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傅天琳，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重庆新诗学会会长，重庆晚报文化顾问。出

版诗集、散文集、儿童小说集20余部。作品曾获全国中青年优秀诗歌奖，全国首
届优秀诗集奖，全国第二届女性文学奖，《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星星》优
秀诗歌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已由日本、韩国翻译出版诗集

《生命与微笑》《五千年的爱》。1988年入选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1

10~11
2018年9月20日 星期四

主编 胡万俊 责编 钟斌 美编 朱艳春
制图 朱艳春 责校 罗文宇 朱艳春慢生活·重庆创作

两江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投稿邮箱：cqwbfk@163.com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让生活 下来慢

处女作诞生记
傅天琳

这些年被人问得最多的是：你怎么就想起要写诗
呢？第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太久远了，真得想想。那应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去农场的第二年，春耕大战，农场最高处苹果林，挖土。
动员会提出一对一竞赛。有个女生，刚来农场时，是出
了名的病秧秧，持续发高烧，一个月内被农场汽车五次
送往北碚第九人民医院，住了四次院。每次汽车一走，
农场的大坝子都会留下一片叹息：哎，那妹崽，活不过
18岁！

她一直被照顾，做的都是帮厨一类的轻工作。动员
会一结束，这个16岁的女生想笨鸟先飞，她根本没睡觉
扛着锄头就溜上了山，还叫上在山顶畜牧队的同样年龄
的好朋友小眼镜，两个人一起挖土，悄悄地算她一个人
的成绩（那性质相当于现在的考场作弊）。

两三点钟，山上又多了零星锄头声，凌晨四五点，已
锄声大作，全队人马到齐。都悄悄咪咪地去，都不让别
人知道去得有多早，住在一屋也不喊醒也不说。我至今
纳闷，那时候的人啦，为什么连积极都这么低调。

两个人挖了整整一夜，早上8点一丈量，已经挖了
三分地。

三分地接近于半个篮球场大，有了三分地垫底，怎
么也不会太差了。但她手上已经打了七个血泡，她听见
广播里在表扬她光荣缴获了敌人七门大炮。很快血泡
磨破了，血和锄把沾在一起，挖不动了。

场长和队长命令她下山去，写广播稿。
这一天她的成绩依然是三分地，依然是全队到数第

一名，还是没有当上她渴望的红旗手。但破例获得了红
旗手待遇：晚饭奖励马肉一份，凉拌萝卜茵茵一份。

她写的广播稿名字叫出工：“别吵醒伙伴床边的锄
头/别惊动伙伴梦里的春秋/轻轻地，轻轻地推开了门/
一脚扑进月夜的怀搂/风轻，星繁/薄雾如纱把花香揉/
为打好春耕第一仗/咱心中，哪有休息的时候”。

标语、口号、错词、病句，都有。她几乎什么都不懂，
但是从那时起她就懂得，土是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
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是她
平生写下的第一首诗，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诗歌之旅。

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曾在那个特殊年月受到过不
公正待遇。我去农场时，他在场部搞宣传，农场文工团
自编自演的节目全是他写的，他好像很受重用。我崇拜
他，有空就往他那里跑，我在那时唯一读过的梁上泉的
《山泉集》和李瑛的《红花满山》都是他借给我的，我学他
的样子，也给自己准备了一个练习册，悄悄地写我想写
的东西。

不久，同寝室的人告发了我，说我经常躲在蚊帐里
写，为什么要躲着写？这里面一定有问题。练习册被没
收了，我的启蒙老师挨斗了，他的罪名是腐蚀拉拢青少
年。

谁都知道那个青少年是哪一个，批斗会上，全体人
都在等待我的揭发，而我不知道能揭发他什么？我又做
不出慷慨激昂的样子，一个十几岁的人，对一个三十几
岁的人，无端端直呼其名，第一声就说不出口。我没有
办法，只能沉默，只能把头埋得更低。能够感觉到背上
有很多愤怒与轻蔑的目光。

批斗会第二天，叫我去守西瓜。守西瓜平时是轻工
作，只是在坡上走来走去的，又不挖土又不挑粪，而且是
两班轮换，附近又有人劳动，有什么事一喊就有人跑过
来。而这一天守西瓜有点惩罚的意味，因为我不发言，
起码也是个“资产阶级温情主义”。

三十几亩西瓜种在一片悬崖边，从山上到山下拖得
很长，在山上看不到山下，在山下看不到山上，必须在西
瓜地来回不断地走。悬崖边的松树林昨天吊死了一个
遭批斗的粮站站长，鼻涕口水，舌头伸得好长。今天一
个人走在这里，心尖尖怕得直发毛。

那三天，全队人集中学习毛泽东思想，多好啊，在那
样强体力劳动中，能够有三天不摸锄头，不挑扁担，穿得
干干净净读书看报，真是最大的享受了。队长说，你一
人顶两班，从早上6点守到晚上9点，没有人来换班，中
午你自己回去吃饭吧，跑快点。

第一天中午有个我喜欢的男生送饭来，我暗暗高兴
守西瓜真好，可是第二天他不送了，我对自己说那我就
不吃饭了，饿死她！我不知道我在和谁赌气。

前两天平安过去了，第三天傍晚时分，山顶突然喧嚷
起来，我赶紧从山下气喘吁吁跑上去，哎呀，不得了不得
了！来了十多个大男人，拿着箩筐和刀，大张旗鼓来摘西
瓜，我不敢喘气不敢喊，我知道离队部太远喊也喊不答
应，我吓得直发抖。等他们走了之后，我去数，天啦！摘
了我84个西瓜。从此84这个数字，铭心刻骨，记了一辈
子。人走了，我放声大哭，我有孤立无助的感觉。

以后会怎么样可想而知。不可思议的是，当天晚上
写日记，我还有心思来押韵：“山猪来了我吆喝，野猫来
了我赶它，只有人来了，我害怕……”。

几个月后一个管事的把练习册还给了我，他说：你
写得真好。为什么要躲在蚊帐里写呢？

我说有蚊子。
不厚不薄一本练习册，写满我16岁到18岁的诗。

练习册的封面，印着“红梅”两个字，还有几朵红梅花。

可是这些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好心情，对于我诗意的青春果园，我是
何等痴迷地沉浸于其中。我曾这样写道：你这流溢着嫣红黛绿鹅黄青
紫的果园啊/你这飘游着淡苦浓甜幽香芳馨的果园啊/用不着我给你写
诗/你就是一首美丽的抒情诗/黎明，乳白的雾飞来为你洗脸/朝霞为你
镀红/你翡翠般的手臂在晨风中起舞/洒我一身花露/撩动我胸襟内隐
秘的情思……

我把我听说过的颜色能抹都抹上去了，我把我知道的词汇能堆都
堆上去了。我那时写诗不懂意象只会形容，不懂感觉只会比喻。唯恐
句子不美，追求表面华丽，尽量做加法。当然我也写我的姐妹，15岁就
在一起劳动的姐妹：我们裸露着和土地一样颜色的臂膀/挑着和苗条的
身姿极不相称的大粪桶，跌跌撞撞/虽然没有一条花裙子/却给果园剪
裁了一件又一件春装……

我的诗歌无意间就和命运和时代连接上了。
当年的缙云山农场，也叫缙云山园艺场，现在已经改名为金果园，

是3A级旅游景区。那些一人高两人高的台土堡坎，令现在来旅游的
人惊叹不已，那是缙云山人20多年的辛勤杰作。每年都有一次或两次
改土大会战，每次一周到十天，改土20至30亩。

既是大战，就一定有大战特色。其一全场五百余人都上山，不管你
是书记场长队长技术员，也不管你是果树队畜牧队基建队；其二时间拉
长，早上越早越好，考验你革命自觉性积极性，傍晚由于要点火放炮，六
点统一收工；其三午饭送上坡，吃了接着干，上午10点下午4点打两次
幺台，即加餐（当然是吃自己的粮票自己的钱）；其四对于我最重耍，就
是大喇叭从场部接到工地，造气势，鼓干劲！我写过：喇叭云中架/电线
树上牵/改土工地广播站/像一朵报春花开在山巅……

我是队上选出的宣传员，各队都有几个。我们石头当凳，膝盖当桌，每
人每天写稿几十篇，我们以短平快的打法将广播站轮番轰炸得金光灿烂。

我们表扬那些去得早跑得欢汗珠子落地摔八瓣的人，这些常用字
词一百句，已用得滥熟。写下一串名字后，结尾处总会加上“特此表扬，
以资鼓励”几个字。这种写法很快觉得不够劲了，我们开始编顺口溜、
快板，比如基建队的某某某，安砌线上火正红。

广播稿不断变化、发展，渐渐的竟有点诗的味道了，在大锤二锤的
号子声中塞进些花香鸟语，在条石堡坎里嵌进些佳词丽句，惹得播音员
也动了情，放一张唱片，就成了配乐诗。

在众多宣传员中，有三个是大家觉得写得好的，那就是强润森、李
晓海和我。我们又自认为是缙云山文学界，都读过李白杜甫，读过严
辰、严阵、李瑛、陆綮、梁上泉。我们都异常兴奋，甚至亢奋，互相鼓励又
暗暗比赛。那就是缙云山的诗会了，在广播站碰头时，常常你送我一个
开头我送你一个结尾，忙得不亦乐乎。

虽然各有各喜欢的诗人，但喜欢李瑛是一致的。上世纪七十年代
初，我们被《红花满山》和《北疆红似火》迷得发癫，望李瑛望得脖子酸。
恨不能将他一口吞进肚里，长成自己的肉。一时长不起来，又急着要
用，就一片一片硬往脸上贴，有时贴得过分了些，六行八行，简直成了抄
袭。我们三个人互相都明白，就扮鬼脸、做怪相、揭老底。

每一次大战结束，我们都笔力大健诗艺大涨。
这一天我再次为我的姐妹写了一篇：我的苹果一般新鲜的姐妹/我

的柠檬一般苦涩的姐妹/让我们在泥泞中站起，在烈日下集合吧/我们
相信秒针更相信时针/相信眼泪更相信汗水/相信热情和花瓣会重新绽
开春天的祝愿/相信果实和欢笑会重新弹响秋天的琴弦……

我从广播站出来，穿过广柑林回到工地，配乐诗正在播放我的新
作。5秒，在不易察觉的5秒，几百把锄头几百条扁担屏息无声，整个工
地像一幅大型群雕，凝固了。静止了。

5秒之后，工地又动了起来。扁担跑得更快、钢钎举得更高、二锤
甩得更圆，尤其女人们，如涨潮来临，一浪浪要掀翻岸边的礁石。

发情了发情了！这群婆娘发情了！抬连儿石的男人放下杠子，拍
手大喊。

大喇叭还在一遍一遍推波助澜。
农场附近有几个从上海迁来的仪表厂，三十年后，与其中一个厂里

的退休工人相识，他自称是我坚定的白头粉丝。他说自我离开农场后，
凡与我有关的座谈会朗诵会，他都悄悄坐在下面听。而他真正开始“追
星”，竟是从听农场大喇叭广播开始的。

1977年3月，农场接到了一个通知，要
农场派一个人去重庆市群众艺术馆开创作
会，那时农场文工团节目在区里、市里小有
名气。自编自演的《抬工号子》《扁担》《农场
姑娘个个强》还进过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由于我写广播稿积极，农场把我派去
了。我顺便带上了我已经写了两本的练习
册。会后，练习册就放在艺术馆王老师那里。

同年8月，《四川文艺》的老师来重庆看
到了我的练习册，据王老师转述，他们说：好
清新好有泥土气息，每首都是写的自己，且
能找到一二闪光句子，但还没有一首够发表
水平。同时吃惊这个人写了这么多却从没
往外投过稿。

同年9月，四川省在温江举办一次创作
会，邀请我参加。通知发给农场领导，也给
我写了一封信。

等了二十天都没有任何消息。我小心
翼翼去场部找到了副书记，他面朝窗外，无
论我怎么谦卑地叫他，整整十分钟，他没有
说话没有转过身来，这漫长的等待这冰冷的
拒绝这无言的羞辱。

我想当时我一定是很想去开这个会，我
才会又跑到十几里外另一个叫蔡家沟的生
产队，找到一把手，书记兼场长。他说我们
已经回了信，你不去参加这个会，你要为农
场收红苕藤。哦，我确实是在收红苕藤，正
是挖红苕季节，我去农村收集农民的红苕
藤，再由农场运输车拉到山顶去喂奶牛。

后来那个会从9月延期到10月，省里很
任性，又来信问傅天琳同志的红苕藤收完没
有，收完了还是请她来开会。总之，我没有
去成。哎！我说这些怎么有点像痛说革命
家史似的，不不，好运气马上就要来了。

我虽然没有去成温江，但后来听重庆的
老师说，我的名字一直贴在招待所的门上。
省里、市里、北碚区的老师们，你问我我问
你，没一人知道这是个啥子人。

1978年3月，我第一次参加了重庆市南
温泉文学创作会。我见到了我崇拜已久的
梁上泉老师以及更多的我完全不知道名字
的老师。

一瞬间阳光涌来！
会上张继楼老师对我特别关注，会后又

是第一个并且持续不断地写信给我。老师
读了我写在练习册上的分行文字，肯定了那
是诗，同时指出许多不足。最让我忘不了的
是10月1日国庆节收到的那封，那天我在山
上守果，信飞来了，我快速拆开信封。开始
只是站着看，然后坐在石头上看，最后干脆
就躺在广柑树下看。轻风拂过，有鸟在林间
飞来飞去，金黄硕大的锦橙在我头上垂悬，
阳光透过枝叶落在信纸上，就觉得每一个字
都在发光。

继楼老师的每一封信都极大地鼓励了
我，我在那大半年的进步相当于过去十年。
回信时便总要寄上两首诗，觉得没有诗就没
有理由写信一样。

1978年11月一个下午，5时许，我正在
坡上挖土，农场广播叫我赶快去场部，搭农
业局的小车进城，参加市文联的一个会。

进城后我才知道是《诗刊》主编严辰及
夫人逯斐来了。

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大会议室，
七八十人济济一堂，听严辰讲诗，讲《诗刊》
以及新时期诗歌的盛况。会场情绪极为饱
满热烈。会上王觉老师专门介绍了我，会后
又留下我一人到市文联小会议室继续小
坐。严辰满面慈颜，问我带诗来没有，他想
看一看。

我什么都没有带，因为我是从果林直接
钻进车门的。我穿一件来不及换的蓝布衣
服，一双解放鞋满是泥土。继楼老师急忙跑
回家，翻我整整一个夏天给他的信并从中取
出我夹在信里的诗。杨山老师在这一叠诗
稿的右上方为我庄重写下：重庆市缙云山园
艺场傅天琳。交给严辰。

1979年1月，诗刊社邀请我参加大海访
问团，那时我还未发表作品，诗刊的桌子上
正放着严辰老师带回去的诗稿。

农场接到通知时，场长对我说：小傅，这
一次我们真的不是想卡你，你想想一斤牛奶
的利润才1分钱，你如果用200块钱，我们农
场就要为你挤2万斤牛奶。

没想到市文联向财政局申请到了专款

专拨，在杨山老师家里，老师把五百元钱交
给我，厚厚一摞，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是我
一个月工资的23倍。杨伯母从里屋取出针
线，亲手替我缝进内衣的口袋里。

“小傅啊，把钱放好哦，千万别遭扒手摸
了！”

那时我已经33岁了，杨山老师和杨伯
母，还把我当小姑娘，千叮嘱万叮嘱。事实
上他们就是把所有学写诗的晚辈，都当成自
己家的儿子和女儿了。

2月18日，我登上南下列车，经綦江贵
阳株洲直抵广州。广州沙面的胜利宾馆，是
我住过的第一个宾馆。我仍然只有一件蓝
布衣裳，一件小绿格子的确良，一双黑布
鞋。人们见我发肿的脚，问我这么远为啥坐
硬座，我说我喜欢硬座。

我这才知道，这是诗刊社和中国作家协
会组织的一个采风团，团长叫艾青，副团长
叫邹荻帆，团员有蔡其矫、白桦、孙静轩、傅
仇、唐大同等等的团。

我就像大象队伍中来了一只川耗子。
有人在船上读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什么
不要什么，我眼睛瞪圆了直夸别人写得好
好，都不知道是普希金的。有人读你碧蓝碧
蓝的宝石一般的海南岛啊，也不知道是朱子
奇的。当然，大堰河我的保姆，我也不知道
就是近在身旁这位大师艾青的。

这群被禁锢多年的诗人，重获自由，心
旌激荡，黄埔港黄花岗越秀山远洋船，争先
恐后走进诗行。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有人大
声朗诵新作，邹荻帆则是每日凌晨4时就起
床写诗，他几次对我说一定要珍惜时间。蔡
其矫则一再教我读书秘诀，要细，细细读，细
细嚼，嚼烂，读一本算一本。

年届70的艾青天真、睿智，他说话就像
从波动的浪花中随便摘下一朵两朵，鲜活而
富有哲理。他叫我走自己的路并力求发展
变化，不说教不空洞，原话是：再蠢的媳妇也
有几件换洗衣裳。

到了上海，解放日报出专版，20位诗人
一人一首，我写了一首叫《浪中花》，很表面
很肤浅，之后任何一本诗集都没收过它，我
已经记不得一个句子。

艾青的一首叫《盼望》，只有六行，时隔
近40年我却记得很清楚：一个海员说/他最
喜欢的是起锚所激起的那一片洁白的浪花/
一个海员说/最使他高兴的是抛锚所发出的
那一阵铁链的喧哗/一个盼望出发/一个盼
望到达。

语言如此简练，蕴涵如此宽阔。为什么
我看见的浪花仅仅是浪花呢？怎么我就没
听见一个海员这样说一个海员那样说呢？
我这才明白，诗人多么需要培养诗的敏感和
直觉，需要第三只眼睛。诗歌不是再现，而
是创造。

大海之行历时近两月，从南海到东海到
黄海，经广州湛江海南岛上海青岛济南西安
回到成都。人生最重要的两个月，我从小学
一步跨入大学，一块干渴的海绵，回到故乡。

此行感受多多而我却基本无诗，因为我
还没有从万事万物中捕捉诗意的能力。直
到1986年我才写出一首诗《海》，发表于《诗
刊》。2013年我又才定稿另一首《海之诗》，
发表于《诗刊》。

1979年4月在西安街上看见了4月号
《诗刊》，严辰带走的我的组诗《血和血统》发
表了，同一期，我还看到了两个年轻的名字：
北岛、舒婷。

傅天琳诗选
柠檬黄了

柠檬黄了
请原谅啊，只是娓娓道来的

黄

黄得没有气势，没有穿透力
不热烈，只有温馨
请鼓励它，给它光线，给它手
它正怯怯地靠近最小的枝头

它就这样黄了，黄中带绿
恬淡，安静。这种调子适宜

居家
柠檬的家结在浓荫之下

它在六十毫米居室里饮用月
华

饮用干净的雨水
把一切喧嚣挡在门外

衣着简洁，不懂环佩叮当
思想的翼悄悄振动
一层薄薄的油脂溢出毛孔
那是它滚沸的爱在痛苦中煎

熬
它终将以从容的节奏燃烧和

熄灭
哦，柠檬

这无疑是果林中最具韧性的
树种

从来没有挺拔过
从来没有折断过
当天空聚集暴怒的钢铁云团
它的反抗不是掷还闪电，而

是
绝不屈服地
把一切遭遇化为果实

现在，柠檬黄了
满身的泪就要涌出来
多么了不起啊
请祝福它，把篮子把采摘的

手给它
它依然不露痕迹地微笑着
内心像大海一样涩，一样苦，

一样满

没有比时间更公正的礼物
金秋，全体的金秋，柠檬翻山

越岭
到哪里去找一个金字一个甜

字
也配叫成果？也配叫收获？

人世间
尚有一种酸死人迷死人的滋

味
叫寂寞

而柠檬从不诉苦
不自贱，不逢迎，不张灯结彩
不怨天尤人。它满身劫数
一生拒绝转化为糖
一生带着殉道者的骨血和青草

的芬芳

就这样柠檬黄了
一枚带蒂的玉
以祈愿的姿态一步步接近天

堂
它娓娓道来的黄，绵绵持久

的黄
拥有自己的审美和语言

断了

老姐妹告诉我，断了
四十年枝枝叶叶
在一个下午嘎吱一声断了
被两万块钱买断了
大额两万块
区区两万块
果园姐妹与果园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听见我挂满鸟鸣和雨水的天空
断了

骨头，根，断了
我的芬芳我的气息断了

让我们回到三岁吧

让我们回到三岁吧
回到三岁的小牙齿去
那是大地的第一茬新米
语言洁白，粒粒清香

回到三岁的小脚丫去
那是最细嫩的历史
印满多汁的红樱桃

三岁的翅膀在天上飞啊飞
还没有完全变为双臂
三岁的肉肉有股神秘的芳香
还没有完全由花朵变为人

一只布熊有了三岁的崇拜
就能独自走过百亩大森林
昨夜被大雪压断的树枝
有了三岁的愿望就能重回树上

用三岁的笑声去融化冰墙
用三岁的眼泪去提炼纯度最高的

水晶

我们这些锈迹斑斑的大人
真该把全身的水都拧出来
放到三岁去过滤一次

一封信

凌晨四点，我在给你写信，玲姐
你的诗歌打败了我的睡眠女神

我异常清醒地看着你
从自己的独木桥走来。桥搭在云端
命运如骤雨降临，且带着雷霆的

灰烬
这时我的信浑身颤抖

当诗歌一首接一首从桥下的深渊
出发

背负着你始终不肯扔掉的苦难石
我的信已经大大超重

有一只关关冬为什么叫个不停
那是从泪谷升起的光明
这时天边亮了。我的信亮了
而你躺在手术台上

少写点诗吧，多休息，玲姐
你说写诗痛，不写更痛
这些痛出来的诗
闪电般激活我全身筋骨
激活我文字的神经末梢

我的信啊
你该懂得有一种疼痛美得惊心
有一种光芒在寒冷的深处

那么玲姐，一起去珠海吹吹海风
好吗

像从前那样，我们两个住一屋
我会照顾你按时吃药，我会
把你散落在书桌、床边、墙角的力

气
一点点收集起来，放回你的身上

我还会自己做一次邮局
做一次信箱，做一次送信的人
让你在开门的那一瞬
惊喜得像孩子一样手足无措
不知该先看信，还是看我

大峡谷

我相信，任何存在
都有一条裂缝。肯定有
让事物本身迅速改变
天山也是这样
一条裂缝，成就了一条大峡谷

乘机而来的，总是风
有时从正面，有时从侧面
风沿着最初的裂缝往里钻
往里刻！极其尖锐
极其深度地往里刻
甚至肆无忌惮在里面打旋儿，做巢
孵出一窝怪诞形体

有时，风从后面
就成了刀之外
另一种暗器

呼啸声不断传递着风速
和即将到来的平静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
沿着峡谷走
看到了世间最好的风景
最痛的山水

墨西哥湾

这一天，古老的墨西哥湾
正上演一场暴力悲剧
鱼类和海鸟穿上厚厚的盔甲

大海暴露出严重溃疡
它的血是黑色的，浓烈的，极其污

秽的
像隔夜的地沟油

远处是赤道
一排波涛警惕地守卫在赤道线上

还是这一天，我梦见成千上万死去
的鱼群

在深夜破城而入。它们不是游
是走，气势磅礴却又无声无息地走

走在我常去和没有
去过的那些大街上

像一群赤手空
拳的抗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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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一）与果园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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