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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成都生活多年，紧挨着窄巷子的斌
陛街、西胜街，曾有我六十年前在成都的家。
宽窄巷子经过重建成为观光景区后，我就像
一个认真的观光客，闯进了宽窄巷子。闯进
去，颇感意外，宽窄巷子如此生气勃勃，商贾
云集，文化气氛浓烈。当年在《星星》诗刊出
入的青年诗人翟永明、李亚伟、石光华的西
式酒吧、川菜餐馆和他们的诗名一样声名显
赫，迎接一拨又一拨外国名流与本土食客，
成为此地的文化名片。川剧折子、盖碗香茶、
变脸、书法、会所小聚……几乎所有的成都
商业文化和市井消费，在此拼接、混搭，上演
一出成都的民俗大聚焦。成都人的聪明，成
都市井文化的斑斓，成都人丰富而多样的生
活情趣，都在这里得到释放和舒展。这是一
个在“旧底片上重新描绘的新市井”。

走在水磨石板砌成的巷道上，我的记忆
钻进了另一个窄街宽巷。上世纪五十年代，
老成都那些与宽窄巷子为邻的街巷，当地人
叫“少城”。“少城”曾是满清八旗子弟在成都
的聚居地，因此这些街巷里多建有达官贵人
的宅子。

我在成都最早的家，是在窄巷子东头的
斌陛街。在斌陛街住的时间不长，留下来的
记忆是夜晚巡街的值更人敲击的梆子声。不
久搬到与宽窄巷子相邻的西胜街一处公馆。
这是一所富豪宅第，新中国成立后，老主人
离开了，宅子被政府接收。两进的两个大天
井，还有下人的小院和宽如操场的后花园。
前面的天井，原先是办公的地方，有大客厅、
小客厅、书房、写字间。房高檐阔，檐下是一
根根又粗又高的柱子，红漆刷过，立在天井
四周，如卫士守着天井中的大花坛。花坛正
中一棵大铁树，四周开满了美人蕉。花坛四
周摆着四只石雕大水缸，水还满满的，说是
防火。这是母亲上班的地方，我只进去过一
两次，觉得阴沉沉的，一进去就像趴在墙上
的小壁虎，怯怯然。我们住在后面的小天井
里，三家人，住了三厢，剩下一厢，好像用来
当了库房，总挂着一把锁。回想起来，那宅子
就是一本没打开的线装本宋诗选。

我们搬进这里之前，家里出过大事。人
们喊我母亲不再是“张部长”而是“张科长”
了。我不知道这变化的含义，我只觉得搬到
这里之后，我有了家，也有了妈妈。在这以
前，母亲根本顾不上我们姐弟俩。姐姐在小
学读书，就在老师的家里住。我有个保姆，保
姆干脆把我带回到她远在内江的家，让我成
了她家的一员。自从搬进西胜街这处旧宅
里，我才有了自己的家。全是木结构的住宅，
雕花玻璃，红红蓝蓝，好看。成都多雨，老宅
潮湿，青苔绣绿了石阶和小路。屋门外有一
丛含羞草，长得出奇的茂盛，有我一半高。轻
轻一碰它，它就整个瘫倒在地上，以后再没
见过这么繁茂的含羞草。大概院子闲了多
年，没有人来打扰它，它就自由自在精精神
神地长得不合规格了。

平时我们姐弟依然不在家，姐姐住学
校，我也住学校，只有放假了，大家才回来。
母亲依旧很忙，骑着一辆自行车，常常不是
她把别人撞了，就是别人把她碰了。放假了，
我常常独自在家。母亲会留下作业，同时把
一个杯子反扣在桌上，里边放着她留下的东
西：“做完了作业再看。”我总是按她的要求，
一边做作业，一边张望那杯子，好像那是母
亲守在身旁。做完作业就急忙掀开茶杯，里
面会有一块点心，或是几块糖，有时会有一
张电影票。看电影是奢侈的开心事，最近的
电影院是人民公园对面的四川电影院，从家
去影院没有公交车。看完夜场从影院出来，
人民公园到将军衙门是大马路，过了将军衙
门就拐进了小街窄巷。深宅高墙，昏暗的小
路灯，把影子拉长又缩短，缩短又扯长，叫人
想到那些宅子里的鬼故事。这个时候有月亮
出来就好了，月光光，明晃晃，青砖黛瓦如水
墨大师笔下的作品，有韵有味有情的一首好
诗，儿时却没读懂。

如今这宽窄巷子，灯红酒绿，活色生香，
牌匾文雅，肉案俗美，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味、
花茶味还有火锅味，显出成都俗得可爱的情
趣。酒肉穿肠过，文章心中留，大概历史上的
盛世市井都会有这般景象。老百姓过得滋
润，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写下对老成都“少
城”宽街窄巷的一点记忆，当作岁月发黄的
底片，以烘托成都今天的多姿多彩。其实，城
市底片更多地将这座诗歌构成的城市留在
我的心中，现实的繁花正悄然催促我们去寻
觅时间留下的真相……

（作者系当代著名诗人，现任中国作家
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曾担任《星星》诗刊、
《诗刊》主编）

2017年9月12日至16日，成都首届国
际诗歌周举办，5天时间里，来自美国、法
国、英国、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的外国诗
人走进天府之国成都，体验成都人的诗
意栖居地，感受天府文化的光芒之美，

“成都到处充满诗意”这样的声音时常萦
绕着成都的天空。

30多位外国诗人、
50多位国内诗人吟诵成都

美国诗人梅丹理、徐贞敏，法国诗人伊
冯·勒芒，俄罗斯诗人马克西姆·阿梅林，英
国诗人斯蒂芬·切利，以色列诗人阿米尔等
30余位世界级诗人，以及吉狄马加、叶延滨、
梁平、李少君、高兴等国内50余位著名诗人、
诗歌评论家、诗歌翻译家，在成都吟诵诗
歌，感受博大精深的天府文化。

作为本次诗歌周浓墨重彩的一笔，9
月14日举行的“草堂读诗”活动上，近百位
诗人以诗为引、用歌做伴。李少君、李亚
伟、李瑾、李琦、娜夜、沈苇等重量级诗人
携诗作与现场听众分享，这些诗作大多写
的诗人家乡的风土，从楼兰古城到西北的
秦腔……来自国外的诗人，也纷纷登台朗
诵自己的作品。俄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普

希金文学奖获得者马克西姆·阿梅林朗诵
了自己的诗作《无题》；以色列著名诗人、
翻译家阿米尔带来《绽放》；法国诗人伊
冯·勒芒吟诵了《柯布西耶的电梯》，让观
众领略不同文化孕育下的诗歌。

除了草堂读诗、国际诗歌进校园等精彩
活动，诗人们还参观了武侯祠、成都大熊猫
繁育基地等。

满城繁华的诗歌荣光
中外诗人笔下的成都

“溪水岸边上/杨树垂下的嫩尖/轻
蘸天湖水。”这是色列诗人阿米尔的《成
都的水印》中的诗句。

去年，参会的所有诗人在成都期间都
留下了他们书写成都的诗歌。这笔文化财
富已经集结成册，于今年初在四川人民出
版社出版，分别是《满城繁华的诗歌荣光
——外国诗人笔下的成都》与《满城繁华的
诗歌荣光——中国诗人笔下的成都》。

意大利诗人伊戈的《在成都的星空
下》写道：“与我一起/在成都的/星空之
下/待客之道/需平静地握着她的手/带
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如此遥远/就像忽必
烈汗/接待马可·波罗。”罗马尼亚诗人迪

努在《诗人杜甫的飞跃》中写道：“在风掀
走茅舍的屋顶/在雨雪、饥寒、漫漫颠沛
流离路/令他精疲力竭，蜷缩于自己内心
后/诗人杜甫，睁着眼睛，梦想着/将世上
所有的文人，那些穷苦的、居无定所的文
人/聚拢在一座大房子里。”

而在《中国诗人笔下的成都》中，几十
位中国各地知名诗人也为成都写下诗篇。

开篇就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吉狄马加的文章《成都：诗歌与光明
涌现的城池》，他谈到：“当我们把一座城
市与诗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座城市
便在瞬间成为了一种精神和感性的集合
体，也可以说正是我们从诗歌的纬度去
关照成都时，这座古老的城市便像梦一
样浮动起来。如果你要问我，在这个世界
上，有哪些城市与诗歌的关系最为紧密，
或者说这些城市其本身就是诗歌的一部
分，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那就是法国
的巴黎和中国的成都。”

令人意外的是，吉狄马加最后的这
句话，恰好与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的
成都巴黎双城会相呼应，让浪漫的成都
与巴黎，在第二届国际诗歌周上，进行一
次诗意的碰撞。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 编者按 /

“成都，诗歌与光明涌现的城池。”去年，
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用
这句话点亮了“2017成都首届国际诗歌
周”。今年，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呼之欲
出，百余名中外诗人将集结成都，吉狄马加
的这句话依旧影响着很多诗人。

今日起，我们将推出“名家看成都”系列
商报专栏，第一个亮相的是中国作家协会诗
歌委员会主任，曾担任《星星》诗刊、《诗刊》主
编的当代著名诗人叶延滨，他带来成都记忆
——《诗意成都的时光底片：宽窄巷子》。

名家
成都看

■叶延滨

诗意成都的时光底片：
宽窄巷子

2018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
成都与巴黎诗歌双城会

本周四隆重启幕 百余位中外诗人共同见证

优雅与浪漫：
诗歌的成都与巴黎

城市的影响：
诗歌构筑的世界与时间深处的真相

重温成都首届国际诗歌周
“成都到处充满诗意”

成果
回顾

古往今来，诗歌都是“天府之国”的一个符号、成都的一张文化名片。
去年，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举办，30余位世界级诗人与国内50余位著名诗人齐聚成都

吟诵诗歌，并留下了他们书写成都的诗篇，让这座城市闪现出繁华的诗歌荣光。金秋十月，
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终于来了！

10月11日至15日，由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人民日报海外版指导，成都市文
联、成都市文广新局、五粮液集团主办，草堂诗刊、成都电视台新闻频道、成都商报承办的
“2018·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成都与巴黎诗歌双城会”将在成都盛大举行，届时，将近30
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杰出诗人出席，共同见证这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歌盛宴。

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的主题是“成都与巴黎诗歌双城会”，同样具有浪漫气质的城市
成都与巴黎首次牵手，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为期5天的活动又有哪些亮点与惊喜值得期待？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了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组委会秘书长、成都市文联主席、著
名诗人梁平，首次揭开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的神秘面纱。

成都国际诗歌周：
对外交流的平台
城市建设的文化载体

2017年，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的举
办，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成都国际诗
歌周已经成为“诗歌之城”的一张文化名
片，一个闪亮的品牌。第二届国际诗歌周
开幕在即，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来到国际
诗歌周组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正在忙
着筹备的后期工作，他们说将精心设计
和安排整场主活动和子活动，让大家感
受到每一届都与众不同。

担任两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组委会秘书
长的梁平谈到，成都正在打造国家中心城
市，努力加快世界名城的建设。而成都国际
诗歌周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诗歌活动，
它俨然成了成都一个对外的交流平台。

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国
际诗歌周已经成为我们城市建设的文化
载体。它的影响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对
外宣传天府文化，凸显成都诗歌元素，连
接成都与海外的文化交流，用诗歌这种
世界语言，讲好成都这座城市的故事，令
参会嘉宾深切感受到成都人的诗意生活
和诗歌在成都迈向世界名城的进程中所
起到的独特作用。第二，对内让诗歌渗透
城市，让成都国际诗歌周的每一项活动

落地生根，进入大学、进入社区，让老百
姓真真切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诗意，让
诗歌成为成都人的一种生活时尚。

巴黎与成都：
两座优雅与浪漫的城市
展开诗意的碰撞

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与去年有怎
样的不同，它最大的亮点又是什么？

梁平介绍，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
的主题就是“成都与巴黎诗歌双城会”，
凸显出优雅与浪漫，这也是最引人瞩目
的元素，10多位法国诗人、30多位成都诗
人、40多位国内诗人，还有其他国家的20
位诗人，将参与这场国际诗歌盛会，围绕
成都与巴黎诗歌双城会，将以“城市的影
响：诗歌构筑的世界与时间深处的真相”
为中心展开交流和互动。

在梁平看来，成都和巴黎，这两个有
非常相似品质和风格的城市，就如同世
界遥相辉映的双子星，通过第二届成都
国际诗歌周，让双子星交汇，让两个城市
知名诗人相聚，诗意的碰撞，让诗歌双城
会产生令人意向不到的化学反应。

届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成都与
巴黎诗人们的双语诗歌合辑《夏天还很

远·成都@巴黎》的首发式，也将在国际
诗歌周活动现场举办，据了解，该书入选

“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诗歌卷”。

精彩活动：
燃烧的诗歌篝火晚会
中外诗人为成都写诗

“诗歌的成都·世界的天府”成都国
际诗歌周的开幕式将于10月12日晚8时在
成都大学体育馆举办，围绕“诗歌双子星
座：成都与巴黎，优雅与浪漫”，经典重现
诗歌与成都、巴黎这两座城市进步发展
的历史。

据梁平介绍，本届国际诗歌周活动都
是开放式的。现场预计邀请20余名国内外
重量级嘉宾和诗人上台，演绎十几首诗歌
作品，展开一幅壮丽唯美的诗歌画卷。

随后，将在龙泉洛带古镇举办“燃烧
的诗歌——2018成都国际诗歌周篝火晚
会”，各国著名诗人经典作品朗诵的篝火
晚会上，自由地舞蹈，放松地诵读，让诗
人真切地融入成都国际诗歌周。

梁平透露，国际诗歌周结束后，中外诗
人将为成都写诗，汇集成为两本诗集，一部
是《中国诗人笔下的成都》，一部是《外国诗
人笔下的成都》，这是沿袭首届国际诗歌周
的传统，也是国际诗歌周的成果展示，是留
给成都的一笔宝贵财富。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成都时尚地标太古里 图据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