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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平是我二十多年的朋友，其实我在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刻意强调了二十多
年这个时间概念的，且不说它中间有多少
人生感叹，单是这个数字也会让人陡然一
惊。时间真的是太快了，快得如一块带有
棱角的冰块，向着虚空的方向掷去。

大概是在1995年左右吧，我与杰平同
在成都的一家报纸里工作。我编的“望江”
副刊汇聚了四川当时的一批青年文学精
英，杰平就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杰平经
常同我聊天，常常是中午吃过午饭之后，凳
子一围，天南海北，亦文学亦社会。当时他
在新闻部作记者，我在副刊部作编辑，业务
不同，各忙各的，但他有心，还把我的一篇
散文推荐给一家旅游杂志发表了。后来我
们天各一方，但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得，也就
是说我在讲二十多年时光流逝的时候，有
些事情却难以忘怀。

而这正是我准备要讲的杰平诗歌中的
“时间”，前面的话只是个铺垫。时间的意
义不仅是记录着人间的白云苍狗，也记录
着人类的心灵史，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是以
机械秒针的匀速走动来计算的，但在诗人
那里，他们的时间有一个自己的钟表，而且
秒针有可能是反着走的，我读杰平的诗就
有这样的感受，一种微妙的时间的感受。
比如《雨后》：

更远的你在心里
我眼泛老花看一朵恍若隔世的鲜花
在这句诗中，时间是停在过去的，是用

此在的我，看彼在的你，中间的时间慢慢走
向过去。不仅如此，他的诗歌还把时间关在
一个“城堡”里，让时间独立于世界之外，成
为只属于自己的灵魂空间：“城堡是个大房

子/我在外围的墙上划一道漂亮的彩虹”
（《城堡是个大房子》）。时间之于诗人，或者
说诗人之于时间，往往是一种奇特的关系。

现实中的杰平是个大忙人，每次到重庆
去见他，他都是挤出时间见面，老朋友他是
放不下的。但忙碌是他的生活常态，很难想
象他心中还一直装着诗，但他确实一直在
写，而且写得很好、很优秀。梁平先生在《生
活的感动与安静的力量——2014年中国诗
歌印象》（载《光明日报》2015年1月26日）
中，称赞杰平的《间谍》组诗“找到了新的路
径切入生活，别开生面，为过去一年的中国
诗歌注入了活力”。

与《间谍》这类反讽“硬”题材相比，
《36℃》组诗则多是以柔和、幻美的表达出
现。前不久我与娜夜、杰平、吕宾、海泉等
相聚时谈到了《36℃》，娜夜认为36℃非常
到位，因为这个温度是人体自身最舒适的
温度，作品以自身小我的惬意，带出整体无
恙的人文风釆。它还是时间和生活的，也
是情感和美好的。就像他在《深处的蝶》一
诗中写到的那只形而上的蝴蝶，炫目的意
象下有种奇异之美，但在我的眼里，我看到
的却是那个像琥珀一样的静止的时间：

深处的蝶
潜在最隐秘的山谷和溪流
生动 惊艳 却不飞翔
但我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样的时间是

怎么来的？它是如何被存放在诗人的心中
从来不曾消失？这个时间里到底有些什么
东西呢？诗歌是灵魂的照片，当我读着杰平
那些诗句的时候，好像就破获了不少的信
息。首先他的时间里有个篮子，把最美好、
珍贵的东西放进了里面，“像两颗脱离枝叶

的车厘子/今晚 我们落单/今晚 我们纯
甜”（《青》）；“就像一块沉着的矿石/寻到了
钢花的激情和澎湃”（《给自己的伤口撒点
盐》）；他的时间里也有一个城堡，有“金银和
珍贵的器皿”和“好看的腰带和锋利的佩
剑”，这样的城堡充满了王气，要“迎接在城
堡外的草垛旁长大的你”（《城堡是个大房
子》），而从这里，我看见了杰平内心中的英
雄情结，而这也让他的诗歌宫殿变得富丽堂
皇；当然，他的诗中甚至还有一个湖泊，时间
的湖泊，里面住着一位“深陷情窦中的湖
妖”，她风情万种，行将吃下伊甸园中的禁
果，而人间的欢宴已经打开，“恋爱中的兴风
作浪才是最好的美景”（《在蠡湖》）。

这都是时间的花环编织的世界，同流
水一样日日流逝的世俗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两重天地。我常常惊诧于杰平作为一个职
业新闻工作者，每天跟海量的各种信息打
交道，琐事繁多，但他竟然还能够给自己留
下了一个奇特的诗性空间。我想这里有他
的执着，他在诗中也坦言“在这灯红酒绿的
世界/我白天工作晚上写诗/偶尔打点小麻
将”（《给自己的伤口撒点盐》），但用执着二
字好像比较奇怪，并不准确，因为诗歌对精
神的要求非常之高，是个体与自我、社会、
时代高度融合的结果。所以我不得不再次
陷入困惑，转而从他那带着一些童话色彩
的句子中，去剖析那个最早闯入我的直觉
中的时间问题。实际上，杰平在《我要》一
诗中已经敞开了自己：

我要阳光雨露 我要每个人的名字发芽
我要把云朵装在杯子里
她洁白的身体像海绵
慢慢说：我要 宝贝在春天睡觉

诗歌就是人类的童年，最少是我们可
以通过语言回到的童年。但当我在说出这
句话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跟杰平都已经步
入了中年，这是我们的诗歌跟我们的人生
常常陷入的困境。因为生活的列车仍在一
路奔驰，他也还没有减速的迹象，因为我看
到的他还在期待“今晚的重庆/会不会有另
一场雪/以及从雪花里跑出来雪花一样的
你”（《午后》）。但是，青春的退场仍然是不
可阻挡的，唯一可以抵挡的只有诗歌，而这
样的诗歌比青春还有更早、更久远，它要回
到超越时间的地方，或者说回到没有时间
的地方去获得永恒。

在这里，我需要突出表达对《看见彩
虹》的热爱。这首仅17行的短制构思奇
妙，意象庞大且纵横交错，却又开阔明亮，
细致入微。在这里，抒情不再彼此类似或
者流于表面。我不得不赞叹杰平驾驭文字
的卓尔不凡，他居然能从一个简单的物理
现象中，给读者展现出含纳天地海洋，蔬菜
水果，人类情感，甚至信仰和对生的体验，
最后还创造性地回到孩子手中的绘景、炊
烟和常见的佐料中，诗也因此多了可以触
摸的温度和感动：

一道彩虹里有多少肥沃的湿地
好看的青草 遇见人类就迅速隐匿的
小动物
我想，这就是在36℃状态下人类应有

的温暖表达，这或许也是杰平的诗歌从另
一种形态上走向了更加厚实和宽阔。其
实，他是一个在常态下生活的人，爱着
36℃恒温下的自由，爱着“青”这样一个偶
遇的、美丽的安静的女子，也爱着很多奇奇
怪怪的事情：“在你睫毛的水草上/一条船
已悄无声息地靠岸”（《这里》）、“我蹲在小
区的盲道上/看一黑一白的两只猫沿着墙
角散步”（《逃离或前行》）、“山水/古训和一
些字画 前朝的灯火/长衫里的骨骼；鳐鱼
是水中的蝴蝶/星星是天上的窟窿”（《献
诗》）。当然，我也喜欢《麻雀》中呈现的奇
幻，这里面有为自己构建的诗意空间，也有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妙世界：

她展开又合拢的
含着小小的光与影的翅膀

多像我要的小生活
在杰平的36℃里，内敛和张力、冷静

与激情同在，幽默甚至调皮地呈现了诗歌
价值和人类生活的幻美。不仅如此，它的
积极意义还在于给世间万物以真挚浓郁的
热爱，尽可能少一些生的不易和苦难，正如
尼采的一句话，“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
代”。这不应该是我们倡导的诗歌精神吗？

杰平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他笃定的
特质，微笑的表情，热心助人和不事张扬
的个性，赢得了哥们兄弟们的尊重和喜
爱。他从不在圈子内吆五喝六，甚至谢绝
参加各类诗歌活动，就连约稿这事他也
表现得很慎重。从去年到今，我多次找
他约诗刊发，但他每次都以诗稿需放放，
成熟了再见读者为由婉拒。我知道，杰
平是在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同时我也知
道，杰平对诗歌的创作态度几乎到了虔
诚的地步，常沉醉于诗歌语言的锤炼和
萃取中，不是不能自拔，而是在深入中寻
求浅出的明亮和开阔，这就是杰平超越
的智慧，一如《献诗》里：

中年之后 我爱这样一枝笔
知道怎样拿起
又放下自己
不管怎么样，我又想起了二十多年前

的一些往事，这个有情怀的中年男孩，还常
常将我拉到那些陌生的时间中，从里面打
量着斑驳的世界和我们那些五颜六色的爱
好。而他，我的杰平兄弟，也许正在黄桷坪
美院涂鸦街上的一条巷子里，遇见了一个
叫水墨的女子；也许在重庆动步公园对面
琥珀咖啡馆二楼大厅喝咖啡，悠然欣赏着

“左腕上的沉香手链和沙发靠背上的暖色
围巾”；也许正坐在重庆开往北京的T10
次列车上，打开笔记本，记下那些在黑暗中
闪烁着光芒的句子。

（作者简介：龚静染，1967年冬生，四
川乐山人。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诗
集《影子》，长篇小说《浮华如盐》《光阴交
错》，随笔集《小城之远》，非虚构作品《桥滩
记》《昨日的边城》《新塘沽往事》等，主编有
《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等。现为《散文诗》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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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彩虹
一道彩虹里有几颗蓝莓 橙子
你喜欢的苹果 油麦菜
和西兰花

一道彩虹里有多少肥沃的湿地
好看的青草 遇见人类就迅
速隐匿的
小动物

风去了又来
花落了再开

天空 海洋 或者迷惘与信仰
一道彩虹里还有一次生命的
我们
对爱和奇迹的渴望

看见彩虹
我和你一起看见天地之光
顺着你手指的方向

一道彩虹里有生活的炊烟
孩子的蜡笔
和你常用的佐料

深处的蝶
整个冬季
我的心被一块晶莹剔透的冰
反复地止痒

深处的蝶

潜在最隐秘的山谷和溪流
生动 惊艳 却不飞翔

我知道静处是你过冬的方式
像孩子的睡眠
一个字是乖 两个字是很乖

我要迎着阳光取暖
带着你和你喜欢的闪光眼影
安静而又不被打扰地栖息

午后
我穿着秋天的外套坐在冬天
的门槛上
我说话
也喊热
你不听
背对着我和我背后的世界

阳光是落地的窗花
银杏是云端的扣子
你轻吟的《斯卡布罗集市》是
我唱不好的英文

风好看
一眨眼就落在你的发梢
我很欢喜
你不说话的时候
就像伫立在春夏的一只蓝闪蝶

突然想起北方已经下了很久的
大雪
今晚的重庆
会不会有另一场雪

以及从雪花里跑出来雪花一样
的你

我要
我要全是湛蓝的天
每个人的胸前挂一溜翡翠
大街小巷 金桂的香和银杏
的黄
过了今晚还有明天的弥漫和
生长

我要宽吻海豚溅起水花
全世界的孩子都能看到
我要大白菜与青虫谈恋爱
蝈蝈用歌唱叫好

我要写作传统新诗和童话
还溪流鱼虾 听蜂鸟含着嘴
里的甜
有说不完的话
月亮上树梢 猎豹在奔跑

我要阳光雨露 我要每个人
的名字发芽
我要把云朵装在杯子里
她洁白的身体像海绵
慢慢说：我要 宝贝在春天
睡觉

（作者简介：王杰平，
1991年就读四川大学预科，
1992年考入中国新闻学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
创作。有作品入选多种选
本。现居重庆，供职某媒体。）

去年夏天，母亲说，她要回圣灯山下的老屋住
一段时间。

车驶出圣灯山场镇，经过正在修建的高洞子
水库。母亲望着窗外，喃喃地说：外面全部都是
山。过了一会儿，母亲又自言自语地说：全部都是
山了。

我的心不禁沉了一下。
我知道，山，是母亲心中永远的依恋，是根植

于母亲灵魂的挂牵。母亲七十五岁了，对故土想
念更深更浓了。

母亲的前半生，总是和山连接在一起的。
那时的圣灯山是个十分偏僻的山区。距离鱼

洞有50公里，离稍显热闹的跳石乡场也有10公
里，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九弯十八拐地通向外
面。

圣灯山主峰下西面是一片生长着茂密松树的
山，山脚下有一个四合院。母亲就出生在这个小

院子里。她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
妹妹。小时候，她既要带弟妹，还要到屋后的
山上捞柴，到屋前的坡土里割猪草牛草。小
学毕业，到离家十多里路的巴九中读初中。
读了两年，学校停课，回家务农。等到可以
复学的时候，她已经和父亲结婚，失去了
再上学的机会。

在我的记忆中，年轻的母亲每天
总是忙碌地劳作。

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起床。
尽管家里粮食少得常常吃不饱
肚子，我们四兄妹又都是正在吃
长饭，母亲仍然早早就把吃的煮

好，然后出门，到田坎、山坡割猪

草、牛草，到山上捡一些树枝、枯草回家做柴烧。
如果是冬天挖红苕的时候，天黑得早，等到大

家把红苕过了秤集中起来，再根据家中人口、工分
计算出每家应该分配的斤数。这些红苕都是种在
坡上岩下，离家远，山路难走。倘是雨天，更是泥
泞湿滑。我和二弟常常也要去帮助母亲，但年龄
尚小，只能用竹背篼，背得也不多，主要还是靠母
亲。等回到家，便十分晚了。我帮着烧火，把红苕
淘洗干净，等母亲做好饭吃过，睡觉的时候，差不
多半夜。

小学开始，我就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那一年夏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带着我去割柴
草。圣灯山南边山头，竖立着一块石头，形如竹
笋，我们称之为“石笋”。山下有一片土坡，我们叫

“坡上湾”。穿过树林，走了三四里上坡路，我们来
到坡上湾。天仍然没亮，母亲和我将竹篾背篼放
下，坐在地上。

黎明前的夜空璀璨美丽，天空格外高远明净，
星星晶亮，微风徐徐吹来，空气特别清新。年轻漂
亮的母亲遥指着天上，告诉我这颗是牵牛，那颗是
北斗。

十六岁那年，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家，后来，土
地分到了户。弟妹们都在小学、初中读书，父亲只
有在探亲假才能回家。家中的农活只有母亲一个
人承担。母亲辛苦地劳碌着，家里的粮食逐年多
了起来，不再愁吃不饱肚子了。每到寒暑假，回到
家中，我们兄妹一起帮助母亲做一些农活，空的时
候，辅导弟妹们读一些书，享受着恬静、快乐、温馨
而又幸福的时光。

在母亲心中，她出生在大山里，在大山中成
长、成家，把孩子一个个养大成人。山里稻香麦

香，红苕蔬菜旳香，清冽洌泉水的沁香，都是那么
诱人和熟悉。

一直到1987年，由于腿疾，差点让母亲站不
起来，才将户口迁到了父亲处，离开了老屋，离开
了生养她的大山。

每年，母亲仍然要回几次老屋家中。在公路
上，看看四周的山；到曾经起早贪黑地劳动的田地
上转转，闻一闻泥土和庄稼、粮食的清香；吃着新
鲜的饭菜，和亲戚老友说一说家常。

1979年，我提着一只杉木做的小箱子，母亲陪
着我走了近10公里的山路到跳石乡场上，才坐着
公共汽车去上大学的。现在的公路，已通过扩宽，
先是水泥路，再铺成柏油，平坦而舒适。路上行驶
的车也多了，如果是节假日或周末，回家的人和到
圣灯山风景区度假的人多，还会塞车。坐在车上，
母亲触景生情，就会回忆起当年那些走山路的旧
人故事。

小时候，山上林中主要生长着松树、柏树，偶
有水杉、银杏等珍稀物种，杂树都被砍了作柴烧，
显得疏疏朗朗的。山崖岩下，凡有坡土的地方，都
种了庄稼。现在，田里很少有人种水稻，更多的是
花卉苗木和附加值高的作物。山林都实施退耕还
林，老树继续生长，更加繁茂。坡地上栽种着名优
果树，增加了经济效益。

山更青翠，水更碧绿。或许，这正是母亲儿时
心中的山。

山还是那些山，老屋还是那座屋，但母亲日渐
老了。七十多年的风雨人生，一路兼程，留在母亲
心中的山更加美好，已是将山融入魂灵，镌刻成生
命中灿然盛开的花朵。

（作者单位：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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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平对诗歌的创作态度几乎到了虔诚的地步，常沉醉于诗歌语言的
锤炼和萃取中，不是不能自拔，而是在深入中寻求浅出的明亮和开阔。

■2月4日 除夕，重庆
材料忘家了，中午回去拿。车停楼下，听一楼邻

居家欢声笑语。邻居两口子去年才搬来，公子已成
家，另住。看来儿孙们回来了。

说来巧，一楼男主人和我们一个系统，50多岁，
很精神，喜欢牵一只毛色光亮的狗遛街。他与彭彭爹
熟，说哪天约时间喝酒。

刚进屋就听敲门。男邻居端一盘糯米腊肉圆子，
说今天家团圆，正好你回来，尝尝我的手艺。我忙道
谢收下，心里热乎乎的。他又说，他们去海南了，你一
个人在家吃啥？不如晚上下来大家喝酒。

赶紧婉拒，说要加班。大过年谁不是自家人团
圆，我跑去算哪门子呢。逢大节尤其春节，我们都分
班值勤，而彭彭寒假都去海南。不敢早买机票，遇紧
急任务，马上退票或返程都不鲜见；等值班表出来再
买吧，机票早被秒光。于是一家人春节总是两地分
离。曾写散文《一个人的除夕》，讲述一个“留守人”在
除夕的复杂心情。其实许多同事皆如此，也明白，必
须要有一些从业者去付出，去坚守。既然选择，那就
接受种种吧。

若上班还好，可明明下班了，因机票售罄只能独
守，整个春节冷锅冷灶难免惆怅。孤零零三个春节
后，今年忍不住“冒险”提前一个月买了机票。如无特
殊情况，初二晚交班，初三就能飞海南了！

又接电话，彭彭的爷爷和外公都叫过去团年。纠

结一下，拒绝了。不知忙到多晚，何必让老人等。
晚上回家，春晚已过半。看不看春晚无所谓，但

除夕夜得有点动静，方显家里不那么空荡。打开灯，
还有电视，让客厅明亮喧闹起来。“啪”拉开一听啤
酒。谁说一个人不能喝酒，过节嘛。想到初三就能团
聚，春节有了盼头，心里舒服多了。

靠沙发上喝酒，不时看看彭彭爹微信发的照片：
他做的蒜苗回锅肉、白灼虾、排骨汤。原来下午打电
话咨询我如何做白灼虾，是这个意思。

看到照片上彭彭大吃大喝的模样，白日里所有喧
嚣劳累，瞬间放空清零。

■2月5日 初一，重庆
难得晴好。下午忙得脑胀，有点饿，出去碰运气

找点吃的。
路似较平时宽了两倍。阳光钻过树叶缝隙洒在路

上，洒在连街关闭的门面上，光影斑驳温柔，让我一度生
出错觉，以为整条街都是我一人的。开车转到背街，居然
有一家小面馆开着。

店里就两三张小条桌，没有食客。一个中年男
人，一个约莫十三四岁的短发少女，各自坐着看手机，
少女唤中年男人爸爸。

点了豌杂面，宽汤，少辣。不知好不好吃，好不好吃
都没得选。一边吃一边听少女打电话撒娇，问妈妈你到
底哪天来嘛。从话间大致可知：她妈妈在广东打工，初二
才放假，买票有点麻烦。中年男人偶尔笑着插话“嘿，幺
儿，你问她带杂包没得”，听口音像渝东南一带。

节日人少，要么旅游要么回家乡，留本地的，这几
天不大会出来吃碗面。想来守着小店不为赚钱，为等
亲人。不知店是不是他们的，也许是，也许不是，但这
里成了一家人“接头”点倒是真的。

味道不错。慢悠悠吃完走出小店，少女仍絮絮通
话，中年男人仍望着她笑，父女俩眼神不时交流，然后

“哈哈哈”笑出声来。
祝他们一家人早早团聚。愿所有家庭都能团聚，

在这以团聚为愿景的节日里。
■2月7日，初三，重庆—海南
一早爬起来就往机场赶。其实不用这么早，但就

是耐不住要跑，似乎人在机场了，离海南就更近了。
一周前接紧急任务，工作量大。加班数日圆满完

成，终于准时踏上行程。尽管只能陪伴几天，尽管团
聚来得稍晚，但足矣。警察、母亲……我的身份是多
重的，如果可以，想尽力兼顾。

11点多，飞机准时起飞。心也呼呼起航直插云
天。

两小时后降落美兰机场。明艳阳光裹挟略咸腥
的风，热辣辣扑面而至。

哼着歌一溜小跑。海南，我来了！彭彭，我来
了！虾兵蟹将文昌鸡，我来了！

■2月9日，初五，海南
陪伴的日子，其实平淡：一觉睡到自然醒，起来到

处闲逛，或海边，或周边。
三年没来，竟不知门口开了超市，比永辉大一

倍。我决心把周边知道或不知道的超市都走一遍，买
一堆需要或不需要的东西放家里。也感激在此度假
的朋友们邀聚，但多已婉拒。我希望节日里多陪彭
彭，不愿有限时间再分流。奇怪，对于节假日父母轮
番缺席，彭彭从不抱怨，也许早就惯了，或以为家家过
节都如此吧。身为母亲，我是有愧的。

这几天，尽管和在重庆每个不上班的周末一样，
无外乎走走逛逛吃吃睡睡，但只要每天看到彭彭，看
到他津津有味吃我做的菜，便歉疚淡去，满足洋溢，感
世间喜悦，莫过于此。

喜欢一起去码头观赏各种海鲜，选喜欢的买回
家。彭彭趴阳台喂比目鱼虾虎鱼，我把大包小包提进
厨房变成佳肴：龙虾粥、姜葱蟹、蒜蓉扇贝、清蒸鲍鱼
……彭彭爹不善庖厨，便充当跑腿去超市提酒水。

俗世之乐，怎能少了吃喝。今年，千里之外，家庭版图
不再缺角，一家人终于杯斛齐聚。烟火的味道，往往就是母
亲的味道，家的味道。于孩子而言，父母在哪里，家就在
哪里。而对于父母呢？孩子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为三个年头才有一次的春节异地团聚，琐记如
上。 （作者单位：重庆市公安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