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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唐不遇，1980年生于广东，客家人。现居珠海。出版有诗集《魔鬼的美德》《世界的右边》，译有W.C.威廉斯、W.S.默温等诗人

作品。曾获第十九届柔刚诗歌奖、首届“诗建设”诗歌奖、首届广东省诗歌奖、首届苏曼殊文学奖、第三届中国赤子诗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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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说，唐不遇并非一个寻知音不

遇的诗人，他虽没有达到备受时代宠爱的程度

（那其实是有害的），但在同时代诗人中，他显然

较早脱颖。作为重要的青年诗人，唐不遇的写作

值得更深入充分的意义阐释。

从人的视角到物的视角

2005年是唐不遇写作具有分水岭意义的

一年。在此之前他是一个虔诚并时而灵光四射

的诗歌信徒，但大部分作品还显得过于芜杂。他

的诗歌中虽然不乏“十六年前的雨声/使这些瓷

器暗潮依旧：/你站在讲台上/像一把冒气的茶

壶。”（《教授》）这样精彩的比喻，但总体上要么

过于粗疏直接，要么便是太绕，没有瞬间洞开的

敞亮。2005年，唐不遇瞬间推开了诗神的大门，

或者说他突然触摸到诗神运思的窍门，那些独

特想象纷纭而至来到他笔下，并组织进几乎不

可替代的语言秩序中。在我看来，对诗歌视角的

独特实践，正是唐不遇诗艺成熟的标志。

2005年，唐不遇写下这样的句子：“在这片

灰蒙蒙的工业看来/夕阳像一块脱落的红砖”。

（《港口》）在我看来，这个句子代表了唐不遇诗

歌的一个重要时刻，此时的唐不遇超越了人的

主体视角，而尝试从万事万物的角度来重新勘

探世界。在此诗中，他借助的是“工业”。这一视

角的启用意味着诗人意识到了人的有限性，正

是在诗歌叙事上对人膨胀主体性的限制，另一

个丰盈的诗歌世界才被唤醒。在2006年的《三

月》中：“我再次以草地的角度/仰望天空。我无

须枯萎/以从空中飘落”，此时诗人借助的是“草

地”的观物视角；而在2007年的《泉》中，视角转

换几乎如舞者轻盈的腰肢：第一节“一口泉感到

孤独/因为它不知道/它和遥远的大海的联系”，

这里泉获得了感受主体性，但它是被另一个叙

事人所描述，姑且称之为外聚焦物视角。接下

来，诗人又让泉边的旅人、蜻蜓、鸟蛋、落叶等种

种事物获得内在主体性，诗人并不将它们置于

人主体的统摄和观照之下，泉的镜面效果仿佛

生命的瞭望台，在这里出现的一切都携带着各

自的过往和未来、欢欣和悲哀。最后一节：“我的

工作是漂洗落叶/直到它们彻底干净，/我的报

酬是倒映的白云——/天空那衰老的墓穴，和我

一样/无法闭上泪水盈眶的眼睛/停止观看消逝

的东西”。

此时诗歌再次回到泉的视角，然而已经变

成了内聚焦物视角。有趣的是，在泉视角中，又

隐含着另一层“天空”的物视角。且不说此诗那

种涵纳万物生死变迁的博大情怀，它在多重物

视角间转换，在物视角的内外聚焦间转身的能

力，使它获得诗歌技术上繁复和轻盈的统一性。

此时的唐不遇，便具有了不可替代的辨析度。我

至今对唐不遇写给妻子索瓦的《月亮》念念不

忘，古往今来的诗歌写作已经使月亮成为难以

推陈出新的超级窄门，而唐不遇依然凭着独特

的视角——“月影”翩然而过：“一个影子等待月

亮在天空中升起。/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伸进窗

户，递给你/适合做梦的月光。”

对历史和现实的发现

很多诗人热衷于书写宏大驳杂的时代，但

却不能写日常的温暖和光亮；一旦回到生活，拾

起的又是解构日常的那种痞子口吻。其真正原

因在于，他们是用一种文化立场在写诗，而不是

用真切丰富的诗性想象力来写诗。当想象力上

升为一种文化立场，可以处理时代、永恒等大命

题；当想象力面对的是日常生活，它同样可以映

照出生活的温度、质感、纹理和微妙的涟漪。与

那些以文化立场替代诗歌想象的诗人相比，唐

不遇葆有难得的在日常中提炼诗意的能力。且

看他的《欢乐时光》：“她最喜欢的运动是做爱和

爬山。/无爱可做时，她一星期爬两次山，/有时

采摘野果；无山可爬时，/她就做双份的爱。”这

里对私人经验的靠近既不刻意掩藏，也无用力

过猛的炫耀。诗歌的节奏就是生活的节奏，如此

放松的诗句走近了一颗如此明净的心灵。

《吮吸》写“妻子像昆虫一样趴在地上/给太

阳花哺乳；/太阳温柔地抚摸她们，/就像真正的

丈夫和父亲。//我在阳光中融化成她们的影

子，/闻着她们的香味，/然后，沿着花枝往上

爬，/像一朵雄性的玫瑰/悄悄的在她背后出

生。”妻子孩子气的动作在诗人眼中与花和天地

融为一体，我想这不仅是一首日常的诗歌，它更

包含着一种将我们从虚无的深渊失速坠落的处

境中拯救出来的诗性想象。在这样的时代，我们

是否还能够葆有一份如此童真的爱，并如此童

真地爱着世界？非如此我们便不能激活这样动

人的诗性想象。

很多诗人在写作之外，不得不把自己交给

更驳杂的生活维度。于是他们的想象世界日渐

磨损，当他们对“像昆虫一样趴在地上”感到不

适时，他们的生命感受已经被日用观照定型化。

他们是领导、是商人、是解决问题的装修工人，

此时诗便在他们的世界中退场了。唐不遇的日

常写作，映照的是那颗拒绝被“烦”的世界腐蚀

的诗心。可是，反过来说，很多人写日常的温润

如玉，他们在诗歌的小屋中小心地呵护着碧绿

的内心。这当然并无不可，然而其诗歌的精神格

局终究显得逼仄。而唐不遇之为唐不遇恰在于，

在灵性想象、诗性感受力和语言本体创造之外，

他的语言之树连接着时代和历史构成的广阔精

神根系。诗人的尊严在于，他吸入了时代的空

气，并用创造力之肺进行精神吐纳，他呼出的气

息，既包含着对时代、历史的精神诊断，又包含

着对时代空气的审美重构。

一触及时代，唐不遇往往忧愤而深刻：“这

些吼声，是机器/还是亡魂发出的——/那广阔

墓地无数的死者/已附身于每一个/流水线作业

的工人”（《坟墓工厂》）；“每天，如此准时，垃圾

车/像一颗心脏突突跳动，/把我们的身体运载

到焚烧炉里；而我们却为焚烧炉装上空调”（《梦

频仍》）。这分明是唐不遇献给时代的哀歌和安

魂曲，重要的不是他对时代表了态，而是他以审

美发现撕开了时代肌体若隐若现的裂痕：我们

常常忘了身处焚烧炉的精神处境，却在“空调”

的欺骗下获得“清凉”，这股现实关怀有着鲜明

的现代批判性。

唐不遇诗歌辨析度还来自于他对历史经验

的诗性发挥。他的《历史博物馆》处理的是历史

对现实的塑形和缠绕的主题，修辞性地敞开了

当代历史表达的诗歌路径：“太阳睡着后，记忆

仍是金黄色的：在被禾叶、稻芒割过和刺过的地

方抓痒//给下一个时代留下道道红痕”。这样的

表达还散见于《毛诗三章》《历史——致弱冠之

年的你们》等作品中。这种机敏的表达捍卫了处

于时间迷雾中诗人的尊严。

化古、化欧的双重写作

关于诗歌，唐不遇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有一个古老的父亲，还有一个年轻的师傅。

也许用师傅教授的技艺，我们只能够回到记忆

里，而永远回不到父亲的怀抱里。但我也不怀疑

突然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够带着新的精神和道

德力量，重返唐人的境界和气度。”这段话其实

关涉到一个诗人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中西诗学资

源的问题。作为一个在习艺之初就受到奥登等

西方现代主义大师影响的中国青年诗人，当唐

不遇区分“师傅”和“父亲”的时候，已经非常清

晰地在李金发、卞之琳、穆旦等中国现代诗人所

构成的“化欧”传统中提出了汉语性的自觉这一

命题。换言之，唐不遇将化古和化欧作为写作的

双重迫切性。某种意义上说，唐不遇对于新诗的

汉语性这个由来已久的命题有着自己相当自觉

而独特的探索。

考察唐不遇的诗歌便会发现，“回到父亲怀

抱”在他那里绝非简单地复制古典诗歌的意象、

章句和意境。在他那些充满现代性自觉的作品

中，对于古诗的追慕体现为一种德性诗学的向

往。他曾经说：“我们有必要把道德还原为一种

魅力，一种高贵的求索”，“我们不能把道德这个

美好的词拱手让给庸俗的道学家”，“在令人喜

爱的古诗中，我便处处读到淳朴的，沉着的，时

而化为悲悯，时而化为山水的道德。”“作为被深

深的无力、悲观和虚无攫住的当代诗人，我们或

许真的应该让个人经验清晰或复杂到一种道德

的高度。”在将诗歌语言本体作为最高探索对象

的现代诗学中，谈论“道德”是危险的，但我们不

能浅薄地对待唐不遇的独特思考。他当然不会

肤浅到企图用道学来规范诗歌，事实上，他的德

性诗学观念正是希望重建诗歌跟主体人格之间

的关联。

强调诗歌作为主体情趣、胸襟的投射，一直

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观点。钱穆认为“必得有

此人，乃能有此诗”，“没有他胸襟，怎能有他笔

墨！”他强调读诗应该对照着年谱读全集，在生

命遭际中窥测诗人诗作中的心灵分量。他看重

杜甫是因为杜工部“每饭不忘君亲”的儒家圣人

人格；他爱王维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是因为透过诗歌王摩诘对宇宙人生抱有一番禅

意的超越。当然，强调德性境界的主体诗学如果

直接绕过诗歌语言本体可能凌空蹈虚；但那些

空有诗歌语言本体的营构而缺少主体德性建构

的诗歌，则未免格局过于狭小。

我们不应忘记还有主体诗学，即强调写作

者的精神趣味、视野、胸襟、境界和诗歌重要性

的诗歌伦理。抽离本体谈主体，未免空中楼阁；

但抽离主体谈本体，则难逃密室自怜。如此，唐

不遇的意义便显露出来，他的写作在继承当代

诗歌对语言本体极端苛刻的追求之余，难得地

获得了对主体精神境界的体认。当他将想象的

活力整合进语言的秩序之后，他又追求着德性

诗学对本体诗学的引领和提升。在我看来这便

是唐不遇写作的启发。我愿意以他的《早晨的大

海》末节作结，从中我们也不难辨认他对宇宙人

生的一番独特看法：“我们经过一座小岛，/岛上

的人们等待着我们。/但我们只是经过，/我们只

是/大海发出的轻微鼾声。”

回到古老父亲的怀抱
□陈培浩

从我开始喜欢诗歌的少年

时代算起，我学诗到现在正好

20 年。这 20 年来，我品尝到的

写作的艰辛要远多于愉悦，但

这仅有的愉悦却足以让人感受

到生命最深的美好。

我自认是个对语言极其苛

刻的人。然而诗歌对我更苛刻，

狠狠地报复了我。10 年来，我

创作的诗歌不过百首而已，每

一首都算得上呕心沥血，就像

我尚算年轻的头上，每一根白

发都沾着心血生长——只是它

们的产量显然更高。但正如我

的名字所示，如果在唐代，我一

定会成为写出那首不朽小诗的

贾岛最称职的朋友，一起以苦

吟为乐。

有时候我想，我是个中了

诗歌魔咒的人，一刻也离不开

诗，像只癞蛤蟆一样紧紧趴在

冰凉的语言上，再也变不回童

年时的那个王子。而作为癞蛤

蟆，就得有癞蛤蟆的使命和追

求：终其一生，就是要吃一口天

鹅肉，写出一首好诗。

我是个诗人，也是个记者。一开始我以为当记

者对我的写作毫无影响，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无

论写诗还是当记者，其本质都是寻求自由，探求真

相。我想要向杜甫致敬，写出那种个人性与时代性

兼备的诗歌。

对一个诗人来说，深刻的思想还在其次，最重

要的是凭借天才充分表现诗的自由。写作注定是

不自由的。但诗最好的定义就是自由。自由是一种

非凡的感受力，有时候也会表现为一种痛苦。在文

字缝隙间的每一次呼吸，不是在镣铐中跳舞，而是

像风一样穿透灰尘。

当然，如何在诗中把握自由和真实，却是一个

巨大的考验。我不无矛盾地告诫自己：诗必须像自

己的生命，熟悉而神秘；必须呈现一个深广的世

界，像生活，让它的幽远包裹在切近的语言中；必

须把批判精神修炼得更高，在迫近的危机中锻炼

爱的能力，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诗人。

至于现代性和中国性，真是一个大问题，需要

用诗来回答。相比这个问题，有些人更愿意思考永

恒的时间。

不错，我有一个古老的父亲，还有一个年轻的

师傅。也许用师傅教授的技艺，我们只能够回到记

忆里，而永远回不到父亲的怀抱里。但我也不怀疑

突然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够带着新的精神和道德

力量，重返唐人的境界和气度。

虽然在当代谈论道德并不讨好，但我还是觉

得不应该忽视道德。我们有必要把道德还原为一

种魅力，一种高贵的求索，而不只是一套冰冷的、

僵硬的、机器般的学生守则。

在令人喜爱的古诗中，我便处处读到淳朴的、

沉着的，时而化为悲悯，时而化为山水的道德。甚

至只要看到那些伟大的名字，我就能感受到一种

富有精神深度的风骨。作为被深深的无力、悲观和

虚无攫住的当代诗人，我们或许真的应该让个人

经验清晰或复杂到一种道德的高度。

当然，更多的时候，诗更像是祈祷。今年年初，

我们一家人去烧香拜菩萨。当我年方 4 岁的女儿

跪下时，她说了一句让我极为震惊的祷词：“菩萨，

祝你身体健康。”第一次，这么纯净无私的祷词，进

入我烟雾缭绕的耳朵。我把它写进了诗中，并借用

一位朋友的赞誉，把它命名为“第一祈祷词”。

我女儿的这句祷词，真正植根于人类美好的

天性，也是极富创造性的诗。毫无疑问，这就是

伟大的诗。也许终其一生，我所写的东西都达不

到她的这种心灵的分量，我应该转过身去，奋勇

直追。

唐不遇之为唐不遇恰

在于，在灵性想象、诗性感

受力和语言本体创造之外，

他的语言之树连接着时代

和历史构成的广阔精神根

系。

诗人的尊严在于，他吸

入了时代雾霾般的空气，并

用创造力之肺进行精神吐

纳，他呼出的气息，既包含

着对时代、历史的精神诊

断，又包含着对雾霾空气的

审美重构。

聚焦文学新力量

中国作家协会2015年新会员名单
（431人）

北京13人 王早早（女）、吕峥、朱科敏、苏笑嫣（女，蒙

古族）、李云龙、张骥良、金薇（金子，女，满族）、周庆荣、周敏

（女）、郑桂兰（女，土家族）、贾爱军（女）、黄杨健（一草）、崔蔓

莉（崔曼莉，女）

天津2人 张伯苓、颜廷奎

河北10人 齐宗弟、李琦（李婍，女）、苗艺、孟领利、

贾志英（女）、徐广慧（女）、徐富敏、席立新、董连猛、霍志国

山西11人 王文才、王宝国、许大雷、李心丽（女）、李朋

霞（女）、汪洪（竹宴小生，女）、张玉（女）、陈克海（土家族）、岳

占东、蒋淑芬（蒋殊，女）、解贞玲（女）

内蒙古10人 布和必力格（蒙古族）、包德博信其木格

（女，蒙古族）、刘桂林（柳苏）、刘晓欣、齐·恩和（蒙古族）、莫·

哈斯苏都（蒙古族）、高荣堂、郭岩君、崔炜、策力格尔（蒙古族）

辽宁11人 王文军、王正佳、冯忠臣（风萧萧）、刘抚兴、

杨春风（沙与沫，女）、沙宪增、张立群、张志友（满族）、郭金

龙、韩春燕（女）、程志勇（夜十三）

吉林3人 王丽君（女）、李书文（女）、李松花（女）

黑龙江17人 王立宪、王延才、王春伟（王子）、安平（安

澜）、孙彦良、李林、李尊秀、邹积慧、汪衍振、张畅（女）、张育

新、张喜、赵星龙（胜已）、胡世英、姜淑梅（女）、郭力（女）、

康静文（寂小静，女）

上海 16 人 丁法章、王若虚、王果、刘志荣、李丹梦

（女）、杨逸明、何菲（女）、张书玉（府天，女）、金理、钱根霞

（女）、徐培均、徐斌、黄平（满族）、曹伟明、管继平、管新生

江苏26人 王垄、王辉（无罪）、左卫卫、冯光辉、巩孺萍

（女）、朱宏梅（女）、汤成难（女）、汤祥龙、许强、李红梅（女）、

李朝润、吴广川、何同彬、沈骊天、陈根生、邵连秀（苏若兮，

女）、范继平、胡继风、顾唤华（顾七兮，女）、徐震（天使奥斯

卡）、梅静（木青，女）、曹文芳（女）、董晨鹏、储成建、曾一果、

潘吉

浙江22人 丁勤政、王贺文、朱吉荣、朱和风、李虎（天

蚕土豆）、李建军、连中福、肖瑞峰、吴敏（但及）、张巧慧（女）、

张纯汉、张林华、张敏华、张琼（张忌）、陆士虎、陈光、俞福达、

施立松（女）、董利荣、储吉旺、臧军、潘志光

安徽11人 方雨瑞、吴兰波、何世华、张诗群（女）、张殿

权、陈治军、金从华、洪振秋、黄圣凤（女）、黄学红（夭夭，女）、

黄晔

福建9人 于燕青（女）、王永盛、王金煌、刘少雄、苏翔

天、李治莹、林雯震（三米深）、钟红英（女，畲族）、蔡伟璇（女）

江西 11人 王彦山、叶青、任振华（夏言冰）、吴素贞

（女）、张芸（女）、周亚鹰、周斌（金满）、郭玉芳（简心，女）、

常年华、蔡勋、熊国太

山东21人 王忠友、王威（女）、王焕琦、王韵（女）、王

溱、卢戎（女）、白坤峰、任怀强、刘学刚、杨茂栋（苍城子）、张

克奇、张栋、张黎艳（雨桦，女）、陈亮（叶萱，女）、陈亮、胡念

邦、徐清源（飞天）、郭贵宗、董立涛（女）、解永敏、谭培战

河南16人 王晓平（女）、牛文丽（女）、齐庆民、李山、李

清晓、杨丽娟（女）、张艳庭、张晓芸（女）、张爱萍（萍子，女）、

张景、陈宏伟、范子平、赵俊杰、黄陆军、戚富岗、楚天遂

湖北9人 艾晶晶（匪我思存，女）、伍剑、全雪莲（女）、许

玲琴（女）、郑保纯、郭海燕（女）、梁小琳（女）、舒辉波、谢伦国

湖南20人 王仁才（土家族）、邓杰、刘萧（女，苗族）、刘

维、江月卫（苗族）、许艳文（女）、阳剑、张天夫、张建安、张雄

文、陈颉（土家族）、林目清、罗丹（女）、郑正辉、赵秋兰（兰心，

女）、倪章荣、徐秋良、梁奕、游和平、潘绍东

广东20人 王国梁、王哲珠（女）、韦驰（壮族）、冯娜

（女，白族）、吕程、朱东锷、刘斌、孙良明、杜璞君、李松樟、张

元章（唐不遇）、范英妍（女）、周云方、周草（女）、郭冰茹（女）、

陶青林（苗族）、黄宇、黄惠波、慈琪（女）、廖群诗（丛林狼）

广西 7人 韦联成（壮族）、林虹（女，瑶族）、罗小凤

（女）、赵先平（壮族）、赵亮、莫景春（毛南族）、黄芳（女，壮族）

海南4人 王姹（女）、杜斌国、郑文秀（黎族）、黄卫（柳

下挥）

重庆3人 刘辰希、姚彬、游睿

四川16人 汤中骥、李永才、杨宗鸿、邱秋、沈荣均、张

德明、赵天秀、贾勇虎、徐肇焕、郭金梅（女）、唐瑞兵、敬洪军、

童光辉、普光泉（彝族）、廖小琴（麦子，女）、熊莺（女）

贵州4人 刘靖林、郑一帆、徐源、曹永

云南 9人 马瑞玲（马瑞翎，女，回族）、朱绍章、刘琼

（女）、张伟锋（佤族）、张新祥（傣族）、武德忠、周明全、段爱

松、曹先强（阿昌族）

西藏2人 周韶西、索穷（索琼，藏族）

陕西12人 丁晨、王卫民、王妹英（女）、邢小俊、李炳

智、张炜炜（心中有清荷，女）、周金平（纳兰容若）、周继林（周

吉灵）、高安侠（女）、高远、蒲力民、霍林楠

甘肃8人 王维胜、云宏（孑与2）、申万仓、孙立本、杨天

赋、赵兴高、路笛、魏建军

青海 5人 才让扎西（赤桑华，藏族）、龙日·明嘉（藏

族）、刘大伟、斯琴夫（蒙古族）、道帷多吉（藏族）

宁夏3人 刘汉斌、李壮萍（女）、杨富国

新疆 12人 马康健（回族）、毛玉山、巴音巴图（蒙古

族）、艾尼瓦尔·吾守尔（维吾尔族）、叶鲁拜·阿布里哈森（哈

萨克族）、伊力哈尔江·沙迪克（维吾尔族）、何英（女）、张新

生、阿巴斯·莫尼牙孜（维吾尔族）、杰恩斯·热思汉（哈萨克

族）、高天龙、黄适远

兵团1人 魏红花（女）

延边3人 李玉花（女，朝鲜族）、郑虎元（朝鲜族）、

崔东日（朝鲜族）

解放军7人 王昆、田霞（女）、刘跃清、李钢林、张桂柏、

陈升（女）、姜念光

石油3人 王勇男、罗基础、金海龙

铁路3人 石玉林、杨天祥、陈茂慧（女）

煤矿5人 吕秀芳（女）、刘亮、李大维、李光蕊（女）、

张开平

国土2人 刘能英（女）、梁守德

电力3人 吉建芳（女）、姜鸿琦（满族）、徐祖永

冶金1人 钟钢

水利1人 伍梅（女）

石化1人 尚长文

化工1人 叶建华

公安9人 王晓艳（青蓝格格，女）、牛筱刚、邓醒群、

李国强、李晓平（女）、吴何岷（女）、张弛、陈益、徐国志（满族）

金融5人 田秋平、付颀、任光中、刘广云（蒙古族）、

张奎

中直41人 马建辉、王志祥、王国平、王颖（女）、王璇

（女）、王燕琦、石岳文（回族）、包建民、邢春（女）、朱义（满

族）、任宝茹（女）、刘大先、刘代福（刘年）、刘远江、刘涛、刘德

濒、严诗喆（女）、苏润娟（女）、杜荣、李宏伟、吴颖丽（女，达斡

尔族）、张作民、张健（苗族）、陈艳敏（女）、陈涛、邵璞、林凯旋

（女）、侯玮红（女）、饶曙光（土家族）、索亚斌、徐文秀、高小立

（女，回族）、高旋（女）、黄皓（女）、常青（女）、彭玉冰（女）、

鲁强、普日科（藏族）、曾松亭、管斌、魏雅君（女）

香港1人 李大洲

澳门1人 林玉凤（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