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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声明·公告
●四川现代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原法人章 (李亚中，5101�
008323145)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籍田老石豆
花饭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92510100MA6CG84Y11)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高新乌苏里人家农家菜馆税
务登记证副本（230833197705�
29002401）遗失作废
●郫县唐文静老胡记棒棒鸡腌
卤店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注册号：510124600112413）
●杨继辉购买新希望国际B座
1207号房，全款购房收据遗失，收
据金额为988472元，特此声明
●认尸启事：2018年09月01日5
时30分许， 在S2成巴高速公路

24KM+300M路段发生一起轿
车碰撞行人的道路交通事故，事
故造成行人死亡。 死者无名氏，
男， 年龄约60岁， 身高约152厘
米，上身穿绿色短袖T恤，下身
穿黑色格子短裤，赤足。现寻死
者家属，请知情者速与四川省公
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一
支队七大队联系。 联系电话：
13696069220、028-61563110

●兰林 51010319590321397X秦
梅 510102196511301469身份证
于2018.09.12遗失， 遗失起非本人
使用该身份证引起的一切法律责
任，本人一概不予承担。
●成强， 身份证 （号：510102�
197209083514， 有效期：2011年
11月22日-2031年11月22日）于
2018年9月12日遗失， 遗失起非
本人使用该身份证引起的一切
法律责任，本人一概不予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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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风了
起风了 我爱你 芦苇
野茫茫的一片
顺着风

在这遥远的地方 不需要
思想
只需要芦苇
顺着风

野茫茫的一片
像我们的爱 没有内容

没有比书房更好的去处
没有比书房更好的去处

猫咪享受着午睡
我享受着阅读带来的停顿

和书房里渐渐老去的人生！

有时候 我也会读一本自己的书
都留在了纸上……

一些光留在了它的阴影里
另一些在它照亮的事物里

纸和笔
陡峭的内心与黎明前的霜……回答的
勇气
——只有这些时刻才是有价值的

我最好的诗篇都来自冬天的北方
最爱的人来自想象

在这苍茫的人世上
寒冷点燃什么
什么就是篝火

脆弱抓住什么
什么就破碎

女人宽恕什么
什么就是孩子

孩子的错误可以原谅
孩子 可以再错

我爱什么——在这苍茫的人世啊
什么就是我的宝贝

合影
不是你！是你身体里消失的少年在
搂着我
是他白衬衫下那颗骄傲而纯洁的心
写在日记里的爱情
掉在图书馆阶梯上的书

在搂着我！是波罗的海弥漫的蔚蓝
和波涛
被雨淋湿的落日 无顶教堂
隐秘的钟声

和祈祷……是我日渐衰竭的想象
力所能企及的
那些美好事物的神圣之光

当我叹息 甚至是你身体里拒绝来
到这个世界的婴儿

他的哭声
——对生和死的双重蔑视
在搂着我

——这里 这叫做人世间的地方
孤独的人类
相互买卖
彼此忏悔

肉体的亲密并未使他们的精神相爱
这就是你写诗的理由？

一切艺术的源头……仿佛时间恢
复了它的记忆
我看见我闭上的眼睛里
有一滴大海
在流淌

是它的波澜在搂着我！不是你
我拒绝的是这个时代
不是你和我

“无论我们谁先离开这个世界
对方都要写一首悼亡诗”

听我说：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
向自己道歉的

确认
那是月光
那是草丛
那是我的身体 我喜欢它和自然在
一起

鸟儿在山谷交换着歌声
我们交换了手心里的野草莓

那是湿漉漉的狗尾巴草 和它一抖
一抖的
小绒毛 童年的火柴盒
等来了童年的萤火虫？

哦那就是风 它来了
树上的叶子你挨挨我 我碰碰你
只要还有树
鸟儿就有家

那是大雾中的你
你中有我？

那是我们复杂的人类相互确认时
的惊恐和迟疑

漫长的叹息……就是生活

生活是很多东西 ！

而此刻 生活是一只惊魂未定的蜘蛛
慌不择路
它对爱说了谎？

生活
我珍爱过你
像小时候珍爱一颗黑糖球
舔一口马上用糖纸包上
再舔一口
舔得越来越慢
包得越来越快
现在只剩下我和糖纸了
我必须忍住：忧伤

幸福
大雪落着 土地幸福
相爱的人走着
道路幸福

一个老人 用谷粒和网
得到了一只鸟
小鸟也幸福

光秃秃的树 光秃秃的
树叶飞成了蝴蝶
花朵变成了果实
光秃秃地
幸福

一个孩子 我看不见他
——还在母亲的身体里
母亲的笑
多幸福

——吹过雪花的风啊
你要把天下的孩子都吹得漂亮些

想兰州
想兰州
边走边想
一起写诗的朋友

想我们年轻时的酒量 热血 高原之上
那被时间之光擦亮的：庄重的欢乐
经久不息
痛苦是一只向天空解释着大地的鹰

保持一颗为美忧伤的心

入城的羊群
低矮的灯火

那颗让我写出了生活的黑糖球
想兰州

陪都 借你一段历史问候阳飏 人邻
重庆 借你一程风雨问候古马 叶舟
阿信 你在甘南还好吗！

谁在大雾中面朝故乡
谁就披着闪电越走越慢 老泪纵横

个人简历
使我最终虚度一生的
不会是别的
是我所受的教育 和再教育

草堂读诗
杜甫 今天我们在你家院子里读诗
今天世事变轻 时间放慢

你生前见过洋人？
现在他们都来了 身体微俯

对你——行拱手礼
你坐着听 雨雾坐在飞檐上
我们站着诵 就像月光站在月亮下

一缕炊烟从谁的嗓音里飘出
你认识它里面的五谷和朝露

我们只认识这两个字
和高大烟囱的滚滚黑烟

嗯 不是所有的法国诗人
都会带来《米拉波桥》

骤雨初歇 它突然的停顿里
有一座教堂升起 翻译过来是说：

有人厌世
有人靠祈祷生活

南村群童在哪里？我指指你
又指指花草树木 地上的坑坑洼洼

浣花溪畔 我顺便告诉他们：
杜甫时代的秋风已经结束了！

昨日下午，“无法阐释的
诗歌之美”鲁奖诗人娜夜诗学
讲座暨“可以触摸的心跳之
妙”娜夜诗歌朗诵会，在成都
杜甫草堂博物馆举行。

此次活动，由杜甫草堂博
物馆、成都商报社联合主办，
草堂艺术中心、诗歌集结号联
合承办，成都嘉祥外国语学
校、四川战旗嘉祥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联合协办，旨在弘扬天
府文化，传承诗圣精神，向同
样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杜甫
和鲁迅致敬。

来自嘉祥的师生现场朗
诵了著名诗人、第三届鲁迅
文学奖诗歌奖得主娜夜的代
表诗作，现分享给读者。

娜夜，
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

系，现居重庆。曾长期从事
新闻媒体工作，现为专业作
家。著有诗集《娜夜的诗》

《睡前书》《个人简历》《起风
了》《神在我们喜欢的事物
里》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十
月文学奖，天问诗人奖等。
2005 年《娜夜诗选》获第三
届鲁迅文学奖。

娜夜
诗选

寒冷点燃什么寒冷点燃什么，，什么就是篝火什么就是篝火

2018年9月15日 星期六08诗歌集结 分享有诗意的生活

周末特稿 天天天下故事 人人人生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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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愿内在差一些

也想有头发
“这么多头发，排水沟的

清洁太麻烦了！”日本北九州
特多拉连锁酒店的清洁工有
一天这样抱怨道。刚好这句
话被老板三浦孝司听到了，
他心想，要是每个顾客都没
什么头发可掉，应该就没有
这个问题了吧。

于是，三浦出了一项政
策：凡是被认定为头发稀少
的顾客，可以在特多拉酒店
享受住宿费便宜 500 日元
（约合人民币30元）的优惠。
这项政策，从2014年8月开
始逐渐在各个连锁酒店推
广。事情被日本电视台报道
出来，成了日本一个有趣的
正能量新闻。

想获得这项优惠的顾
客，需到前台申请。接到申请
的前台职员，会根据顾客头
发的稀疏程度来决定是否给
予打折。2015年秋天，有两
位日本顾客来到酒店前台申
请，前台职员对两位顾客的
头发进行了检测判断，很快
结果出来，一个人被告知
“OK”，另一个人被告知
“NO”。两个客人的心情差不
多：悲喜交加。被“OK”的人
呢，高兴自己可以获得优惠，
当然，不高兴的是，也没有头
发可掉了，不会给酒店清洁
工添麻烦。被“NO”的人呢，
庆幸自己还有一大堆头发可
以“新陈代谢”，当然，没得打
折，也有点扫兴。

当网友纷纷给酒店老板点赞
时，有人发现，三浦本人就是一个
光头。为了宣传这项优惠，酒店门
口放上了三浦的秃头造型，大展笑
容欢迎顾客光临。也有人对只优惠
500 日元表示不满：“为了 500 日
元，被非专业人员判定为秃头，还
有尊严吗？”不过多数人还是觉得，
这项优惠给冷漠的日本社会带来
了一股暖流。一位秃头二十年的日
本人说：“这个世界早就该给我们
一些关爱啦！”

日本号称“亚洲第一秃头大
国”。按理说，应该习以为常才对，
可日本社会却对秃头蛮“苛刻”的。
在中国，有一句俗话“十秃九富”，
意思是十个秃头里有九个是富翁。
按照这个说法，“秃头”某种程度上
成了财富的象征。可是在日本，“秃
头”却可以成为一句骂人的话。

日本电视台曾做过一个“世界
秃头地图”，秃头率最高的是捷克，
高达约43%，接近一半的男性是秃
头。可是，在日本，虽然秃头率亚洲
第一，但在世界范围内，还算可以，
只是27%左右，也就是四个日本男
性中，一般有一个秃头。曾有一本
杂志列出日本男性聊天的禁忌，其
中秃头跟收入、身材并列前三位。

日本人对于秃头真的十分在
意。一位家庭主妇说，每天起床后，
老公的心情是根据枕头上有多少
根头发而定的。如果是重要的日
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老公起床
前，偷偷用透明胶把他掉的头发粘
干净。这样他起床后发现昨晚没掉
一根头发，心情肯定大好。还有一
位男性称“宁愿得癌症，也不想秃
头”，这句话不见得是夸张，毕竟日
本的癌症率跟秃头率不相上下。

日本市场上，关于解决掉发、
薄发、秃头等问题的产品及服务十
分繁杂，还有很多临时性的办法，
比如有一种喷雾，黑色素可以均匀
地附着在头发上，让头发变得更
粗，看起来更浓密亮泽。

对于超过 1/4 日本男性秃头
的现象，一直以来都有各种解释。
流传最多的解释是日本人活得压
抑、工作压力大之类的原因。但日
本人自己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同样
都是压力大，为什么前东京都知事
就是个秃头，而首相安倍晋三就头
发浓密到发际线太低？

日本秃头男性更喜欢把秃头
的原因归结为遗传。哪怕你作息规
律、身体健康，如果父亲是秃头，秃
头的概率就会比较大。所以对于解
决秃头问题，有日本人直接说：“还
是期待下辈子再解决吧。”

四个日本男性中，一般有一个秃头

头发又被称为“烦恼丝”，可
“烦恼丝”掉了也烦恼啊！一位日本
男性说：“没有比日本对待秃头更
苛刻的国家了吧，在日本，秃头等
于被宣判死刑。”

秃头会影响颜值，怎么办？只
能祈求女性懂得欣赏秃头美或者
重视内在美了。村上春树就曾在一
个读者交流会上说，他收到过很多
因头发稀少而被喜欢的女性嫌弃
的读者的来信，他非常同情他们。村
上在交流会现场呼吁女性说：“全国
未婚的女性们，请你们对秃头的男
性宽容一点！头发多少不是重要的

问题，重要的是人品！两个人在一起
能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没想到村上这一番同情话并
没有让秃头男性多开心，而是被调
侃了一番。有的说：“村上，你还没
有秃头，你同情我们的话，你把头
发贡献出来啊！”有的说：“我宁愿
内在差一点，也要头发。”

“宁愿内在差一些，也要头发”
虽然有玩笑成分，却是不少秃头男
性的真心话。因为内在差一点，可
以隐藏在里面，而外在形象却时时
刻刻暴露在外人面前。这对于极其
具有“羞耻”观念的日本人来说，是

一种无时不在的潜意识煎熬。
更可恨的是，秃头有时候还被

认为是“坏人”。NHK曾报道，在东
京港区新桥，一位叫矢鹿本英树的
年轻人，因为发际线比较高，邻居
感觉很可疑，就举报了他，警察马
上过来把他抓了。后来审问的结果
是无罪释放。不过这件事也算完成
了矢鹿本的一个心愿，因为在被审
问的时候，他告诉警察他小时候的
梦想就是上电视。

正是因为对秃头的这些“苛
刻”，所以三浦的秃头打折优惠才
会显得正能量满满。（据《看世界》）

请宽容一点，头发多少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