敏：
特别喜欢武侯祠的古建筑

“成都有很多艺术家，刘家
琨、何多苓、张晓刚……为成都
增添了很多艺术性。”走在路
上，美国诗人徐贞敏用英文向
诗人们介绍成都，俨然一个成

都通。除了会说一口流利的中
文，徐贞敏甚至对成都街头的
茶馆、小吃店都了然于心，“我
1994年第一次来成都，就是因
为诗歌，认识了翟永明。1999年
至今，我每年都来成都至少两
三次，我太喜欢这里了。”

徐贞敏说：“我第一次踏足
成都的时候，曾去拜谒过望江
楼的薛涛像。拜读杜甫的作品
之后，又慕名去了杜甫草堂。武
侯祠也来过很多次，特别喜欢
武侯祠的古建筑。”徐贞敏说，
这些木结构建筑让她读懂了成
都的历史和风韵。

意大利诗人伊戈·科斯坦佐：
成都处处诗意盎然

“这个熊猫是送给我两岁
女儿的礼物，这把羽扇则是我
送给自己的。”意大利诗人伊
戈·科斯坦佐说。熊猫玩偶是科
斯坦佐上午游览熊猫基地时购
买的纪念品。伊戈·科斯坦佐是
意大利新生代诗人，同时也是
一名编剧和歌词创作者。

科斯坦佐是第一次来到
中国，成都成为他认识中国的
第一扇窗户，疏密有致的竹
林、丰茂参天的古树、亭台楼
阁……被科斯坦佐留在相册
和记忆里，“也许我会马上就
有写诗的感觉，生活在这里，
处处诗意盎然。”

【诗人简介】
陈 小 平 ，

笔名野岸，著
名诗人，中国
作 家 协 会 会
员，四川师范
大学教授。著
有诗集《倾听
微笑》《雪的声
音》《说声再见》
等多部。

诗歌大咖点赞成都
“到成都两天了，我每天都要写两三首诗，成都点燃了我的创作热情。”

看/成/都
外国诗人

“我真的很喜欢成都，喜欢
这里的生活。”在“2017成都国际
诗歌周”的30多名国际诗人中，有
3位诗人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年仅30岁的英国诗人施笛闻就
是其中一名。施笛闻不仅是一名
诗人，也是翻译家。施笛闻介绍，
他正在翻译成都诗人马雁的作
品，“她的作品让我很吃惊，没想
到是出自一名女子，读了一次
后，我就喜欢上了，一定要把这

些作品介绍给欧洲。”
施笛闻2010年来到中国，

当时他对中国古诗词充满热
情。他最喜欢李白的《将进酒》，

“我喜欢他享受生活的洒脱态
度。”施笛闻说，中国古诗词精
微深奥，“短短一段，我需要阅
读几小时。除了李白，我还喜欢
苏轼杜甫。”此次国际诗歌周，是
施笛闻第三次来成都，“成都给
我的感觉是很悠闲，我知道成都

人很爱阅读，成都有很多有分量
的诗人。其实我一直都打算到成
都来长住，但我怕来了就不想走
了。”施笛闻说，诗人为什么都喜
欢成都？因为成都人真的特别热
爱生活，也能享受生活。这样的
生活方式能给予诗人极大的创
作养分，因为成都这个城市总能
让你静下心来感受生活、反思自
己。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刘海韵

译/成/都
外国诗人

英国诗人、翻译家施笛闻：

正在翻译成都诗人诗作正在翻译成都诗人诗作 推荐到欧洲推荐到欧洲

夏末秋初，成都因诗而春意
盎然。昨晚，2017成都首届国际
诗歌周在成都隆重开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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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罗塔列娃等
来自近30个国家共30余位世界
著名诗人，以及鲁迅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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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聚成都，感受诗歌之
城的独特魅力。

今日，近100名中外诗人还
将来到杜甫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草堂。在这千年前成都诗歌
的文脉，来一场城市与诗歌的邂
逅——草堂读诗。

吉狄马加：
成都从古至今是诗歌重镇

作为从四川走出，享誉全
球的中国诗人，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吉狄马加用历史和现实

的例子证明了成都诗歌之城的
地位。吉狄马加说，不用再去回
顾历史，就发生在20世纪70年
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现代诗歌
运动来讲，蜀地诗群就是唯一
能与北京现代诗群难分伯仲的
诗人群体，这一影响深远的现
代诗歌运动，其中心就在成都。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中国诗坛
最活跃、最具有影响力的诗人，
起码有数十位是从蜀地走出来
的。成都又一次穿越了历史和
时间，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始终
保持了诗歌地标的重镇。

“你说这一切难道是偶然
的吗？我的回答，那当然不是！”
吉狄马加说，如果说一个人的
身上会携带某种独特气质的传
承，一个族群的集体意识中有
无法被抹去的符号记忆，那一
座城市难道就没有一种隐秘的
精神文化密码被传递到今天，
我们的回答同样是肯定的，否
则我们就不会也不可能去解析
一个并非谜一般的问题，那就
是为什么从古代到今天，成都
这座光辉的城池与中国诗人结
下的生命之缘是如此深厚。尤其
是本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如期成
功举办，再一次证明我对这座光
荣的诗的城市的认识和判断是
正确的，“我相信来自世界不同
国家的诗人们，最终也会得出这

样一个结论。朋友们，在我们的
眼前的这座诗歌与光明涌现的
城池——就是成都！”

成都元素感染全场诗人

开幕晚会主题为“天府诗
韵”，整个舞台设计和节目充满
成都元素，舞台正中一轮明月高
悬，两侧则是老成都的青瓦灰
墙，熊猫、芙蓉花等成都元素随
处可见。晚会选择的诗歌也别
有特色，除了古代诗人描写的
关于成都的诗歌，也是中国新
诗一百年的回顾。

诗歌朗诵也融入中国特色
和成都元素，融合交响乐、舞蹈、
民谣等各类艺术表现形式，让中
外诗人深刻感受中国诗歌文化、
品味成都诗意生活。前来成都参
加国际诗歌周的国外诗人盖佐
朗、切利朗也朗诵了自己的诗
歌，带给成都观众别样的异域风
情。盖佐朗也表示，成都除了风
景优美、文化底蕴深厚，也是一
座有灵魂的城市。

2017成都首届国际诗歌周昨晚开幕

今日中外诗人今日中外诗人
草堂读诗怀念杜甫草堂读诗怀念杜甫

吉狄马加

参加2017成都首届国际诗歌周的近百名中外嘉宾昨日游览了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武侯祠

嘉宾购买熊猫玩偶

我的成都（组诗）
◎陈小平

过客
十八岁那年，我只身来到成都平原
住在东郊叫狮子山的地方
我娶了一个漂亮的成都姑娘
后来，她跟了别人
我和现在的妻生了一个儿子
他每天醒来便冲我莞尔一笑
脸蛋上挂着两个小小的酒窝
好像在说：老爸，早上好
在一些寂寞的午后，或者黄昏
我会偶尔忆起父亲，他年轻的时候
也生活在这座城市，像成都人一样
给远方的乡亲留下神秘的传说
我在这里已经三十余年了
除了学会忘记泪水
那些懂我和爱我的人
他们正一个个离开我的身边

穿透岁月的阳光
东篱菊园 这座城市的初冬
难得一见的阳光穿透岁月
引燃了家乡屋后那坡
星星点点的野菊
根须一样触摸我的内心
直至多年想抵达的深处
而远处斜阳下的古塔
早已扯起巨大虚幻的幕布
上映着古典诗词的光芒
作为城市对乡村的向往
沦为背景的菊花
荡涤着温情而忧郁的微笑
有城里的小孩在花间行走
这使我想起我的灵魂
也一直行走在路上
那些孤独和坎坷的足迹
极像大街上的雨点和落叶
铺满我失眠的诗行
我至今不明的是
什么迷醉了我的性灵
付诸半生光阴，我的肤色
也无法与城市的雕塑融合
或许，这初冬难得一见的阳光
将穿透岁月，伴我一生

庆幸有成都，给我抹掉疼痛
风追逐着落叶，昨日梦境，如余晖
悬挂在城楼寂寥的孤烟上
一个人的灵魂在流浪，孤单地
无论繁华，还是凋零
现在我可以对你们说：我爱你
而我的嗓音还在襁褓之中
思念像一座漂浮的岛屿，水鸟
却在另一条遥远的海岸线飞翔
我不能这样苛求自己，把卑微和孤独
作为生存的姿态。挣扎，没有声音
我早已知道，告别渡口，便是渡情渡难
而我总是被囚禁，在远逝的时光里
庆幸有成都，给我抹掉疼痛
一些温暖的语词渐渐在身体里发芽

一座城市走进我的心灵
这是一次臆想的花汛
有形的东西怎么会
在无形中生长
更深的夜里，我确实听见
她的一些猜测
和破碎的记忆
如更鼓，清脆地敲响怀念之外
一匹失眠的黑马，疾驰
从铺满忧郁的稿笺上
它踩碎了行走的风景
却无法把经历的一切
全部带到终点
当成都这座城市
真正走进我的心灵
就像疼痛的往事被岁月卷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