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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S MAIL-BOX 

缪

斯

信

箱

February 1置， 2020 M缸cit 16, 2020 
De缸企iend Dr. ZHANG Zhi, 

I read也E news町回y day about the剖rus，也inki鸣with c缸E about my缸扭曲in China, 
也cl叫ing you.

In my coon:町，we all have great“miration f or  the ca田ageous fight of your pe叩le
鸣ainst趾由四.I hope趾也昭er will F副部soon as possible ... 

On the 23-r d of Febru町，I'll a创:end a meeting of English h吨uage poe饱in Ne阳1ya.
On that occasion, I h吨>e to find some o也.er poets wishing to send you poems岛r your 
beau曲tl review. I h呻e to缸d al四a transla阳into French. Acti皿ly,，也is group is a branch 
of the bigger“Voices”group of poe钮，which you alread?'. Imo�矶Both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er阳yof“Voices”live in N由且ya at about 8 minu阳也国ce （均 由＂） from my home and 
our m馆出gs take place in the pres�也础’s ap町田ent. I h句揭ω由往oduce a notice about your 
review in the group's monthly newslet阳for March, so more po由will be able to see it 
(''Voi＇α妇”is m姐回mational group wi也branches旭several countries) . . .  

I am sending you 4 poems written in English. 
Sincerely, 

Dear Dr ZHANG Zhi, 
I am Manuela Maxzola. I con回butetoDom1回ω

Defelice’sm略azine.Do you rem缸nb町me? How are 
you? I h吨>e 也at all is well. In our ci�肌Pomez姐，也e
Co飞rid - 19 is con由.ued, we are closed in 也e houses. 
Weare vi町y wonied. I' d like to know if it’s严blished
也e Nu皿b町96 of也e world poet quarterly? I send two 
poems Of M缸ia I洁白跑Infan饵， she’s poet ad very 
g民”归国ianjournalist. I h叩e you like. 

Thank you姐A
Be昌t regards, 

陆且.uela Mazzola， 盒。mItaly Luiz.a CAROL， 企om Israel 

英文版诗集 〈山水间〉 由 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4 

e幅町低血皿回蝇

2019年 12月 ， 英文版诗集 《 山 水 间 》 ( BE1WEEN MOUNTAINS 
AND W且'ERS） ， 由美 国学术出版社 （American A1四dcmic Press） 隆重
出版， 并在全美各大书店和亚马逊等全球大型网站公开发行． 英文版诗
集 《山水间》 收录了 中 国当代著名诗人胡红拴先生近年来的山水诗精品
力 作 102首 ， 书 前 有 著 名 诗 人 叶 延槟先 生 的 序 言 《 BETWE因
MOUNTAINS AND WJ\.四RS by Hu Hongshuan》 ， 封底置有诗集英文提
要、 作者简介、 译者简介和彩色照片， 大32K, 116页， 印制精美、 大
气 ， 由 中 国著名翻译家 、 学者、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教授张智中
悔士精，心翻译成英文。

美国学术出版社 （AmericanAcademic Press） 成立于1987年， 注册地
是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 （Salt Lake City） 。 作为美国一家非常著名的学术
出版公司， 美 国学术出版社致力于出版国际学术界最前沿和最好的著作
和研究成果， 凭借其出版的高质量著作和快捷而高放的个性化服务， 在
业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除了主要出版用英语撰写的著作之外 ， 还出版用

汉语、 西班牙语、 站语、 意大利语、 俄语、 德语、 阿拉伯语等语言撰写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出版物涉及人文社会科
学和自然科学诸多领域， 包括文学、 历史、 哲学、 悟言学、 社会学、 心理学、 地理、 医学、 物理、 数学、 化学等多种学科．

多年来， 美国学术出版社一直是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国外出版机构指导性 目 录》 中指定的美国出
版社． 中华学术外译项 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的主要类别之一， 主要赞助代表中 国学术水准、 体现中华文化精髓、 反映中 国
学术前抽的学术精品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 并进入国外主梳发行传播渠道， 旨在深化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
增进世界了解中圄和中国学术， 增强中国学术圄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到 目前为止， 美国学术出
版社已出版中国著名学者的十多部专著． 例如，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B (Chinese A阅demicHis阳yof Recent 300 Yi即回） 、 〈匈
奴通史B ( A  History of Huns） 、 《方言与中国文化》 (Dialec也and Chinese Culture） 、 《中国道路＝ 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B
(The Chinese Path: A Different Path to Moder回zation） 、 《中国粮食安全与农业主出去战略研究》 (China: Food Secwity and 

Agricultural G。＇ing Global Strategy Rese缸ch） 、 《孙中 山传》 (A Biography of Sun Yat-sen） 、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一一从
道安到傅部 （臼咀.que of Translation’Theories in C恤eseTradition｝、 《中 国 民间故事史B (A History of Chinese Folk.tales) 
等． 通过美国学术出版社， 这些出版物进入了北美主梳媒体， 可以在谷歌、 亚马逊等数十种美国主梳媒体和出版社数据库中
查询到。 美国学术出版社 （AmericanA1臼dcmic Press ） 已成为传播中 国学者的学术成果、 弘扬中华文化、 发出中国声音的强
有力的媒介渠道。 因为注重出版翻译的学术著作， 该出版社在国际学术交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其影响也 日 益显
著， 已成为中华学术海外传播的一个重要平台。

据悉， 英文版诗集 《山水间B (BETWEEN MOUNTAINS AND W.姐回时 ，是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的第二部汉语诗歌英
译集。 因此， 此诗集的出版， 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在英语世界的宣传和介绍， 是一个新的举措。

英文版诗集 4山水间》 (BETWEEN MOUNTAINS AND WATERS） 的作者胡红桂先生， 系 中国当代著名诗人、 作家－
1961年10月 出生于中 国柯南省洛因市．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中 国 自 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 诗歌委员会主任， 中 国观赏石协
会副会长、 广东省观赏石协会会长， 《新华文学》 《中 国诗界b 副主编， 中央文史馆书画院南方分院艺术专家， 中国地质图
书馆客座研究馆员 ， 广东财经大学地质遗迹研究中心顾问、 客座教授 （研究员 ） ，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客座教授， 曾任中
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地质工程学院兼职教授、 研究生导师， 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 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是广东
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省情咨询专家， 广东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第四届高级顾问。 在国内外学术大会
和 《人民 日 报》 《文艺报》 《中国作家》 《诗刊》 《小说选刊》 《花城》 《羊城晚报》 《南方 日 报P 《北京文学》 等报刊发
表作品千余篇 ， 人民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等出版有 《山道b 《胡红拴诗选》 《地球语汇》 等各类书籍72部， 计1000余万字．
获中国人力费源与社会保障部和中 国科协联合授予的全国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 中 国新诗百年百名最具影响力诗人奖和宝石
文学奖等。 大量作品被译为英、 拮、 俄、 西班牙、 阿拉伯、 尼泊尔语等在海外出版发行．

英文版诗集 《山水间B (BETWEEN MOUNTAINS AND W.且'ERS） 的英译者张智中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江诗英译， 理
论与实践井重。 己发表学术论文100篇 ， 出版江诗英译集80余部 （其中专著3部） ． 主持国家社科项 目2项， 天津市项 目 l项，
代表性专著3部： 《许渊冲与翻译艺术B 《毛择东诗词英译比较研究B 《汉诗英译美学研究》 ． 仅诗英译多走向 国外， 得到
美国、 英国、 印度， 以及东南亚国家诗人和学者的广泛赞誉．

"EETWEEN 
MOUNTAINS 
AND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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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 （IPT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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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Allison Grayhurst 

Only (and another poem) 

Across the clo叫s

like razor blades, 

也e也h pa剧h I planned 

to w.姐der, expanded，但d

I moved且ω田ritmies

。f self-loa创ng.I could not 

keep hold of也e grail or of purity 

of thought and 由此

I can only remain wi也也E ghost 

on my shoul缸

and由e demon polluting my love. 

I C扭pac哩my inner room 

and nev町find a solutio且

I will always be chained 

旬也B soil, imagining 

也e bri由t m恒。fh回:ven.

For My Son 

Youar冒before me -

a simple light, a证brant light 

void of也e world’s g冒y c优e.

You are beau曲JI enou兽，町son

miles of gr冒en回四面s田round you. 

You whistle, and the stran院副 beside us 

are held cap挝.ve by your song. 
I will not abandon you, 

也ough yi口u fear the anguish of lonclinc蹈，

姐d you feel the uncom皿.on S回i且
。f a raw dimensional h臼rt.
You bring me joy. 

I have watched yiou世own

in a stupor ofm曲am.c困cd emotions, 

and I have s民n you laugh at the stars -

you, so much brigh阳
也且且也E whole of their cc1目也lcoun回ancc.

About the au也or:

Allison Grayhurst is a如且member of也e League of Ca皿dian

Poets. Four of h配p口ems were no回natcd for“Best of 也e Net” 

2015/2018, and one eight-part阳ry-poem was nomi皿时For 唱est of 

也E Ne俨旭2017. She has m臼E 也an 1250 poems阴blished in over 485 

in缸，national Ii阳町magazines, journals and anthologies in Can“且，

United States, England, India, Ireland, China, Scotland, Wales, Austria, 

Romania, N1回Zeal叫Turkey, Zambia, Ban庐d础，Co1ombia and 

Aus仕alia

阳SA] Welkin Siskin 

The Redolence of Soul （姐d another poem) 

τbe obscurity of time comes as night 

And也E night falb without tight 

But the soul叫uandersto的“

All也e lo昭ings and frost. 

I SPECIAL阻COMMENDATIONS I 
I加拿大］支莉森·格雷赫斯特

只能 （列←首 ｝

在那刀片般
的云层对面
我原想漫游的那
条细窄的小路延展了
而我也进入憎恶 自 我
的领域． 我不能
紧握思想和行动的
贞拮或渴望

我只能与我肩膀上
的幽灵同在
还有南污我爱的恶魔
我只能在内心的空间醒步
却永远找不到解决之提
我将被永远禁锢
于这片土地， 想象着
天国球体的明亮

给我的孩子

在我面前， 你是
一束朴素的光， 一道生力的光
挂有一点世界晦睹的内核
你很漂亮， 我的孩子
千万里绿色的征程在你前方
你的口哨一响， 我们身边的
陌生人也会成为你的俘虏
我不会把你舍弃
尽管你害怕孤独的痛苦
尽管你感受到一颗真实
自 然的心异乎寻常的紧张
你给我带来欢愉
我见过你沉溺于
不羁情感而歌的神情恍惚
也见过你面对星辰的笑容
你如此明亮， 甚于
所有夭体绽放的容光

作者简介：

（颜海峰 译）

艾莉森·格雷赫斯特， 加拿大诗人联盟的正式成员． 她
的四首诗在2015/2018年度 “最佳网络”提名， 一首八节故事
诗获2017年度 “最佳网络”提名。 她在加拿大、 美国、 英格
兰、 印度、 爱尔兰、 中 国 、 苏格兰、 威尔士、 奥地利、 罗马
尼亚、 新西兰、 土耳其、 赞比亚、 孟加拉国 、 哥伦比亚和澳
大利亚的48当多 家 国 际文 学 杂 志 、 期 刊 和选 集 上 发 表 了
1250多首诗．

I美国I威尔金· 西斯金

灵魂的芬芳例户首）
时间睡胧犹如黑夜
夜幕降临， 暗淡无光
灵魂四处漂泊， 想穿越
所有的渴望和霜冻．

RIP 

5 



回ECIALRECOM阻NDATIONS I

�· 

6 

He w“到ped not, he曲唱。t no� he d扭曲d not 
But he after也且gs sought 
Ther咽。•len晤。f回ul
To reach the entire whole. 
Let my曲·ul disentangles to阳回h you 

Not a h田.tof也ings alooe but p配>ple few 
To shed lights扭曲曲life.

Thou Shall Not Be Consign to oblivion 

Thou shall a fire make a a皿嗣e
And也OU shall wi血町ery rosacy ofbrea血go
But也y h皿由these e唔町beings ki国

Even life in a企田蚀。n of time b目。m回回 皿d so. 

Th国e国且。回国f时no may thy life take, 

And its flame may由ybemg swallow 
And its d町ouring may a ghost th田make

W曲b uotold brotality 皿d clouda billow. 
I shall not give in my h呻e也at we曲all meet 

lo the 皿ing dawn of tom田row.
Thou shall not be con扭扭扭曲livion.

I中国I吴技文

我站在黑暗中（外三首）

夜降临， 巨大而虚无的实体
我靠近窗子， 却被黑暗推开
没有光， 屋子里也没有光
我站在黑暗中 ， 却被 自 己推开

我站在黑暗中 ， 却被 自 己推开
一切都不存在， 甚至我 自 己
也不存在， 只有黑暗
我被黑暗抓住站在黑暗中

我被黑暗抓住站在黑暗中
我站成黑暗本身的一部分
我对黑暗说， 连恐惧也没有
黑暗说， 恐惧在我的手掌上

人老时

人老时， 天光就变得挥油
秋水也变得浑浊
清晨你从桥上志过
树叶飘落， 睁大葱笼的眼神

人老时， 老虎的尾巴也在变小
身上的条纹愈加显得空荡
你望向窗外的塔尖
青山有磋峨， 有正午的纸屑

人老时， 暗淡的事物变得明亮
风吹着石头上的灰尘， 吹着苍穹
你走一走也好， 歇在水边

他不哭泣， 不忘却， 不舞蹈
他一路追寻
灵魂的芬芳
芳兰竞体．
让我的灵魂挣脱束缚去触摸你
触摸万物和寂寞生灵
让他们的生活光芒四射．

你永世不会灰飞湿灭

你将成为火炉中的火焰
你将随着每一缕呼吸而离去
但这些热切的生命， 就想亲吻你的手
即使生活刹那间会变得如此这般。
无情的地狱会夺意你的生命，
烈火会吞噬你的肉体
让你成为一个灵魂
酒天残忍， 滚滚乌云
黎明相遇的希望
我永不会放弃
你永世不会灰飞理灭．

[China] WU Touwen 

（陆峰 译）

I Stand in the Dark （皿d oth町也ree poems)

Night falls， 阻四皿曲曲阻d intangible en侃ty
I le阻呻咀也e window, only阳』p田bed away but 也a dark 
No ligbt wi也创吨no light响曲曲
I stsnd m the曲血。·nly阳』阳hed a刑ybymy self 

I stsnd m the曲血。·nly阳』严届bed away by my self 
Nothing is eXJsten� ev·四I myself 
A皿E皿阻18饱nt; only也e dark 
Caught by the由此，I鸥阻d m也e 由此

Caught by the由此，I民and m 也e也rk
Until I缸n part of the dark 
I 国y阳DARK.I皿古自由。mfear
DARK田plies,fe., IS ID也e pal皿ofmy hand 

When You are Aging 

Wh皿you＂＇哩唔mg，由＞yhght 18』coming皿旧Xy
Andev四autu皿2阴阳isbeco皿ngmurky，阳。
wly mom皿g finds you cro回皿g the bridge 
E且.vesare ta血晤，m也 verd皿I gapmg町国

Wh皿youare agi哩， 也etig町’s tail 18 shrinlcing 
Whose stripes ＂＇田all 也e mm雹S昭gmg
You gaze out of也s window at the s伽eple
Oh,也e craggy blue mou皿缸田，m也p呼er scrapa at noon 

When you are 唔吨，由此也且p町bright四ingup
Breeze S由s up 也e曲st on由s s阳ne,blowmg也s vast d田ne
You migbt as well take a 甜甜，and rest by 也e water

RIP 



傍晚的鸟鸣突然停止

人老时， 去u子手开 口说话
脸颊上有刀痕， 有石头的稀薄
有人从背后抱住你
你挣扎着， 然后沉默

月的光芒照在我的前额

今夜， 月 的光芒照在我的前额
我缓缓地抬起头， 月 的光芒照着我的眼睛
我把头抬得更高一些， 月 的光芒照着我的下巴

月 的光芒渐渐镀亮我的全身， 镀亮我的脚下
我接近神迹中最洁净的---411盼
身体变得轻盈， 轻于一摘夜露的沁凉

我是这秋夜中最孤独的一个人一一
鸣虫已经安歇， 我的心中充满光明的碎片
月亮从天上埋葬大地， 见证我的孤影

秋风起

秋凤起， 我从阁楼里下来
敲钟， 一下雨下叮当
蝉声的羽翼稀薄

西风来得早哇
有人撞上南墙不回头
独 自 叹息

草木抵住最后的凋零
却是一个恍惚， 又一个恍惚
掩饰果实的迟疑

我钟爱这些发黄的草木
那么脆， 天空晴朗
少妇主过庭园里落叶的嘀咕

我和一只蝴蝶的魂有什么区别呢？
舞一下， 又一下
河水在远处静静地闪光

梯子已成朽木， 我只有沉默
蚂蚁爬上一节
就有一节的恐慌

f陪简介：
吴技文 ， 中 国 当 代著名诗人、 批评家。

1968年5月 生 ， 湖南梆州人． 文学博士 ， 湖南
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 国新诗研
究。 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数百首， 发表论文
与评论150余篇 ， 出 版诗集 4土地的家谱B
4看不见雪的阴影B 和学术专著｛（沈从文的生

命诗学» «百年新诗经典解读B 等， 有诗歌入
选上百个重要选本。 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理
事、 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副会长、 湖南省作家
协会理事等．

I SPECIAL RECOMMENDATIONS I 
Chi甲ing b监由at d田k四田e twi勘町s all of a阳ddeo

Whenyooare昭坦g，也e Gri皿R国Lper IS翩而ng阳talk
Your ch＜国b bear contact marks, like也且皿ng hones
S田neone hugB you from behind 
Stn啄gling, you fall 皿阳dead silenc• 

Moonlight Shin回upon My Forehead 

Tomght, moonlight由ines叩on my也reh国d
I slowly raJse my head，皿d moonlight shines into皿Y町田

I m四my head hiβ町，阻dm•田"1ight由且酣睡on my chin 

M田，n1ight gradually gilds me all over, and my feet田well
I'm cl田e阳也e pur冒st part of nuracle 
Andbeco皿ng hght, hghter也an theα>0lness of a droplet of dew 

I’皿也e loneli田tpersond田田g也is aull皿nnigl蜂
τh也irpy皿eels are at res� my heart " bnm皿皿g with fraginents oflight 
τ'he moon from也s由y bunes也S田地，m回国回ng也s lone由国ow ofmme

When Autumn Wind Rustles 

When auto皿n wind rustle鸣，I step downs钮由齿。血也s attic 
To strike the bell, once，阳i田goes也e曲i皿 e
Chllpy cicad圃’wings＂冒血坦国ng

How国rly w国t wind IS 

Someone won’t tom around even 10 a d国d lane 
S帧ing alone 

Flora resists也e last WI也ering
τ'hat回回国ng but a trance after a田nee
To cover the hesitance of企uits

I love all由国e yellσwing flora 
So crispy，，皿der the sunny sky 

A young w证•pass国 by也e whisper臼g of fallen l国ves

What is 也e differ回回between me and the soul of a bu阳丑ly?
Flut回回g once, twic• 
τ'he dis钮nt river shimmers in silence 

τ'he ladder has bec田ne moldered;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ke甲silent
An ant crawls up a rung 
咀四川m脾！of回回

σ'ranslated by WANG Cha吗'1ing)

About the au曲。•r:
WUTouwen,a a皿ous con恒mporary Chinese p田t and cntic, was born in Mai凡1968,

in Cher曲00,H皿皿prov坦国LitD., professor with血e School of Hurn皿iii田，Hunan
Univ•町sity of Scienc• and Te<韭nology, he mainly res国Z由国 China new po由y.He has 
published sev回al hun曲回d poems in new甲apers and magazin国 at h田ne and abroad, and 

町＇er 150 academic papers and critiques. B国ides, he has published po由y anthologi田
entitled The Fami，耻11-ee of Land and The In由ib/e Sha，酌，ofSnow国well田monogr甲•hs
such田SHENCongw四�Poe血啤ofl抽血d In阳严田a阳M of the C阳＇Si，田o/C•回归，也I

China New Poe，町His poems find血eir way m阳 about JOO differ田t回国也ODS WU 
Toowen is direc阳r of New Chinese Li旬回归re Society，，世ce F田ident of Hunan U田Z阳E
Review Society and dire- of Hun皿Wri阳sA田ociation回well

RIP 

．特｜
．虽圳
．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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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ia] Kurt F. Sva缸k I奥地利1库尔特F.斯瓦特克

Cloudless (and another poem) 万里无云 （ 列←首）
How would 1t feel 像云一样
国 由oataway like a cloud 一瞬间飘到某个地方
回mew坦er毡，from one second抽血e nex� 会是什么感觉？
he was也担king, 他在想，

like a voi田， 像声音一样，
回缸扭ghigher阻dhigh町， 飞得越来越高，
也en slowly, slowly fading away 然后慢慢慢慢地消失
国 sil＜回国 归于寂静．

But也s向 但碧空
W四h田1htakingly bl田， 如洗， 蓝得惊人，
wilhout a cban陋。fclouds. 万里无云．
皿d so he stayed. 因此他呆在原地．

Yet one cloud 但一朵云
皿ight become big enou民 可能会变得极大
It over由adow alloth町骂， 盖过其他所有的云，
肝on to engulf也em. 甚至吞噬它们．

J田t like one也，ught 就像一个想法
occu凹mg四much room 占了很大空间
也atnone remains 而未给其他任何想法
for all o也回 留下丝毫空隙．

Chances 机会

What阳do wr也 all也atwrstfulne" 该如何处理狭隘的』心胸
the heart is国o small阳hold? 难以驾驭的渴望呢？
Maybe the wiod will help 也许风会帮你
阻d国rry P配t ofit awa弘 带走一部分

Maybe the rain will w国h 也许雨水会将→盼
some of it into a puddle 冲进水洼里
也at will be甜甜 随后水洼
l•田by the sun. 会被太阳晒干．

And perhaps肝团也e sea will help 也许大海也会帮你
bydrow回ngano也erhit. 再淹没一部分．
After all，也ere will be left enough 毕竟， 总会留足够的渴望
for you. 给你

（张俊锋 译）

中国诗人吴投文荣登意大利�刊（ POMEZIA-NOTIZIE) 

本刊罗马讯 意大利著名诗人Domenico Defelice博土主编的 《POMEZIA-NOTIZIE» 文学杂志 （ 意大利语） 20型0年第1
期， 已于2019年12月在罗马出版． 本期刊发了多个国家的知名诗人、 作家、 评论家、 翻译家的诗、 评论、 小说、 译作和众多
诗讯、 出版消息， 其中第17-20页刊发了湖南著名诗人、 批评家吴投文教授的英语 意大利语对照诗作 《SittingToge也町明白
my Father》 （ «SEDUτ'O ACCANTO A MIO PADRE》 ） , «Tuuoder» ( «TUONO» ), «I Standiothe Dark» ( «STANDOAL 
BUIO》 ）和简介、 大照， 意大利语译者系著名诗人、 翻译家、 批评家Domenico De也lice博士 ， 英译者系中 国著名翻译家、 诗
人、 学者王昌玲教授， 同时， 配有Domenico Defelice的精彩短评． 大32K, 54页， 印制古雅、 简朴， 值得一读． 该刊创办于
1973年， 至今已有47年的出版虫， 系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文学月刊之一．

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 （IPTRC)

RIP 



回rasil-USA] Teresinka Pereira 

Anti Quixote 

p缸a OVltaJ:酥到rqwxote酥:OS

al veruna pl皿饱nucle"'

也:c皿DS明e •• 

un molino de vi回国

En r田lidad alll esta 

unpeligr田o y回回1

gigante c叩az de exterminar 
怕也a l皑白1pecies

出1[ planeta 

[Pal田.tine] N酣睡r Mahmoud Atallah 

Peaεe be Upon You Davos (and other two p回ms)

Pe舶e be upon归U Davos 

τbank you 

For w皿出g抽血alee

τbis world 

Abet阳place

A happier pla国

Butforw恒田n?

Pe酷e be upon you Davos 

Y国I !know 
American figh阳Jets neod to be sold 

S叩1histi国忧对！SI田H drones need阳』res国rched and produced 

So 也at m回事∞旧d be killed 

Bypuah国g h阳出
Arms如回回inllnj且四d bave阳opera饱

So也atyour pe叩le bave1obs 

And 也可could go晶r holidsys 

To回国 World countries町白y ye缸

Etc ... 

Etc. 

Etc ... 

Pe舶e be upon you Davos 

D阻’t fi啤d
。且ma量田nBagh也d did not choose阳』refug田forever

Moh=ed企σm He bro但didn’t want阳l。se his iden也可

Dunya from Aleppo didn’tw四1! to live uncomfortably 

皿aifw皿ts阳go back阳his beloved Sanaa 

Wounds on Ibrahim’S皿ulare s咀1 也缸回

国umatized by NATO bombs in Kosovo 

R血皿Jlll doesn't want阳bave children 阻d grand children坦Cox’s B阻剧r

Peace be upon you Davos 

All my缸ends

Al皿 want也is pl阻rt to be better 

To 』happier

To 』peaceful

I巳西－美国I特丽辛卡·佩雷拉

反唐吉词德

为了避免沦为唐吉词德
当我们看到核电站时
我们说
这是风车－－－－－－

事实上那里站着
一个危险且残忍的
足以毁灭地球
所有生物的
巨人…．． ．

［巴勒斯坦1纳塞尔·马哈茂·阿塔拉

愿你和平，达沃斯 （外二首）

愿你和平， 达沃斯
谢谢你
努力使
这个世界
变得更好
变得更愉快
可为了谁呢？

愿你和平， 达沃斯
是的！ 我知道
美国战斗机需要卖掉
以色列无人驾驶飞机需要研发生产
以便杀死更多
通过轻触按钮
英国的军工厂必须运转
这样人们才有工作
他们可以度假
每年去到第三世界国家
等等·．． ． ． ．
等等…
等等……

愿衍南平， 达沃斯
别忘记
来 自 己格达的乌萨马不想永远是难民

（张智 译）

来 自希伯伦的穆罕默德不想失去 自 己的身份
来 自 阿勒颇的杜尼娅不想舒适地生活
谢夫想回到他亲爱的萨那身边
易 卡拉欣灵魂之伤仍在
在科索沃遭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炮弹的伤害
考克斯年代集市拉赫曼不想要孩子和孙子

愿你和平， 达沃斯
我所有的朋友
也想让我们这个星球更好
更快乐
永远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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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αrever 

Between Stolen Glances 

Th皿kyou 

For spelling out directly 

B盹uty
Intoxication 
And the silky 也read oflove

Betwe<四stoleo glances 
And cruel jokes 

Which you used国pour out 
Jn poems 

All these while 
That sparked Inter－＜：哑1tineotal firewo业S

While I a皿 s咀I dazed 
Wi也 disbelieve
Fa曲。四ng

Your pams aod wouods 

I四血’thelp f国＇ling guilty 

Remembering sic回es

Of heroism皿d h回rtbr恕aks
Grandi曲ersof Gallipoli 

Between the Talibans Etc ••• 

When Buddha statues 皿 B皿iy皿Vall町were demolished 
many heritage w缸riors

scr回血。dto the whole world 
condemoing 也e M世!ah阻d Talihao 

but nobody国ys皿严bing

咱团也回国 d回国y回回回eums

Babylon Heritage S捡回
The Hanging Gardea 

皿d all left by King D回国
priceless to histmy aod world heritage 

I a皿not ao ardeot fan 
。fthose who demolished Buddha sta阳剧血 Ba皿iy皿

probably had been shot like Mal ala 

forwn咀ngpoems
阻d ta血鸣曲out Samira, Haoa Mal血cbalbafaod Mira N凹’s films 

Butor冒血’t 也ey all

world civilization aod heri饱.ge de由可回？

So why didn’t The E丑S阳y Chaonel 
say回国E也ing about it? 

About也e au血。·r:

和平

偷瞥之间

谢谢你
直接拼出
美
陶醉
爱之丝线
在偷瞥和
残酷笑话之间
你用来倾诉
在诗歌中
这当儿
燃引了洲内的火焰
而我仍然迷茫
不信
探测着
你的痛苦和伤口
我不禁感到罪过
记起故事
关于英雄和伤』L、
加利法利的祖父

塔利班之间及其它··．．．．

当 巴米扬山谷的佛像被毁坏的时候
许多传统的战士
对整个世界尖叫
谴责毛拉和塔利班
但没人说话
当无人飞机摧毁博物馆
巴比伦遗址
悬垂花园
以及大流士国王所留下的一切
对于历史和世界遗产都无比珍贵

我不是一个热心的粉丝
不是毁坏巴米扬山谷佛像的一员
或许像马拉拉一样遭到枪击
为了写诗
谈论萨米拉， 哈那－马克鲍贝夫和米拉 奈尔的电影

但难道他们不是世界
文明和遗产的破坏者吗？

为什么 “历史频道’
对此只字不提？

（张智中 译）

作者简介：
Nasser Maluooud Atallah, a Pales血ian poet 皿d j。回回且前， B回回M

Darn国α捕，S)'T臼1967. Member of 血e G回era! Secretariat of the G回配田I
Unioo of Pales出iao Write凹，Published four poeric collecrions. Member of也e
Jour田且由 S严die础， Winner of a reward of 血e Free Pen F回tival. Egyp� 
2019. Resident in Gaza. Published m皿y poems in Arab newsp呼假冒血d
journals. 

纳塞尔 马哈茂 阿塔拉， 巴勒斯坦诗人、 记者，
1967年生于叙利亚大马士革， 巴勒斯坦作家总会秘书处
成员、 记者联盟成员． 获2019年埃及 自 由笔会奖， 现居
加沙。 已出版4部诗集， 并在阿拉伯报纸和期刊发表多篇
诗作．

RIP 



P皿rto Rico] Cella Alts曲uler

AHonsina Storni伽四p poe皿｝

τbe sea told me 也就it lo四dme,

but clistan� I wa饵hed myself in its eyes 

so as not to touch i饱soul

τbe sea 阳ld me 也就it loved me 

but I <lid oot lis旬n阳 it,

I luxuriated in the四resses of its tr田ses

touched by也e golden Sun rays 

但由世ng on i臼wa阳Z

τbe E国 阳ldme由皿it loved me 

but I <lid且’t under由nd 11, 

血胆adlsurr回der回皿y四，jf

阳its pla列tl waves, 

也atfilled me wi曲。，verflowing

foa皿

τbe sea told血e 也就it lo呻dme

and I loved it明白outkno明晤，

for it et由，Jded me in its warers 

as I sl叩＇tby its side. 

咱odi咀todto Al'gentinoon pool, Alfon>ma Stm回

Julia de Burgos 

She would go for a walk at 5阻， to awaken阻四.ght

unveiling the dr田皿s of M。ona and Suns, 

缸nbracing a riVet cornpa皿on of her grie� 

off面扭gs oflove，回回回皿d s田TOW.

P圃自10田te by1ts wa恼，由S皿皿＝ed her body 

wlrile 也e beautiful voice由atacco:r呼四i田

也a flowingwa阳H哑essedher temp阳

明白 sed田tive char皿

And on国晤刽血 ， 副befor毡，

she felt embraced by缸也ncing currents 

whom she had learned 阳 lovebefore 

giving away her inoocence in the arms 

of a s国nger.

Cloaked in her abs回国，she returned 阳 herri'归＂

“四回ding h配甲拙in V"1'!1e" 

s田netim回国nsformed into a brook, 

。也町咀皿团团由eated as a woman. 

τber哩，wher回 也z forest rev国lsits abundance, 

Wher田 brush adorns fertile wood hills and valleys, 

Silence corr皿u剧缸曲roider坦g曲scad剧to poetna 

τbat still recite yo田love岛r 也s river, J叫ia.

I波多黎各1西莉亚·阿尔舒勒

阿方斯娜·斯托尔妮 （ 组诗 ）

大海告诉我它爱我
但遥远， 我在它的眼中看我自 己
以免触碰它的灵魂
大海告诉我它爱我
但我置若罔闻
我陶醉在它的秀发的爱抚中
金色的阳光照射着
那秀发在水面上漂浮
大海告诉我它爱我
但我不懂它
相反， 我屈服于
它淘气的波浪
这让我被填满流溢的
泡抹．
大海告诋我它爱我
我却不知道我爱它
因为我睡在它旁边时
它用水环绕我

·融峰时根廷诗人时才斯姆 斯托尔扼

j在莉IJll .德·布尔戈斯

凌晨五点她出去散步， 唤醒夜晚
揭开月亮和太阳的梦
拥抱一条河流， 让它陪伴她的不幸
爱、 自 然和悲伤的奉献

水令她热烈 ， 她浸在其中
美丽的声音伴着
流水而来， 抚摸着她的太阳穴
诱人而魅惑

和之前一样， 又一次
她感到 自 己被舞蹈着的水流拥抱了
她曾经学着去爱一个人
他却将她的纯真推向
一个陌生人的怀抱
遮蔽在自 己的缺席中 ， 她回到河流

“在诗歌中延伸她的精神’
有时使其成小溪
其他时间则将之塑造成女人

在那里， 森林显露出丰饶
灌木点缀着树木繁密的山丘和山谷，
沉默一直在瀑布上刺绣， 绘出诗歌
背诵你对河流的爱， 莱莉亚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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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τ'hls伊m w副written in h°""' of ....，旬圄阻阳＂ Julia曲B吨阳 市这首诗是为了缸垂过多事各诗人幸莉缸 德布尔戈斯西写的－

Ex阳也ghor spllit in酣睡a阳晒..."""' in hor po咀咀io曲回de del.lliza” 是她的诗歌《里奥格兰德洛依萨》中的一牛诗句的扩展．

“The Mouth” 

Th町called it“也e mou曲”

a br回ded h咀饱h ofri啊盯

配nbrac旭g the oc回且

How m皿yoff国ngs lie benea也？

your sage waters? 

How m皿ypray•由surround your 

mystical edges? 

Here, where two rivers meet, 

wlu出lwru司yand mol副恼es

be四血S也nc坦g wate四，

• braided晶un饱.in of 

motherly love, jour沮叮B

.into the realma of也s sea. 

My horizon 

My horizon is made of也ousands of poems 

也at sleep under a blue blanket 

也atemerge from the s目。fyour pupils 

国ressmg my nights 

poss国血8血y由血

血.yhon皿·n 1S made of tho山扭曲。fpoema

血面ng 1肝e四世国酷S田部曲，

without a fear, m也out a nega世而也ought

with四t an i宣布ediment, wi血。＇＂＇ a heartbreak 

only w坦ga阳tlj几aero回回w ski国

cross旭g a睛也ofs回S

undi贸a 曲。usand brilliant stars 

Caribbean Seagull 

Vote田in the ni庐t

阻lentmmn阻ts and images 

from由国血s ofa land 

国p侃而血也S缸ms of the 

C缸ibb国a Sea 

Caribb回n Se晤世！...

Let me回our your mounta且也

W田由ip their green walls with my poems 

let me命回回myselfwith your cola曲tl flow＇町窑，

阻， I C皿meet the lonely bu皿ming bird, 

trm血adour of your melodies 

Let me也恒k from也s k盲目t of your mounta血，

ba也s my body m your ear也y nver毡，

“口”

在人们称其为 “ 口 ” 的地方
柯梳拧成辫子一起桶流
拥抱大海
你的神圣的水域下面
有多少祭品？
你的神秘的括岸
围绕着多少祈祷者
这里两条柯流交汇
蜂蜜和糖蜜
成为舞蹈着的水域
拧成辫子一起桶流
慈母般的爱， 旅 行
进入海撑的王国

我的地平线

我的地平线由成千上万首诗构成
它们睡在蓝色的毯子下
它们从你幢仁的海洋里浮现
爱抚我的夜晚
拥抱我的星星
我的地平线由成千上万首诗构成
像海鸥一样自 由地做爱
没有恐惧， 没有消极的想站
没有障碍， 没有心碎
只有飞翔的翅膀， 越过新的天空
越过海洋
在一千颗灿烂的星星下

加勒比海鸥

夜晚的声音
寂静的时刻与意象
来 自 一个梦想的士地
被囚禁在了
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鸥…··．

让我遍寻你的群山
用我的诗歌礼拜绿色的墙壁
让我用你缤纷的花朵装扮自 己
这样， 我就能遇见孤独的蜂鸟
行吟你的旋律
让我在你山一样的胸襟中畅饮
让我的身体沐浴在你质朴的河流

RIP 



navigate也B Sun rays on your oceans, 在你的海洋上引航阳光
as I hold the ci咽。fyour 国S回国． 就像我捧举着你的本质之杯

Voic回国the night 夜晚的声音
fade in也e hands of daylight 消失在日 光的手中
a seagull haa crossed the Atl四旧， 一只海鸥飞过大西洋，
while a beautiful maid胆，企essed wi血ω田Is 而一个美丽的少女， 穿着珊蝴
wai饱晶r台自由皿al咀g wi也 hers田面曲 等待自 由和她的海星

Atabey in the Manati River 玛纳蒂汩的问塔比

Laatnightl阻.w you in my dreama 昨晚我在梦中见到你
and h曲时，you po田essed amaJ田ty 的确， 你拥有一种威严
命awofrom血e richn回s of your 它来 自 于你的丰富
silent c曲怡四plations，耐eringnot 你默默沉凰， 我没有叫出
y四ll"D缸ne 你的名字
I W扭曲d阳embrace you, but could no� 我想拥抱你， 却不能
you were pulli皿g by your fimci国 幻想中你拖曳着
町ery也ing that your footfall阳·uched, 脚步触及到的一切
and your四urse whi甲a回 你的追求轻轻诉说的 (13 
what my soul hσws well, 正是我的灵魂所知道的
displaying your warm血阻db曲.uty 它展示你的温暖和美丽
。f由血’s rays c""'sing归·ur body 阳光抚摸着你的身体
明白rellec能dpai且.ted Ian曲C叩田， 反射绘制的风景
。ffalli昭l国V回回血。VerfiOWlDg也•hght 树叶飘零， 洋溢着喜悦

I W阻隔d阳co严E冒your ga血， 我想捕捉你的 目 光
look at myself in the color of your leaves 在你的树叶的颜色里看看我自 己
也血oe k国也坦g my desrre to hold you 在那里， 我低声告诉你我的欲望z 拥抱你

H。wev町，I could not move 然而， 在如此高贵的神面前
bo缸E such noble de1凯 我一动也不能动
who walked away in也s boshes, 神从灌木丛中走开
without saying a word, 一句话也没对我说
andigno由gmy F田once 对我视而不见

It feels free阳be m也you 和你在一起我感觉很自 由
and while your placid waters 当你平静的水面
merge国阳皿Y甲mt, 融入我的灵魂，
our回is饱noes becot回国piing 我们的存在变成三重的溪流
streama over也皿P阳2剧 漫过潮湿的石头
Laatnightl阻W归uinmy 企冒血S 昨晚我梦见你了
but也is time i t  was differ田L 但这次不同
because barb田百din your dawns 因为庇护在你的黎明显
I saw hatched within your阴阳’ 我看见你在水里孵化
也e melody of也s sea’s l世laby. 大海摇篮曲的旋律

Julia 朱莉娅

You have retorned阳 你回来了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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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aw smile鸣 曲 flowing 由国皿

国 wnte po由yon s甸回S

among the nver curr四”

田 H由 your a他rrs in 

banana plaotatioos 

You have returned m也wmgs

E回 回 fly

回ucbing the wind 

per负une wi也citrics aod co西单e flowers 

playing with 币。回皿e roses” at

也s riv町’g edge 

归u have rerumed st国ling

from hooey, its SW田阻四

undr回sing 归田 回，uJ

b时ween mo咀回国

也at face也e sk歹

you are no longer 

a chrysalid 

命回sed m也 回cial role唱

you have wings to fly 

liberty 阳 f国'1, v町ses 阳 wri旬，

皿d your river to love. 

（由咀i国也dto Jul扭 曲 B田gos Puer阳 Ric皿poet)

Nost剖gia

Today ! retu皿to you 

m由 自田.I n田talgia
I’ve seeo your h皿也

四lling me 盒。血 也e wa阳’

I’ve seeo the S咀 咀yourpupils 

covering your bl田 Medi脏rrane皿

I’ve s田nyour C『习P配 面n

playing a皿ong colorful fish 

皿dwred 扭 曲e arms

。fan encbaoting menn缸d

Today ! retu皿阳 y阳

回也 g田.t nostalgia 
my blond s皿dhides behind 

the 且血’S fingers 

I meet you 。oce agam, 

也is time . . .  

way over 也e oce皿

田 fiir 圃 Siience

Newborn 

Between lips of coral aod gold 

RIP 

在溪流上描画微笑
在激流中的
石头上撰写诗句
在香蕉种植园
隐藏故事

你带着翅膀回来了
自 由地飞
弹凑风
散发着拧攘和咖啡花的香气
在河边
玩 “玫瑰呆”

你回来了 ， 偷窃
蜂蜜， 它的甜味
被夺了你灵魂的外衣
群峦仰视天空
山中
你不再是
一个措演社会角色的
蝶蝠
你有翅膀可以飞翔
你有自 由可以感知， 你有诗可以写
你有河流可以爱

（献给波多黎各诗人朱莉娅 · 德 · 布尔戈斯）

怀旧之情

今天我回到你身边
怀旧之情捅起
曾经你的手
从水中呼唤我
曾经阳光照在你的幢孔上
覆盖你蓝色的地中海
曾经你铜色的皮肤
在色彩缤纷的鱼群中嬉戏
它们流连于
迷人的美人鱼的臂弯
今天我回到你身边
怀旧之情涌起
我那金色的沙子藏在
太阳的手指之后
我遇到你了
这一次··．． ． ．

行驶在大洋之上
直到寂静

新生儿

在珊珊和金子的嘴唇之间



I have seen a child dance out 

of也e WO皿b of the riv＇町

我看见一个孩子， 舞蹈着
走出河流的子宫

He e•皿e n国Z 他越主越近
回旬ruled his arms 阳 me

while 企omhis laughter 

ca皿e out water由lls

向我伸出双臂
他的笑声中
有一道瀑布

per由皿edm也 hon町

缸llhroidered with 缸h

泛着蜂蜜的芳香
绣着鱼

皿d orn缸nented m由 缸nber 装饰着珑甜

Floral Ballerina 花一样的芭蕾舞女

But田咀1y, who 田volts her fragile 08'ence 

In the gardens of life 
蝴蝶， 反抗她脆弱的本质
生命的花园里

D皿皿ngat卫田唱hibiscus and roses 

Writing p。ems m也e 归1ges of silen血，

Please l四d me your fra皿s so 

她在芙蓉和玫瑰花丛中翩翩起舞
她在寂静之纸上写诗
请把你的骨架借给我

也at皿y soul c皿be covered 明白J叮
lend me your wings so 

从而我的灵魂可以裹入欢乐之福梅
请把你的翅膀借给我

l ean  le缸回 曲。ut the 咀ora of my coun町

Give me the pie斟旧＠ 。fbeing free like you 

Leaving behind all kinds of social chains 

从而我可以遍观故乡的植物
请给我自 由的快乐， 像你一样
远离各种各样的社会羁绊

Ofs国吨e ways ofliving, and unfair rules 

But田丑1y, who 目volts in a mon: subtle world 

Lend me your wings, I w山 ace叩t your fro<划。皿

if阻， for one nigh� one afternoon, or如 one hour 

奇怪的生活方式， 不公平的规则
蝴蝶， 在一个更微妙的世界里反叛
请把你的翅膀借给我， 我将获得你的 自 由
如果可以， 哪怕一个晚上， 一个下午， 或者一小时

About the author: 
臼Iia Altschuler is fiunous 础t (p血回 回 血酬， 阿圆s， 回国ator

and French Prof. She w田 born 皿 Maya思路Z R田阳 Rico， 量田卫 a French 

fiun丑3民 N。w she teaches Fr回ch 怕 也e p蚁，，1. in Laj圃， 回 volunteer community 
work. She spe血里， r田血 皿d wntes 6 Iangusg1田， but fluent as a native speok配
皿曲回 She has parti01pated 回 a poet 皿 ＝ 也an 27 Anthologi.， 也roughout
也e w田Id, 皿d also her poe町 has b四川anslated阳J呻阻础，Ara恤，Ben回i,

Rum皿ian and G四曲 曲， Her otiginal poems 酣 in Fron曲， English and 
E型回国h She is 咀a C缸由1be皿 吕回回1” 国 critics on her 曲st poem book 

USA, France India Urugusy与 S归血， etc. H町 归扭国gs have been 皿 阻hibits
田irk町， 1叩阻， Mexico, Uru目町 France, Spa血， USA and others She certified 
on Su皿ieArt at也e Bugei Japan国e Sch。。1 in Valencia Spa且 2012,

血E W回 FirstAward m F田町 C回国t at 也eAr也 Science 皿d Literature 皿
Puerto R岛。 2010 0也.erAwards 曲S received were 壶田n ‘℃曲曲回回 E田呻。因ie”
UNICEF in Fra皿e 量。m 2012 阳 2017. (Prix de la “金回踩，honie” among o由er
国tegoties). In 2013 曲e was la回回徊 。f a Silver Medal and a Cer咀咀le 田 皿
z出� � 皿d a pain田 at曲 “h臼 Sci田＂＂＇ Le由田 、Ha血 （A皿）. On 2017 
血S was h咀iored wi也 a Bronz.e M创ia1 皿d C缸恤田le fro皿 B四zi1ian Po由y
As咽αation for Pα比e Li旬咀阳市 Symposiumpoe缸y 皿d 皿Artexhihil

She wrote two musi国ls sho隅 。n 1910 皿d 1991 in San Juan. Ree<坦.tly
she direc饱d and produe时， pl田 wrote “Atab町 血d 也E Tai皿 』也an at la 
p缸部iera" Her project “Atab町 血d也e Taino Indi阻 叮S 血 Epic l唔曲d oflife 
and love in the manεrove of La P缸部阳Z 皿d it was m目mtlyAwarded at Pho国
Diversity Film Co由.i at the M田a皿 ofNab=! History in New York， 回 B国t
Short Film 2018. And also, at the R且四E Film Festival in PR 2018 

（齐风艳 译）

作者简介：
西莉亚 · 阿尔舒勒， 著名艺术家 （画家和歌手） 、 诗

人、 翻译家和格语教授。 她出生于波多黎各马亚圭斯的－－＋
法国人家庭， 现在拉加斯教人们法语， 这是一项社区志愿者
工作． 她能说、 能读、 能写6种语言， 能流利地说3种语言．
作为琦人， 她的作品被收入到全球至少＇27·部诗歌选本。 她的
诗被翻译成日语、 阿拉伯语、 孟力啦语、 罗马尼亚语和希腊
语等． 她用法语、 英语和西班牙语创作诗歌． 她的第一本诗
集出版后， 被评论家称为 “加勒比海鸥” ． 她的绘画作品曾
被阿尔及利亚、 美国、 讼国、 印度、 乌拉主、 西班牙等国的
作家作为书籍封面。 她的作品曾在士耳其、 日本、 墨西哥、
乌拉圭、 法国、 西班牙、 美国等国展出。 2012年， 她在西班
牙巴伦西亚的布盖日语学校获得水量圃认证．

她获得波多黎各2010年艺术科学与文学诗歌比赛一等
奖0 2012年至2017年， 她还获得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法
国举办的 “竞赛欧罗巳” 活动的奖项0 2013年， 她获得了
巴黎艺术学院颁发的艺术家、 诗人和画家银质奖章和证
书0 2017年， 她获得巴西和平文学诗歌协会铜奖和证书．

1910年和1991年， 她在圣胡安创作了两部音乐剧。 最近
她导演、 制作和撰写了 4拉帕格拉的阿塔比和泰诺印第安
人》 。 她的作品 4阿塔比和泰诺印第安人E 是关于拉帕格拉
红树林生活和爱情的史诗传奇。 最近在纽约自然历史博晰自
举办的照片多样性电影竞赛中她被授予2018年最佳短片奖．
此外， 她还缸。18年波多黎各林孔电影节上获奖．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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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 （ 外三首 ）

卸下面具，
卸下身上的装扮， 赤裸裸．
南问苑东窗无事从不生非，
灯红与酒绿， 限高三米，
爬不上我的阁楼。
南窗的玻璃捅不破， 不是纸，
满目葱郁， 有新叶翠绿，
滴落温婉的言情．
真正的与世无争就是突围 ，
突出四面八方的围剿，
清心， 寡欲．
阅人无数不是浪得虚名，
名利场上的格斗， 最终不过是，
伤痕累累， 体无完肤．
把所有看重的都放下， 就是轻，
轻松谈笑， 轻松说爱，
轻轻松松面对所有．
任何时候都不要咬牙切齿，

16)  清淡一杯茶， 润肺明 日 ，
看夭夭蓝， 看云云白 。

我对厌倦情有独钟

厌倦时刻分明一 日 三餐．
厌倦早出晚归两点一线．
厌倦书桌前半真半假的抒情。
厌倦阳台上一丝不苟的色彩．
厌倦甜言蜜语．
厌倦风花雪月 ．
厌倦瓜熟蒂落．
厌倦水到渠成．
厌倦阴影虚设的清凉．
厌倦落叶铺满的哀叹。
厌倦口蜜腹剑勾心斗角．
厌倦虚情假意心照不宣．
我对厌倦情有独钟，
循规蹈矩顺理成章按部就班，
让我迟钝、 萎靡、 不堪，
形同 行尸走肉．
厌倦， 厌倦， 厌倦流连忘返，
把过去的每一寸光阴，
清空． 留一块伤疤，
独 自 刀耕火种， 日 月 可鉴．

无比

我经常使用这个程度副词，
省略前戏和后缀， 节制过度的热烈，
它不孤独， 语义能够抵达无限．
我的无限程度都是限量版，
唯一． 在唯一里无限放大，
像夜里偷袭而来的梦， 重复、 极端，

[China] LIANG Ping 

Remove (and o曲er three poems) 

Re:t卫ove 也.e mas』

Remove the 曲回量回nyour body, be naked. 

τ11e:te h皿 E町E beeo bad news from 也e 盹1st w旭dow ofSou也 River S往回t

Red Jig恤 皿d greeow旭e, all with 也ree m成ers cl回回国，

Can’t reiu:h my a阳c.

τlie panes of也e south wiodow can’t be broken, ＂回’tmade of paper. 

Full views oflu由 gre<四e:iy, with new leaves jade g盲目，

Dripping g<自由 romance

To SUIT回de:t comple旬ly is the only w町阳 k回k 也rough,

Bro血曲。ugh 血e siege h咀d m曲也

Settle 血e h回吨 relinquishd届四

τlie names of the co皿!less pe叩le I have encountered"' not made up, 

τlie 耐uggles 武览 status in肝血1blyend,

S回rred 皿db回1ten down

Putting down all you s国K forbr恒p ligh钮剧，

Laugh 国sily, fl町t lightly, 

Easily face 肝e:ty也mg.

Never again clench your jaw 皿dF咀dyour tee鱼，

Have a 呵 。ftea, moist田 your也roat, brigh回 your 町田，

S自 由e sky blue, ＂＇ 也e cl皿也 white.

I a皿 lo世ngly loyal to Joa也ing

Tired of也ree m剧ls a day. 

Tired of go国g 。ut αirly 础dre阳皿血g to two poin饱 阻d ooe line. 

Tired of the lyrics in 也e first half of也e desk. 

Tir咀 ofthe 皿.eticuio国 color on也e balcoay. 

Tired of sweet talk. 

Tired of the w国d and 皿.ow.

Tired of meJ，阻挡．

Tir。dofwater.

Tir咀ofthe cooln剧 。f耻 血do晒．

Tir叫offalling lea四＇＇ and la皿enting.

Tir叫 。f也e m创血 阻dthe belly of趾 阳。此

Tir叫。fignorance and fals曲曲也

I have a soft spot for bore也m.

Follow the rul田 皿drul田， S崎 by g睁，

Let me be d曲， wilting, unbearable, 

Shaped wi也 也ad bodi剧，

Tir时， 由叫， 由℃d and lingeri吨，

Let eve可 坦ch of time, 

Be emp早 I剧ve a '°"• 

Aloae slash and bum, the sun 皿d血e m。回回n be learned. 

Incomparable 

I often田e 也is 四•mparative adJecti咽，

。皿回ng the prefix and suffix， 也err exc田SlVe moderation, 

It IS not aloae, and 由 meanings c皿 目ach infi皿ty.

My 也scnption of infi皿ty 18 a limited edition, 

One 皿d only. Jn 皿y oae and only I magmfy 且“钞，

Like a dre皿 缸曲曲ing me nightly，， 呻eate世凯 b田。因ly,

RIP 



与现实相距两颗星辰．
这几乎是无站丈量的距离，
比我知道的天涯和咫尺， 更残忍．
始终不二． 认定无比就是无比，
一条路意到黑， 自也是黑，
黑得根深蒂固， 一 目 了然．

隔空

很南的南方，
与西南构成一个死角．
我不喜欢北方， 所以北方的雨雪与雾霍，
胡同与四合庭院， 冰糖葫芦，
与我没有关系 ， 没有惦记．
而珠江的三角， 每个角都是死角 ，
都有悄然出生入死的感动．
就像萤伏的海龟， 在礁石的缝隙里与世隔绝，
深居简出．
我居然能够隔空看见这个死角，
与我的起承转合如此匹配，
水系饱满， 草木欣荣．

日阳lyI Manuela Ma皿ola

Nobody’s Land (and another p。em)

lwill oome 阳morrow
ab。而 a drea皿
while 也s se晤时Is shriek, 
坦 nobody’s law!. 
G血面晤 也s t田1h
awl cl四chiog 1he 直sts
I will fight 岛＜ my life. 

Heart’s Scream 

It bursts 坦阳 也s da<kn剧S
my scream to 1he 皿E阳de
阻叩四ded /ba昭坦g fromno也ng
my scream fights a酬nst也e world w曲。，uf w国，pons.
Its baon血g 阻。 pe<aecu出，g me
WO世d destroy 血yselfif! badn’t got ah＂＇皿

(Transl脚d in阳 Engli曲by Melissa Bemabu剧）

About the author: 

Its distsnce 企ommy reali歧y as 由atbetw田n two Sta四

This 叩阻 d皿ost i血皿e阻町由l队

D国pairi昭:ly fur由E 也血也s corners of sky awl 坦cbes ofclos曲础 I』ow.

N町＇OU secood 也皿.ght When I reco巨型ze 且以皿归rable 阳 be 坦.Cot呻缸曲le,
One road until 1he void, wh<嗣 肝四 whi饵 ” bla哇，

Tbe bl田k de叩ly roo时， under脚。d at a 国扭曲

Over distance 

Sou1h of也e sou曲，

Forms a dead end wi也由e sou由W回t.
I don't like 1he n自由， 也e rain， 阻仰， 町 smog m 也enor血，

or little all可s or 1he courtyar由， 也e c皿diedhaw 量回钮，

Have no也ing 阳 do WI由 me, no nosta》a

But Zh可iang Del钮， 肝ery c田咀er a d国d end,
All silently relate 抽 血e my life awl d且也

Like a crouching sea turtle, s1恤ng i田fatedbetwe<盟1he rocks 

Reclusive. 

I can actually see 也is dead end in也e distance, 

Perfectly matching my 町町start, every going, 町町恤血， 町町 conv吨团团，

The rivers are s国晤 回dbr旭皿ing， 皿d也e flora proaper. 

［意大利I曼努埃拉 · 马佐拉

荒芜之地 （ 列户首 ｝

明 日
我将驾着梦想
来到这海鸥尖叫的
荒芜之地．
我怒火中烧
握紧双拳
为生而战．

心的呐喊

天突然黑了下来
我对着悬在虚无中的
孤寂呐喊

σh皿ilatedby Kenne也L叼

我的呐喊与这个没有硝烟的世界为敌．
那挥之不去的声响萦绕，b头
如果我心无正念， 我终将自 我毁灭．

（梅丽莎 · 伯纳布兹 英译e 胡平 汉译）

作者简介：
Manuela M阻四la,is a po曲目， born in Roma on 1he 2nd of July 

1972. E也阳也on awl 往回国ng: G四era! Certifi<四，le of Edi且由，tion at 
Margherita di Savoia High School in Rome; Huot皿ties degr回 （in
particular 皿也可目fogy 阳dies) at ‘＇La Sapienz.a” Univers句 。f Rome 
wi1h 110/110 con lode acore Cogniti回 皿d l四ning disorders chil企田’S
H恼， e叩ecia且.y for 1hαse who got educational special needs awl suJli町
齿。E by阳activit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皿d di曲曲C co田姐inator.
S创I co叩自由ng wi也 some literary newspapers like ''Pome:ria-Notizie＇’， 
曲目旬d by Dorn四co Defelice (poet 皿d journalist） 皿d “H Convivio＇’ 
(qua皿erly mag＇阻ne about p四町， art 阻d cul阳re directed by Angelo 
Mani阳，） writing articl剧， poems 阻d 饱!es. Some of her articles are al皿
been published on 咀 Pon恤o Nuov。” 曲回tedby Angel。 Caprio回．

曼努埃拉马佐拉 ， 女诗人， 1972年7月2 日 出生于罗马。
教育和培训 ｜经历E 获得罗马玛格丽塔 · 迪 萨伏亚高中 的普
通教育证书E 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罗马第一大学并获得人文学
科学位（尤其是人类学研究）． 曾担任认知和学习 障碍儿童的家
庭教师， 特别是那些有特殊教育需求和患有多动症的儿童．
还曾担任小学教师和协调员． 但她依然与多梅尼科 · 德费利斯

（诗人兼记者｝执导的一些文学报刊， 如意大利名刊 “Porn阻a
Notizi矿’和安吉洛 · 马尼塔（Angelo 抽咀阳城导的 《诗歌艺术和
文化B 季刊（II Convivio）等文学报纸合作， 撰写文章、 诗歌和故
事。 她的一些文章也发表在由安吉洛 卡普里奥蒂主持的
4新浪潮B 上．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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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eria] Azi皿 Dahouh

Moon Observer (and o也町 three poems) 

Thou art也e observ田 ofthe 血.oon

What a由自ts you 

Js it 也e C旭mring cresceot 

Manypα，le 低m you 

Ba也卫g in血 h吕ht when it ” “且

Together thou bad m皿.y talks 

Niβt after回.ght

But none 由red阳 由co由 Talismans

That unique langi脑，ge

Lady L皿W叫.dyoureci饵

Ap。‘四 Apoem 

All of us 缸� !is•坦白S
Ears are bmed and hearts beating at 

Sa皿e 量明四ncy of your words 

Ap。‘四 Apoem 

Everlas“ng life 

Wen di the brave 由agon d也＂

W四I on adventure 

Leftlus 阻击 wife alone 

He climbed the cbinese high pe血
h 阻虹曲 。f国血回国坷

What he diacovered la田

Life is a sh叫皿m可
No way to 町町lasting life 

He d自ided 阳 go b配k

Following his foo明:ints

But 也E old dragon co叶血’t go 曲曲目

So 由国如r 皿cb a.dve由m

The 由2且onwas wef业

Obliged阳 settle on也s p国K

And face his d剧tiny

TheoWeo·di 皿d 阳 his de＂＇ 四皿panion

No way to stay isola饱d

I should go back to my wife 

And live 也e rest of my life 

In love and mmony 

He walked down for long 也＜ys

Till he reached hia beloved wife 

He fm皿d her on也e verge of嗣剧Dg &JOU皿ey

She bad no 咀皿s to a farewell party 

Just waved her hand 

And left s国rching fc立r a nllra<ulous plant 

That lu:ings back you也 to her face 血d body

Poor Weo-<li again lost his beloved wife 

He missed 阳 remind her 

The lesson he I国med from his journey 
Life is not measured by the long ye"'" 

But by the precio田 moments 也町 shar时

What ls Life 

RIP 

I阿尔及利亚］阿齐扎 · 纳乌赫

观月者 （ 外三首 ｝

你是观月者
吸引你双眸
是一弯动人新月
人们常见你
沐浴在摘月光里
常闻你和月
夜夜畅谈
无人解你护身密语
那语言独一无工
月亮女神让你吟诵
一首诗， 又一首诗
我们只是倾昕
耳膜和•L＇跳都调谐到
和你的话语同一频率
一首诗 …又一首诗

长生不老

文迫勇跨苍龙
踏上历险征程
独留娇妻空守
力攀中华险峰
寻访不老神仙
最后却只发现
人生a总是短暂
长生绝不可得
无奈决定复返
追随他的足迹
苍龙无力前 行
历险筋疲力尽
苍龙疲弱不堪
遂安身于险峰
接受自 己命数
文迫语于此伴
此处与世隔绝
我欲重会娇妻
相伴共度余生
同事爱意祥和
日 复一 日 跋涉
终见爱妻一面
值其启程远 行
无暇相谈作别
挥手使自远去
四处搜寻仙草
惟盼青春复还
文迫再失爱妻
夏恨无捧提醒
历险己得彻悟
生命不在长短
而在珍惜相守

何为人生？



Bo阳院盟 the dawn and the dusk 

I lived my life 

Perfec饱d the job of the acrobat 

E回回ted many 由ows

On a very 也m rope, I showed my taloo饱

Cros...d 抽 血e side of madoe8' 

I 曲undno evils, exc叩tb咄咄缸l 曲曲
We were all mn胆固t kids 
We oojoyed bl曲 时 础 games

l ea皿a back 阳 reason

Honestly ! W田 not very satisfied 

I 皿ayed mu饱 for long U皿剧

τ'h四 1 阳皿edthe bl国d 町田

Arni 血且国 回goyi哩

Ij陋，d a do山，Jeiump 血m a triple one without falliog 由W咀

τ'ha’s life ... 

It’s a』ut k呵ingbal咀回

Betweoo z田son 皿dmadoe'8

Words 

What are worda 岛r

Since 也可die after speech 

τ'h町become a memo可

τE可belong 阳 the pa.i

H。w manyp。ema have the poets writ阳n

Arni 

How many lyri皿 have the 血＇gers sung 

All the words have gone with 血e wmd 

All the wor由 躯e buried 扭 曲s ceme阳y ofsil回ce

What is left, only a 曲dtune

About the author: 
Aziza Dal皿由 is 皿 Algerian po由＂ .She is fond of reading 缸＂＇

M出g po由y 且 English ,Arabic 副 French.Her po由y 咽e町d m m皿y

mteres血g in回皿onal 皿也.Jo国田 like· Vers田 臼 Racism Arni Re由恤ce

Refugee Cris函， Wonu扭 Beyond Arni Wi剧2 τ'he Shore, Autw:皿， p。国c

Rainbαw, Moth町， Ear也 D町， Father 皿d Sep饱田her. She has her own P昭e

on Atunis She loves 国veliog.. She saw many 皿血哩 plsces m the world 

皿dy回回ug 阳 see more. 

晨昏之间
我活着
苦练杂技绝活
奉献精彩表横
钢丝绳上秀特技
惊险儿近疯狂
不见邪恶， 惟有美丽灵魂
我们都是无邪孩童
也喜欢捉迷藏游戏
静下来想想
其实我不木椅足
长时间一言不发
转过蒙着的双眼
我开始享受
两连翻， 三连翻， 没有掉下
这就是人生
无非就是保持平衡
在理性和疯狂之间

词语

词语有什么用？
说出来就会死掉
变成记忆
属于过去
诗人写过多少诗？
以及
歌者唱过多少歌？
词语皆随风而逝
埋在沉默的墓地
留下的， 只有忧伤的曲调

作者简介 ：

（石永浩 译）

阿齐扎 纳乌赫， 阿尔及利亚女诗人 ， 喜欢阅读和创
作英语、 阿拉伯语和法语诗歌。 诗歌作品多次收录在值得一
读的国际诗歌选集中 ， 如 4关于种族主义和抵抗难民危机
的诗篇E 《彼岸和彼岸的妇女» «秋天》 ｛（诗意的彩虹E
《母亲》 《地球 B » 《父亲b 和 4九月 E 等。 她在阿圈尼斯

有 自 己的网页． 她喜欢旅行， 到过世界上许多令人惊奇的地
方 ， 渴望更多旅行。

中国诗人段光安、 陈缸为 、 张烨荣登印度名刊 （PROSOPISIA) 
本刊阿杰梅尔讯 印度著名诗人An山植.g Sharma教授主编的英文诗刊 《Pros叩isia» （ 《普罗索匹斯亚树» ) 2019年下

卷， 已于2020年2月在Ajmer出版、 发行。 前有编者社论因jtorial， 本卷收录了来 自 士耳其、 德国、 美国、 中 国 、 以色列、 英
国、 印度、 希腊、 比利时、 尼 日 利亚、 古巴、 澳大利亚等国的23位知名诗人、 作家、 批评家的诗和评论， 并附有所有作者的
简介． 其 中 第20-21页刊发丁天津著名诗人段光安 （DUAN GUANG’AN) 先生的三首英文诗作 «Ibese Ston时 《Stone

Tablet» 《Burial of Mother» （张智中教授英译）， 第40页刊发了河北著名诗人陈红为 （CHEN HONGWEI ） 先生的二首英文诗
作 《Shapes» «ro 也e Ni.gbt Sky Han.gs a Fossil F抽E （石永浩教授英译） ， 第68-69页刊发了上海著名女诗人张烨教授的三首
英文诗作 《Des四 Suo且t» «P础sing a City at Ni.gbt» 们be Tar Temple 姐 也e b且》 （张俊锋教授英译） ． 大32K, 112页， 印
制大气、 精美， 值得细读、 珍藏． 该刊系印度最有影响的诗刊之一。

RIP 

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 （IPTRC)
《国际诗歌翻译B (RIP） 杂志社

19 



INTERNATION且POET盯 ｜

fl 

� 

[Italy] Lidia Cblarelll 

Mucha’s Seasons 

Autumn 

Like a Q阻四you 血皿4

Autumn I国ves

In therrr冒d and yellow ga:r四ents

Aie prec10ua iewels 

For your royal be皿ty

Winter 

The gard四 where you move 

Rests 皿 a h田hed silence

And 也S 血σw is a delicate, white lace 

On the naked braoch国．

All is silver g理＇Y toda萨

Summer 

Redp吨，ies 皿dgolden ears of wheat 

S咽ray m 血ebreeze. 

And while you walk h 也e 回皿皿E fields 

we are enraptured 

by your amazing grace 

Spring 

Fragrance of apple bl由民llllS on braoch国

Your sweet皿圆”

国＇hoesligh咀y

The W田Id slowly awakens 

In 1he April hr回回

[Croatia] Jadranka Tarle Bojovie 

Arena (and o由er 也r四 poe皿•）

You’re baflled by what you see around yourself 

Baflled while watching a 宜iyriad ofg则hered faces 

Aie 也町 d narci困ists

Have 1hey all en键因d也e arena antici归，ting ovationa 

Exe<丰田g 吨布，1ause and flat阳y
We are her琶 made for it 

Resolved in advance to be loyal 

To seal 坦 adv扭曲 ourn咀 exist回国

Wi1h an 吨布＇lause.

People I 

Pe叩le M且 国 diffe民沮t ways 

Th町 might not have kil』咀you right away 

Th町 might have be四 killing Y＇阳 for d国咀国

RIP 

I意大利I丽迪娅 · 基亚雷和j

木栅四季

秋

你挺立一如女王．
秋天的落叶
穿着红色和黄色的衣裳
珍贵的珠宝
映衬王者之美

冬

仿移动的花园
在静寂中休眠
雪柔美如斯， 白色的花边
环绕着光秃秃的树枝．
今天银灰一片．

豆

红色的婴粟花和麦穗的金耳朵
在微风中摇曳．
当你漫步夏 日 的田野
我们被你奇异的恩典
所迷

春

树枝上苹果花的芳香．
你美妙的音乐
轻轻回响．
世界在四月 的微风中
慢慢醒来

（张智 译）

I克罗地亚I亚兰德卡 · 塔勒 · 披捷维奇

竞技场（外三首）

你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困惑
困惑的同时看着无数聚集的面孔
他们都是自 恋者吗
他们进入竞技场是期待着欢呼吗
除了掌声和奉承
我们的到来是为了
提前表达忠诚和决•L'
用掌声
预先封存我们的虚无

我和凶手

凶手杀人的方式林林总总
有的不会马上让你毙命
有的已经谋害了你几十年



τb町 mighthave been killing you wi血 w田由
τb町 皿ighthave been killing you wt也 intrigues
Behind 阻四皿剧b
τbe ki且E’s 晶ce w描 hidd血
Shown only 晶r you 
τE町 killed m difl缸回Iways 
Nice ladl固 we白面llmg slowly 
With 也errrefi血d words 
And soft voices 
Killing for y回回
τE町 mightnot have ki且.edyou ngbt away. 

Par植ng

τhls might be our last 四皿uoter
We may have so＝由IDg 回 国y
May』 响 曲。uldhave 四id 1t a lo昭time ago 
N1cewor也 缸冒 left for 也e end
』 也e end regrets c田ne before departure 
You steel need me 四 much
lw皿t 阳 回.ve you 四 E田h
τhls m站也be our last eocouo阳
N1cewor由 缸审 left for 也e end
!have so 皿uch 阳 say
咀皿E is四E缸回

I'm u血appy without you. 

Revelations 

Why your head is cl国Z
And町·ery由国g is obvious 
And町·ery由ing suits fine 
You aco叩t 皿dunderstand 町町也IDg
You let the music follow you 
It makes you 最据l better 
Io the bus coiled life 
Exchange y田Z S国t
You11自nd out how 也e o也ers live 
You11自nd out about y田E life 恒。
It is not olwa归 国白 血d co可
阳dingm 血ebus oflife. 

About the author: 

有的会用言语置你于死地
有的用阴谋诡计陷害你
漂亮面具的后面
隐藏着凶手的脸
他们只为你展示
形形色色的杀人方式
漂亮的女杀手喜欢慢条斯理
说话轻声
细语
儿十载一刀刀地割你的筋肉
让你慢慢地死去．

离别

这也许是我们的最后的相聚
心里有很多话要说
也许早就该说丁
美好的话语要留到最后
最后，总是离情别恨
你那么地需要我
我想给你的也那么多
这或许是我们最后的相会
美好的话语留到最后
情意绵绵
时间飞逝
肝肠寸断．

启示

为什么你的头脑是清醒的
万事那么明了
一切那么融洽
你欣然地接受并理解
音乐萦绕在你身边
你那么，心旷神怡
在人生的公交车上
你和别人交换了座位
你会发现他人是怎样过 日 子的
你也会发现你的生活
并不，且舒，心宜人
在人生的公共汽车上．

作者简介：
（陆峰 译）

Jadranka Tarle Bojovic w回 bor咀 in Sinj， 。c回a, in 1957. She lives and wo业g
in Split where abe received her education. She graduated from the Fae叫ty of 
Economics in S，比 如 缸， abe has published 能n books She particip脚d ind 
E田。pe皿 nad m馆matiooal F由y festivals She took a pla国 皿 Saraj町0 00 F由y
＝血。n 坦 2012.A coll饵咀.on of short stories Pri� iz po也vij臼咀 （Stories from the 
Un回国iousnes） 血d 血e collec由o of short s回回 皿dpo由y Prolje6e H由avi (Spring 
of Love) wh世e b。也 pubh曲ed m 2田6 Io 2008. 血e published a sh田t novel Vrijeme 
kada 皿 pa也le maske (The Time when ma血 falling of) which was well received in 
two co皿petitio血， for 也a best novel 阻d b咽t illu由四on. Io 2009. 由e published a 
collection of sh翩 翩ries N咀 rufi¢as抽•g ob四ra (Night of血e Pink Hor四啡， Io 2011. 
she p由且由d a collection of poems Izgubljens ulica (A Lost S田由•） She is a 
member of the α曲创an Li阳1llY Society 侃 Rijel皿 Her book 町esmejα缸e d1.ezen四
(Song of a iazz-w田皿m) which IS p由H血ed 皿 2013 IS pro皿＞UOced 田 one of也z k回
四•llection ofp但往Y pub Ii曲。d at 也e mentioned s田iety.Her next books 缸S Za皿ak od
t唱elokosti (C回国 ofivory) in 2014.B咱国 u ulici 可ens (Tale in the 曲回t of sha血ws)
皿 2015. K叩ul!ino i rokavi国 （C叩U四皿o and gloves） 皿 2018 and Vlak kasni,zar ne? 
(Trai皿 is la钮， 1圃’t it?) in 2019 

亚兰德卡 · 塔勒 · 被捷维奇， 1957年出生于克
罗地亚的辛吉市。 斯普利特是她生活、 求学和工作
的地方。 毕业于斯普利特的经济学院． 迄今为止，
已经出版了十本书 。 曾参加各种欧洲及国际诗歌
节0 2012年， 参加萨拉热窝诗歌马拉松比赛． 她的
短篇小说集 《无意识者的故事E 和短篇小说和诗歌
集 4爱的春天B 出版于2006年、 2008年。 她发表了
短篇小说 4面具掉蓓的时刻b 在最佳小说和最佳插
圃两项比赛中获得殊荣0 2009年 ， 出版短篇小说
集 《粉色地平线之夜》 0 2011年， 出版诗集 4迷
失的街道》 。 系里耶卡克罗地亚文学协会成 员 。
2013年出版诗集 4爵士女之歌B ， 被认为是克罗
地 亚 文 学 协 会 最 佳 诗 集 之一 。 其 它 作 品 包 括
2014年 4 象 牙 城 堡 B 、 201当年 4 影 子 街 的 故
事》 、 2018年 4卡布奇诺和手套B 以及2019年出
版的 4火车晚点了， 不是吗？ » 0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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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中国I王猛仁

望见 （ 外工首 ｝

没有吸饮清晨的奶香
只一步之遥
在与牧马人的对视中
我紧紧地把花朵放进更冷的心口
对着碎裂的天空
热议一桩布谷鸟的婚事

我所有的生命与爱情
一直不停地在草地上鸣叫

直到昨晚
溪水走得缓慢
我的』心里落满了雪

只有少数牛羊
爬上山顶
悠悠地
望着我

终于

我从黄昏的缝隙中驻足
目 光 在曲散人尽时徘徊

即将倾颓的土墙爬满青苔
我曾经对着老家的方向久久凝望

你的诗激活了心的岩石
我的眼前
又多了一个惊慌失措的话题

秋色光洁的手指
是我写下的 4平原书B 与 4平原歌者》

面对沉迷于洒色的男人
我的畅想
我的天空
不明不白地暗下来
压疼整个平原

蹒跚

除了五月 的蒲公英在向上爬
剩下的
是无数个穷凶极恶的黑

一次逃向荒芜的宁静
有着选择焦躁时的缄默
如同一个人， 翻来覆去
倾听夜色滴水穿石的蔚声

RIP 

Iα曲a] WANG M阻’回

Watching (and other two poems) 

Without也e SW田tmilk of企恒king in the morning 

Wi也in a 回DOO’s 世IIOW

D田旭吕 也emutual gaz.e m也 由e her由m皿

Closely I put flowers in阳 也e h国rtwhich is cold配

Aga扭且也e broken sky 

To be 四gaged in a hea饱d discussion about 也e marriage of cuckoos 

All my hfe and love 

Is ＂＇耐田扭g nons旬＇P on the gras血nd

Until也e l国tnigl蓝

The u回ek ru皿 slowly

Myh回国国 lad皿W1也 falling 皿βw

Only a few os四 阻d la皿bs

Climb a呻 也e mo回国n

Leisurely 

Watching me 

Finally 

I S饲p in the CI1肝ice of dusk 

τbe 町田， w皿derhere and there at the end ofperfonnan西

The collapsing 国rth wall is alive with gre<四 moss

! have 肝ergazed homeward for a long 世me

Your poems have activated the rock of heart 

Before my 町回

An additional flut回回筐’lC

The fingers wi也cl国且 autu皿n

Are The Book of Plate剧 andPlat，国U 品ngers by me

Bel丽富 am皿giv，回阳 debauchery

My fantasy 

My sky 

Darkena for no re田on

To pre" pain且lily ag＇缸皿t也ewhole plateau 

Creeping 

Aqwe阳deesc明ng 坦问 de四fation

Is m也 sil由四 dur坦g 国pa饥四t 曲oice

L也s a person, over and aga且

To list阻to the night 皿血审 of由呵耶皿g wa阳 W盹ring a stooe 



隔开每个晨昏里的秘而不宣
依背而歌的奇妙叙述里
有我脚踢着的声嘶力竭
有我不顾颜面时的冲动
和令人，心碎时的宽恕

这纯柔之情， 这古陌荒肝
只一夜间老了
仿若远古

[Saudi Arabia] Raed Anis Al-J』M

The Arrival of Seagulls (and other fo町 p。ems)

I have seen gulls, 

in holy 世sions,

hover and inv四t
也esound of hors回

! have s国nthe皿

give alms to rats 

bu旦gry for cru皿tbs ofbr回国，

crucified on the al田

I have seen them 

flap 也eirwings 皿d swallow

∞皿皿.on rul田 offi曲

Reinvent 也e physics 

。fa silver talism血’s 血nee

o且也B S曲’s curve. 

I have seen ra也

fe斟t at the fall of d国k

Th町 claim to be the genesis oflighl 

A Dane鸣 。f Bulle饵

Ifo回 ofp瞄Sl＜。n I 

直t d。e阻’tma胧E． 

You cro因ed m却ch all可

of my 皿E S国由 －

mirr田琶d the 缸回血

romllng 也rough my veins, 

ao d 击。m my ganleo,
plucl国4

也e love grown 

告。皿 a peor 田e

IfI offer you ros国

distilled from my blood 

and if, in your honor 

! pl町 the 回也但n of salvation 

τbe secret which s叩缸ates e阻hm＇田nmg and dusk is not rev国led

Jn the WO皿lerful nor回也on of singing a脚皿 也e back

τbereis 皿y Sta跑回回g 由outing at也e top of my voice 

τhere is my 1皿p叫se nre叩ective 。fface

An且 也e toleraoce when he副＇breaking

τbe pure 皿负 feeling， 由e ancient road and deser幅dpath

Age overnight 

As if dim and dista皿

σransla时 byZHANG Zhi血ong)

I沙特阿拉伯I雷德 · 安尼斯 · 埃尔－吉希

海鸥飞来 （ 外回首 ）

在圣觉中
我曾见海鸥
盘旋， 发出
马嘶鸣的声音

我看见它们
向受戒于圣坛上
寻食面包屑的
老鼠提供救济

我看见它们
拍打着翅膀， 吞下
鱼类的普遍摇则
在大海的弧线轨迹上
重铸银色护身符
飞舞的物理学

我看到老鼠们
尽情欣赏着黄昏的袭来
它们说那是光明的开端

子弹之舞

如果因为激情， 我神伤 了 自 己的心
这并没有什么
你穿过我心中街道的
每一个巷子一一
映现那从我花园
流动于我血脉的梦境
从一棵梨树上
摘下
爱情

如果我给你
由我血液萃取的玫瑰
如果为了你
我以 自 己的心跳

RIP 

23 



INTERNATION且POET盯 ｜

fl 
with 皿y he剧’s b盹ts,

it doesn’tmattc:在

Home, 

扭 曲目n’tma忧E

It doesn’t mat阳 if

all you cσuld offer me is 

a dance of bullets. 

Boundless 

No borders fi世b删审，

wi也 a thousand parties and facti咀s,
皿dwoes crown kings of pasSion. 

I’m all & nσ也坦g

自bribe g琶at & worthy belong 

only to 也s free word. 

I且.ve 皿e也皿扮 I cho圄皿irr

酣 am。de ofreflec侃on 

I 阻d 回1

a co田psss 晶r 皿y path. 

The Genesis of Clay 

I W回r clay ma且3

made out of阻cpl回s soil. 

Call on the s阳m cloud

chained by the bleak cold 

国JO皿 也s 也rill of也e newborn wind 

ona peorl 

mufiled Wl血pride

Final Act 

h 由e 也ea剧 。fti皿s I stand crocified on 也e cross of my 阳都10

m础且g binls 国也町fall on my 四ng

And steal br田dcrombs and wine 

也at I!"σw 叠。m my 田ulful melody. 

Wbat 四uld m剧皿ng hide f时 皿a

If也s bors of its rhyth皿＂＇冒 Z田ted in 也e 血yme’S 皿·ul?

I S届 四ils pierce 也rougb my han血，

and yet my 命国皿sha皿merback. 

I 缸n • s缸angercorving out也e me皿皿.g ofh田圃，

recolle<加d from memori°' my footst甲s have known. 

RIP 

弹奏救赎的赞歌
那也没有什么

家园
那也没有什么 ， 如果
你所能提供给我的
不过是
子弹的飞梭

无限

千百个党团或派系
利益没有上限
灾难加冕好战的君王
我是一切， 也是一无
全国伟大的和值得尊敬的
仅属于自 由词汇

那就离我而去吧
我选择镜子
作为一种模式的反思
而且会
把它当做我前路的指南针

陶泥之初

我戴着没有计液的土
制成的陶泥面具
拜访凄冷紧锁的
乌云
在一颗因为骄傲
而声音低沉的珍珠上
加入新生之风的狂欢

最后一幕

在时间的剧场中， 我被钉立于自 己舌头的十字架上
看着鸟儿们落在我的歌上

并偷食从我深情的旋律
长出的面包屑和葡萄酒

意义会对我隐藏些什么呢
如果韵律的节拍根植于韵律之魂

我看到指甲刺穿我的手掌
可我的梦仍然猛将我击醒

我是一个陌生人， 雕刻着
从我脚印熟知的记忆找回的家园的意义



τbis home 也at lends 阳 回Mks on my skin 

皿dpnnts 也田ns on bran血es ofmy vems 

A coo旭g CJl!V时， while cl。＇ods wi旭回S

也S 阳＇Wering 也nee in my l皿gs.

Water escaped 也s land to pour upon me 

皿d 由琶nch 也ecr田ksofmym田回皿

Some words 国血’t grow m也阳t a body 

unless sla且 皿the 饱皿tple of description. 

What if I di血’t listen 阳 myb国rt?

My 口oss is all I 回rry with me

τbis h剧rt I b国r onmyback b四t

＂＂回e m也 my 回晤B 坦阳 也e woo由

My verse m由四 soondthe 血m in my blood 

a且副nst也is world of dost that d世ls 血e spirit 

! hear由四g echoes 四llmg 曲rtheupn血g

m由in 也.e confin国 ofmy time 皿d space. 

I’m a 量百 四，u1， 阻d my soul to眈阻四 me,

likely to stitch 皿y h归 国阳 sil四ce.

Yetn写Y W田dw丑I take me a皿皿E

也e scented 曲回血 。fflowers gilding my gulll-e. 

Only poems soo也s my wanderlust 

扭 。因 poised 皿omenl

τWu rap抽回 回moond me. my mind & my f因也

Awhi叩回回g 皿且d w恤 brokenwings 

Walked g白血U皿国 around my remains 

nngmg 皿y bu皿s 皿 every round. 

I will br回k 也e 回nk g阳ne inside my ch回t

if she leaves me in a vall叮 with m 曲回白血

And i  will a皿也e a可gen oflove, 

if曲e tri回 国 趾田k my illusions 

σ白血lated by Amira R皿m由1

这是在我皮肤上留下烙印的家园
将尖刺印插在我血管的树枝上的家园

雕刻出一声咕咕叫， 此时白云
正见证我胸怀中高蹈的舞姿

水逃离土地， 迎面法来
浸湿我喃喃 自 语的每一个空隙

有些词汇不能脱离身体生出
除非它们被残杀于描述的寺宇

如果我并未听从本，心呢？
我就只有身上背负的十字架

这颗我背着的，心连同我的歌唱
宁静地弯身投入树林之中

我的诗律声如我血液中的风暴
冷对这个沉钝精神的尘世

我听到一串串的呼喊， 在我限霜的
时间和空间之内吁求抗争

我是自 由的魂灵， 而我的魂折磨我
欲将我的嘴唇缝人寂静之中

而我的词语会携我进入
那给我的断头台镀上金粉的花朵穰郁的香撞

在一个蓄势待发的时刻
只有诗能安抚我周游无极的嗜好

两只猛禽 我的思想和我的信仰 围绕我
一个在我耳边私语的断翅天使

七次围转着我的遗骸
每一次都哼着我的曲调

我要击碎我胸中的粉色顽石
如果她将我弃于一个没有方向的谷中

我也会切断爱的氧气
如果她胆敢粉碎我的幻想

（艾米拉 · 勒玛 英译， 水中山 汉译）

Abouttbe au也or: fl靖简介：
Raed Anis Al JISHI (po吨 田J1Slator, Q盹ef, Saudi Ar曲i功 bss 阻 雷德 ， 安尼斯 · 埃尔 吉希， 沙特阿拉伯诗人、 翻译

bonora叩 fellow；血Ip in wri国g from Iowa 咄咄rsi早 He bss publish咀 one 家， 在爱荷华大学获得荣誉写作奖学金。 出版一部小说，
回，ve� nine volumes of poems 坦 Arsbic， 。由 皿 French and 晒 Bleed崎 九卷阿拉伯文诗集， 一卷法文诗集和一卷英文诗集 4流血
曲II: Look, Feel, Fly， 坦 问U血 His poems were 恤nslated 阳 皿町 的海鸥z 瞧， 感觉， 飞翔B 。 他的诗被译成多种语言。 除
languag四. Al叩ide a career as a wri田， be 阳邮 high school d四町． 了写作职业， 他还执教子高中 ， 讲授化学． 他是一位女权
He is a f阻剧 时 human 啪” activist, and works on is阻回 国volvi昭 主义者和人权活动家， 致力于涉及儿童和识字问题。
chil.dI回 阻d liters町·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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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Rain in Montparnasse (and ano曲er poem) 

（α1arl田 Baudelaire)

Todaywa• m且ing in n布 阳•WD

Yes阳由ywas 也e 曲皿S Syl町•bony

Wi也 trick!目 。fImsl in bitter tr回国

In 由at ti血战
四atwas b田面昭a sick!坦坦g muae 

Over evil flow四

Rooted 皿der darkness 

And shadowed in gr可，

In a soul 

Flow而且g 也epa扭 。flight

Rema皿ing
A white boat ravaged by seas! 

Today lwrizons 曲sceoded 由ap剧 。fclo叫s

On the brigh田t g回由 。fthe 由

Behind 也s scenes of stars, 

That embodied coneεm 

26 J And a faded 呻l

Driven magr国lly

Through由e warmth ofw田也

And 阻恒ruled conviction 

A broken blood 

Biting ofe咀h

Thirstyki回国

Esc哩。d der皿皿

Towsrds d麟，est mys惚ri国

The wind held her k审时也 today

For也e concert played in Montpam田E

Wi曲。utvioli皿S

Exe<司ptvibrations of曲，

As 国articula钮，
From a choir of birds 也atke叩 也e sa皿e nest 
Wi也 theirbroken wings 

On 也at g钮阳e

Those 田由ids 曲sceoded on ear也l

My dreams are there 

My 曲回皿S 缸＠ 也＂＂＇·

J田t like thousands of 1臼•bergs in 皿 end!°'' oce皿L

Mindpene位ates all 也e way flying, 
ln o也E ski目， 因LpS “·endle啤睛”．

My 企回皿s缸e 也ere,

h 叩ring skies, wi血 皿阻y 鸥町S

Pi回国 offc国且ngs crumble a 皿ul

And 阳med magic into a clo也

My 曲回皿S 缸＠ 也＂＂＇·

J田t like light whi位回晤， m sun ri且

W曲 longing of au阳皿 皿 a chest 

And .. points of田且－ sorrow.

RIP 

I阿尔巴尼亚－比利时I艾格伦 · 舍勒

蒙帕纳斯的雨 〈 列｝首 ）

〈 夏尔 · 波德莱尔 ）

今天我这地儿是雨天
昨天也是同样的交响
苦涩的薄雾流淌一般
凝固在某一个时间点
像一曲嘲晰的缪斯曲
盘桓子罪恶之花朵上
黑暗深深根植在脚下
灰色的影子郁郁葱葱
仿佛能掺入灵魂一样
如光一般绽放着疼痛
守护者一般白色小船
被海蹂躏得七零八落

今天云蒸霞蔚的地平
就是苍穹最亮之所在
那藏在星辰大幕后的
疯长着各种体贴关』心
那穿着褪色的小天使
展现出神奇的驱动力
通过平和温润的言语
通过无限的深信不疑
通过血脉血诲的断裂
以及恶魔一般地撕咬
那种苛求得来的亲吻
那些逃遁而散的魔咒
都指向了深邃的空域

今天风开始广袤延展
为了蒙帕纳斯音乐会
虽没有梵娴玲的悠扬
但是有气流共振律动
仿佛木讷不善言辞的
来 自 同一鸟巢的合唱
饱含着折翼般的深情
锈刻进那塑雕像当中
像极人问世的兰花草

梦在彼岸

我的梦在遥远的彼岸
就像无数的冰凌在那
无尽的大海思绪万千
在另类天空无拘无束

我的梦在遥远的彼岸
在春的大幕星星点点
情感的碎片撕裂灵魂
分分钟化为布料羽片

我的梦在遥远的彼岸
就像光一样白暂透明
阳光下摘怀秋的渴盼
还有细雨纷纷地悲鸣



My曲回皿S 缸＠也阳市

Over ra皿，bowar由圃， colors of也.ooghts;

A white day, hope 皿dhappmess,

T民:nch国 阳 ”vis时， po由yrebelli阻

My dr田皿S 缸＠也.，.

F回回atted in a F回t feeling 

Av脚 thrown in a d础 sky

Bre曲ing mar回ns a statue 曲叩e.

我的梦在遥远的彼岸
在彩虹桥上梦想缤纷
一整天的希望和幸福
脑回弯曲且诗意起伏

我的梦在遥远的彼岸
在宏大的情感里开篇
视野抛下黝黑的天幕
呼出的留白就是雕塑

（童天鉴 日 汉译）

p』rael] Lall Tsipi Michaeli I以色列1垃莉 · 齐皮 · 米凯利

Poem in the rain: Take it (and o也er 何o poems) 雨中之诗： 挥生如梦 （ 外工首 ）

You aI琶 running for the bua from Tel Aviv ro Ja岛
Fe缸 ” 回国g yoor life 

Her回 IS 皿D也er of yo田 mJSsed oppor阳皿H国

From all 也e l町田 flat!回国 under the wheels of consciousne'8 crus』ng

All 血e f1i回 ofmemory 

You do n＜时 need

All 也D四 memories

To fi植l ag＇缸且

On也S 由ngers of the blazing road 

Aw配血血 皿也e rain 

Huggmg the wall 

E但aling a gl皿田 皿阳 a tr回spar回t 由回皿

I W皿t 阳 be with h町 suffer臼g

Wi也 her fc贸 a mom回t of mi田ed 吨>portunity

A皿.om四t of四l皿 坦 closed l回回，［iness

Legend of the body 

Wei� I W田 gone

it was on也s day 也e mouth widened open in front of 

a vac阻同时ience

a hall w町-Id, d町oid ofeaIS 

皿d started shooting 

As it happened 

也s h国nng ments W田盲 目ealed

and 也e hall W田Idfaded σutto mute 

皿d silence was hovering over也e face of the 回Z也

阳d
a white sil皿ce

well bl回ched

You know, 

unlike a we“坦g 曲酬

like Buroh dancers 

whi旬 I旭en clo也s wi也 a pinch of pm唱 团ul wi由国

white wa曲ed face 

阻d a 世izzl且g 曲。11 of blood 由at 田caped 也后 国由 国ve

all of也at, 皿 front of a vac皿t audi团团
Do you know how u 最翻出 阳 shoot 恤 金回国也e hollow hall world 

你正追赶自特拉维夫至贾站的巴士
恐惧正侵蚀你的生命
这是你又一个错失的机会
国全部所爱都在意识的车轮下惨遭摧毁
所有的记忆飞逝
你不需要
所有这些记忆
再次陨落
在炙热危险的路上
雨中一个妇人
正拥抱那堵墙
偷瞥一眼一个透明的梦境
我愿和她一起受苦
在她错失机会的时刻
在她幽闭孤寂中平静的时刻

躯体的传奇

好吧， 我走了
走的那天大张着嘴巴
在一个失神的观众面前
在一个大厅的世界面前， 失聪
开始大喊大叫

这一切发生时
昕力的价值被封印
大厅的世界渐渐变得哑然
寂静盘旋于地球表面
这种
白色的寂静
被漂白的很妙

你知道
不像一件婚纱
好似舞踏舞者
白色的亚麻服饰配着舞者洗白 的面容内
一撮纯洁的灵魂
还有那源 自 耳蜗的淋漓血摘
所有这些， 都在茫然的观众面前
你知道在空洞的大厅世界面前大叫悬怎样的感觉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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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皿血arwith 也 colo幽al reverb四tion?

If the hall world do国 not 皿U饱

也e 回rdrum could 回:plode

hence 

由自eisnovoi时， nor any 也at answers 

you stand alone 面 也e life capsule 

呻m m由 Wl由坦 a body 

(Translated by Nadavi Nol«均

Facebook and the Nuclear Deal 2016 

This is a g回E咀田 。fcbaos

The type which hu皿血ity do笛础 know about 

Not 也at也s e咀I is worao 

That也e 肝ii is er回Ier

That也e evil is more banal 

N自由at也e e咀! is m回＠ 曲surd

But 

-You know bet阳 也an me

That the evil is in the 8'皿s

In unheard 由抽血S

Jn b时weeodark se回ets

Jn the 曲曲t of四血nee

Within the p唔目 。fSigned con国由

Jn the veina ofb由2归1

In the cybernetic man 

Face le啤S

So why are you sileot? 

Ser回血’ Scream' Scream! 

σranslated by Michael S回国｝

昕着那巨大的回响？
如果那大厅世界没有缄默
耳鼓就会爆裂
所以
没有声音， 也没有回应
你独自 站在， 子体内敞开的
生命舱里

（那达维 · 诺克德 英译， 樱娘 汉译）

脸书与2016年的核交易

这是一个时代的混乱
那种人性不能了解的混乱

不是说恶魔更可怕
恶魔更残忍
更加平淡无奇
也不是说恶魔更荒诞
但是
一一仿t比我更了解
恶魔在枪支里
在昕不见的节奏里
在黑暗的秘密之间
在现实生活的咽喉里
在签署的合同之扉页里
在背叛的静脉里
在匿名的
控制论者之中

所以， 你为什么沉默？
呐喊！ 呐喊！ 呐喊！

（迈克尔 · 西姆金 英译， 樱娘 汉译）

About也e au血。r: 作者简介z
Lali Tsipi Michaeli is an in阳晒onal Israeli po且 Bom in G阳gia in 拉莉 齐皮 米凯莉 ， 以色列国际诗人。 1964年生于

1964.She i皿igra时 阳 Iarael at the age of 阳回 She has published 血 格鲁吉亚， 七岁时移民以色列 ， 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六部
po由y books 回 缸， A阳ded in阳national po町 肝胆旬 in New Yor.』 诗集． 她曾参与纽约、 格鲁吉亚、 意大利、 陆 国 、 罗马尼
Geor脚， Italy France, Rmn皿扭 扭d India. She was part of a res1阳cy 亚和印度等地诗歌活动0 2018年被纳入纽约天才作家常驻
progra皿 for 回回tedwriters m New York at 2018 项 目 ．

Her boo』 have be四 恤血时 M 阳eign langnages. Soon her b叫 她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不久， 她的书 《疯狂的
咀e 抽d House" will be published in NYC. Lali was defined by Prof. 房子E 将在纽约市出版． 加布里埃尔 莫凯德教授在他的
臼briel Moked in his book as •阳出oUrban Poet” 时 唰 highly 书中定义拉莉为 “都市色情诗人” ， 同时拉莉被评论家高
regarded by m恼， who co"'i曲 her 田 皿 innovative 副 combative. Lali 度关注， 他们认为拉莉具有创新精神而且斗志昂扬． 拉莉
talks 皿 her poems about the 血忧 。fthe world 皿d man in our age. On the 在她的诗歌中谈论世界的状况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 ， 关
loneliness of man in the 旬chnological age. Jn her a阳alyptic poem, 于科技时代人类的孤独。 她的一首预示大灾难的诗歌刊发
published in a politi＜叫 h剧可 journal YEH!， 由e spares no 吨e 阻d 于政治文学杂志YE阻， 在她的诗歌里没有吝情愤怒和谴
呻田ch and positions herself四 a prophet of缸予 Jn 2011 Lali condocted 责 ， 而是把 自 己定位成愤怒的先知0 2011年， 拉莉引领了
阻 扭曲。fogy fo回 归饵” 咀回回恤ce”， m which 血e preseots her 阳回nal 一部抗议 “阻力” 的诗集 ， 其 中她提出 了个人的诗意宜
poetic m皿ifes恒， c国皿ng 由at ‘抽由y 回 a whole is a revolt.” Jn the past 言 ， 宣称 “诗歌作为一个整体是一种叛逆” ． 在过去的十
曲曲曲， Lali haa cres时 15 阳町 Video Art that have 础回 part 旭 world 年中 ， 她创作了15部诗歌视频艺术作品参加世界诗歌节 ，
po由y festiv由 such 圃 ZEBRA 皿 B町·tin, where she m血 her F四S 皿 例如柏林的ZEBRA， 她在那里的公众面前朗诵 自 己的诗
public 叩aces， 町阻也且 也e ciicle of po由y con.urners. “The  poem is not 歌 ， 扩展诗歌消费圈。 她声称 “诗歌并非纯粹是个体的。
purely purely individ叫 It is common ground and sho副 』 h四d in a 它是公共领域， 从而应该发出伟大的声音让人倾听． ” 拉
F国t voice，＇’ 也e poet claim山且 阳血es Hebrew at Ben Gmion Univers句， 莉现在本 · 古里安大学教授希伯来语 ， 住在特拉维夫海
She haa 跚 跚 and liv国 in Tel Aviv by the 阳 模， 有一个儿子。

RIP 



[Cyprus] Rubina Al由国aids

Dusk 

Dark clouds on也e sky appe町，
τbe e由ning st田m l f臼ir!
It is 由此
Soon it will be dark' 

τbooders already shake 也e earth; 
I bold my breath 
‘Be prep缸回d’， IS life’s rule, 
My feelings, I must rule! 

The 回国ng w面阳
Will 皿rely be bi忧时
I have to be bold 
And con量。nt 也e cold. 

Live in expectation of甲ring,

Which will bring 
Flowers on血e ground 
And fragr回国 缸ound!

[India] Ashuk腿h Meber 

Modern Life （：皿d another poem) 

M田lem hfe all cnss囚。SS
Futile w回ks full W1也 fuss
Our own ego kill us full 
U吨irochu:也ve works oflo困

We h四 a life 缸11 of criSlS 
Own creations what 阳 do
Run after mirage of life 
Go mto 甲m 金回tration so 

Mind we fill wi血d p血ages
τbink negatives grow bad crop 
τbat leads to 能nsion in mind 
Killing our self este缸n 阳 drop

But 也回 回 ways ontof也isjam 
Lei be bu皿血 and live life s咀甲，［e
Smiles be ch阳也I with one and all 
Life w丑！be 曲 lively cool and colourful. 

Water for All 

τbe 也zzling water 企op
Lifeline of。田 m叽lisation
Save it for heavens 皿h
Do not waste like emo饥咀

A drop saved a 曲。P grown 
Non创世回 S回rch onMoon
Only 晶。lish w斟te in mom
And se缸由 outduring n剧皿

Let's have 阴阳 sufficient for all 
Or our grow也 will be void and null. 

I塞浦路斯I鲁比娜 · 安德达基斯

黄昏

天空乌云聚集，
我担心暴风雨将临！
薄暮己至·． ． ． ． ．
天就要黑了 ！

雷声摇撼大地＝
我屏住呼吸．

“预” ， 人生则立＝
我感受， 我统治！

冬季将至
苦涩紧随！
我必勇敢
直面寒冷．

寄望春天，
定会迎近
满地花儿
芳菲绕环！

I印度I阿舒托什 · 梅赫

现代生活 （ 刽｝首 ｝

现代生活乱如麻
小题大做皆徒劳
自 我中心灭 自 我
效率低下，心迷惘

生活危机随处在
创造不知何所用
海市屋楼枉自 寻

种种垃圾塞头脑
杂莽滋生辱负面
徒增恐慌与压力
难免自 尊落尘埃

此种困境有出路
生活简单返人性
笑对人生捕阳光
多彩生活 自 可人

水利万畅

晶莹小水滴
文明生命线
万望要珍惜
切记莫浪费

节水即得水
何须月上寻
晨洒过午寻
覆水岂可收

惟愿水足用
莫使皆成空

RIP 

（张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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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永浩 译）



INTERNATION且POET盯 ｜

fl 
回bu阳皿I Sajan Suber! 

A Home of Praise (and ano由er poem) 

Jn the midst of hatred 

』总Id a国stle oflove 

in 也e g缸deo of malevolent 

回w a seed of pun早

Jn the bag of greed 
load 也e h国rtof goner田ity

m也e 曲目t of miseries 

build a roof of chari早

h 也S cities of War 

呼回国 也e seeds of peace 

m 也s pla四 ofc山田

smg 也E song ofblessmg 

h 也e ti皿s of distr田S

glor均 由e na皿a of Almighty 

皿 由S U皿e of persecution 
30) 白白bant a hymn 抽 hon阳God.

Your heart is a 阳町le

where God 也irst 阳 reside

cl国nyour inner garbage ofUnrigh曲回回回s

and make y创E hα副剧 home of Praise. 

In the End ... 

Jn the end most pr回io回 国直 四 面II life will v皿isb

he田ogen田us races will perish 

diverse culture will 曲a凹ear

t回国ured oroaruents will dematerialize 

Jn the 四dyour ego will die 

maligu皿thostility will bite 也e dust 

田Ifre哩田t pride will kick the 』10ket

Ii酬。flife will render抽 回可 calami可 ofsunow.

In the end i且owing gal皿y will 也rken

motion由'1e planetw诅1』 皿皿.obile

四巾旭E flow of river will be 由回回 land

pure 曲 。fgi四盟 旬田 will be hazardous V田。m

h 也e end holy me., age w诅』 deafand a皿b

flaw！国s truth will be 回国皿ngle回 国 由ad walk 

philosophi＜国I talk of emment w诅 』 valuele皿

rigb回国 power of ear也ly will he h国venly 四ul.

So my motherly bro也ers 皿d SIS阳E

before it 缸nve so call IN THE END 

let 。田 血血d ink 皿d handpi坦ned抽 glori骨

巳幽血恤l 酣set of our life so 四且 且能由阳re of the world 

RIP 

I不丹I萨扬 · 萨伯里

赞美之家 （ 列｝首 ｝

在仇恨之中
建一座爱的城堡
在恶毒之园
播下纯净之种．

在贪婪的袋子里
盛装慷慨之，心
在痛苦的街上
建慈善之屋．

在战争之城
播下和平种子
在咒诅之地
高唱祝福之歌

在遇难之时
荣耀全能者之名
在迫害之时
以赞美尊荣上帝

你的•L＇是一座圣殿
上帝渴望居住其中
清理内心不义的垃圾
让你的心， 成为赞美之家

最终……

最终， 那称为生命的珍贵礼物， 化为乌有
万邦万族将灭亡
多元文化将消亡
装饰珍宝将失传

最终， 你的 自 我将死去
恶毒的敌意撕咬尘埃
自 尊骄傲一命鸣呼
生命之光变为沉重的悲难

最终， 银坷系的光芒暗沉
星球停止转动
川流不息的问流荒芜
绿树， 纯净空气， 成为毒液

最终， 圣洁的布道， 充耳不闻
无瑕的真理， 毫无意义， 行尸志肉
哲学雄辩一文不值
属世的公义能力 ， 充斥属天的灵魂

所以， 我的兄弟姐妹
在 “最终’ 厄运来I隘前
让我们以思想蘸墨， 以笔荣耀
我们生命的宝库一一世界文学

（彭智鹏 译）



I香港I察丽双

犁 （ 组章 ）

犁， 犹如怔蚓 ， 在地层里， 默默无闻地掘进，
艰辛地翻卷过苦涩的厄运， 殷勤地磨亮过岁月的印
痕． 犁出绿抽袖的希望， 耕出金灿灿的硕果．

犁， 在无求中厚实， 冷静地负起稼稽的使命，
经受季节的磨面， 披星戴月 ， 柿风林雨 ， 在农事中
闪烁生命的辉彩．

犁， 永进无退， 不屈不挠， 是南子牛的象征，
是黄土地的写照， 是刀耕火种的延伸， 铮铮铁骨，
峻峭精神， 永垂子活然大地！

在我的心 目 中 ， 犁， 永远是裁春的利剪， 是垄
亩的宠儿， 是农时的知音E 殷殷播撒着诗情画意，
栽指出古老与浪漫的传奇．

石磨

衬旁的石磨， 在阳光下， 也隐匿以往灿烂的笑
容 ， 在风雨 中 ， 又流下多少怀 旧 的 泪水？ 沉默一
隅， 定格为科技时代的一个苔痕斑驳的传说．

石磨， 难忘那辉煌的青春岁月 ， 咀嚼着麦粒的
甘馅， 品味着稻谷的清香， 是稼稽的衷肠， 是硕果
的祝愿， 是四季的回眸， 是报恩的典礼。 悠悠儿世
纪的磨炼g 磨碎、 磨粉、 磨滑、 磨光 …磨出一脉
宗支的诚实历史．

石磨， 远离了石匠， 远离了种回人， 雕琢着抢
桑的年轮， 已成今天的古董． 石磨， 在诠释着世代
的巨变．

衷音

夭地玄黄， 日 月星辰， 催生着七彩的梦魂。
苦辣甜酸的百味人生 ， 在爱与美的净化中提

升 ， 在承继和创新的心路历程中拔萃， 坚贞着至爱
的情怀．

以童心和纯真， 淡泊明志于功利之外． 我心孕
育的， 只是莽莽的诗情． 人生就是如此真善， 如此
丰裕， 如此美丽！

哀械地渴盼着诗文的神髓 ， 高尚圣洁， 云蒸霞
蔚， 永存于天地之间．

山花

新雾的虹彩， 鲜艳着一片片含苞待放花朵， 犹
如清泉流影的浸染， 在柔和的阳光下， 舒展灿烂的

POETS IN CHINA 

[Hong Kong] CHOI Lal Sheung 中
国
诗
人

Plough (group poems) 

四a plough is like 皿 回曲worm, which is ploughing silen咀y in也e 国血； it has 

町er turned over its bitter fa馅， and h剧 町er sedi归国ly sharp回国 1he 往回国 。f 1he 

years It h回 ploughed o皿 a gr审团 h呻e， 血d has turned out gol也盟 企uits.

The plough is h咀酣 阻d genera田 while C也町蛐皿g no wild wishes It 国阳血目

也e task of cultivation wi1hout any compla且L 阳 be wea1her回 by 1he so田。因， h曲ed

by 1he w坦白， and w回hed by 也e m皿s. Under 1he c阻呵到y of 1he moon and 也e stars, 

也 plough IS 由E剧皿＇8 its re哩1团也坦co of life 皿 agncul-1 cultivstion. 

τh plough m 如wer 曲rwar也 皿d it is n肝町 ben也ng and )'lolding It is 1he 

symbol of a laborio田 ox, 也e portrait of a yellow pl脚au, and is 也e extension of 

sla曲曲d bum cul由ation. The plough is sh呻 wi1h 出 clanking 叩irit, and it remaios 

itself between H国.ven 皿A Ear也

τh plou兽， in my mlltd, is always a sharp knife to cut out 甲ring, is 1he pet of 

也a plowland， 阻d lS 也e bosom 缸回d of 也a farmers. It spresds love and p。由y

g叫ually,， 皿dpl01唱hs out 1he 且.gaof皿tiquity 皿dromance

Grindstone 

In 1he smIShine， 也e F咀ds回ne at 也e edge of 1he 咀llage has concealed its 

radiaot smiles; in w扭曲 and rains, how many reminiscent 阳缸S has it 由ed? S坦ently

in a 四mer, it has b田n h皿ed into a mo'8y 田，ga of 也e q四h of 皿团团 ＆

technology. 

The g坦由阳回 国皿ot fo唱“ its resplend四t y国血 。f you也 Chew坦g 也e

SW-“自由s ofwhn盹 旬sting 1he fragr回ce ofri白， it 扭 曲s inner feelings of sowing 阻d

growmg， 也e wishing of也ic.』et 企uit蜀， 也E bacl田ard glances of也S B国sons， 皿d 1he 

n阳al of obligation r叩ayment τ"he F回曲曲ne 也rough con阳ri白， after g咀ding 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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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坦ding，， 皿 h皿四thi即可 ofclanh描 b国E ground out. 

The F回dstone h国 bee四 alienated 金。m its -ernasons 皿d 叠。m its far回阳s.

C町ved wi1h 皿皿al ringa, it h础 b国ome 扭 曲世.que nowadays. The g咀.ds旬出 is

inte甲四鸣 也e gr田at chang目 也rough centori国

Inner Feelings 

At 也e very be.扭皿ng of 1he world, 也e sun and 也e moon and 1he 血xs and 

o1her heavenly bo也国 are 1he midwife 阳 a rosy dr回血，

Human 出e ts 四皿posed of JO}'S and sorrows, an d 四 elevated 也rough

crysta恤ution oflove and beau凯 曲。ugh 叩m田al process of heritage 皿d er回岖盹

皿dp田田 love i自 由回g1hened 也回回fter.

Wi血 childlike inn创＂＂＇田， I dis饭nce myse町 from 1he snar田 。f也e world and 

remaio 曲tachnd 齿。皿 farue and weal由 The g田talion m my hnort 四 回也ing but 

lintitless po由予 Human life ts 回 true， 回 国nd, so pl扭曲4 皿d回 beautiful!

I sincerely h叩e 也at也e 叩irit 阻d 曲ity of po由y 咀dpr回回 W诅 r田n副且 SllCI冠d

and noble， 阳 p扭曲ate Heaven and Ear由，

Mountain Flowers 

The iridescent ra且bow 告田h from a 血ower ofra且 is ligh血E F国S 皿dpe国s

offlowers 回 也s blos曲m坦g, like clear running s位earns. In 也e 能nder SI皿由ine， 也e

!lowers 晒 皿岛l也ng 1heir h国皿皿8 SIU且圃， 阳 light回 1， 也e pure and simple h国rt of 

也e mountain pe叩le

b田团， 1诅圃， 血d gold田 chcysan也OIUUUIS are bJ田sod 明白 a high pri田， and

也叮 回缸r 血e florist’s sh叩 in big cities, before being put into 也e vase of rich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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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 点亮山里人纯朴的情怀．
冷看抬高身价的玫瑰、 百合和金菊， 纷纷走进都市

的花店， 主人富裕人家尊贵的花瓶．
山花， 无怨无悔， 扎根岭峦， 留守荒寂贫婿， 以生

命的赤诚， 灵魂的本色 ， 让芬芳拙盈双眸， 蓬勃山里人
心中的春光．

山花， 生活在没有围栏的家园， 仰望蓝天， 俯首黄
土， 自 由 自 在地盛开吉祥， 驮着我美好的祝愿， 播撤于
辽阔的天地．

沙枣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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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与盐碱地结缘 ， 天天严阵以待， 时时抵抗风
霜， 刻刻面对险恶的挑战。

以大漠胡杨为典范， 高擎沙漠之舟的精神， 执着地
锤锻傲骨， 呈现一派庄严．

不苛求江南杏花雨的滋润， 不苛求西湖杨柳风的柔
拂， 更不强求砍土慢的抚慰， 怀揣一腔美好的初衷 ， 在
寂天寞地的大戈壁， 撑起一片不屈不挠的生机。

坚韧不拔的沙枣树， 取薄输丰， 顶天立地， 令人叹
为观止！ 苦厄铸造的沙枣魂， 深深铭刻着生命的顽强与
壮丽l

I重庆I刘晓籍

口罩说

给你们说谎的权力
给你们生存的权力
给你们歌颂的权力
给你们当官的权力
给你们掳财的权力
给你们逞恶的权力
给你们淫逸的权力
给你们益寿的权力

你们都不要
只要一只 口 罩

你们对传播惊恐万状的抗御
你们对病毒百无聊赖的妄测
你们对逝者没肝投肺的哀嚎
你们对拐点无知无畏的预判
你们对伦理 双盲的焦虑
你们对干净的水
阳光 空气 果疏的争夺
你们对微小生灵的驯从

你们都不要祈望
口 罩摘除后有真相

也皿ill剧 Mounta皿 flowers wa饵h all也is with deta曲时 町·es

Mo皿taioflowers are nei也E 四vioos nor remorseful, 皿dth可钮ke roots

皿 皿01m阳no田 a血困 which are 由sola饱 and 国fertile. With devotion to life 

皿d ada皿ant 回国， the mounta坦 坦owers 皿ffuse mmm钮扭p缸习pie’S 可回 with

redolence, while E世ving 也S spring 皿 their he缸t.

Mo皿taio flow四百 缸喝 blo蹈。mmg in the fe也因Ie" ganl田， facmg upward 
to the 阻田e s句 阻d downward to yellow 国r也 they are bi副血， 曲盹 皿d

皿甲icio田 WI也 my wishful wi血田， 也e mo回国E flowers are blossoming and 

unbloss《nning m 也e 咄咄国r也

Chinese Date Tree 

Married 阳 saline-alkali soil fc贸 lifelong time， 也S Chinese da腼 往回

民扭曲 回 四＞mbat read且由s 直班 也e fr回国 winds and fros钮， 阻d fur 也B 四皿ng

vicioos challenges 

Followi卫g the example of the p叩lar in 也e desert, 皿d i血eriting 也e

甲irit of也B 吧。at of也e desert'＇， 也e Chine四 date 往回 is proud 皿d dignified, 
a酬血皿g 皿 air of gr扭曲＂·

Neither d届四回g fur drizzling rain of血e Southern Sh田窜， nor desiring 如

t四der twig声 n国Z 也e W国t Lake, nor d国Iring 晶r 也e comfort from a trowel, 

也e Chinese 也钮 ’目， 阳回ming a fair in阳也on， 严血 out an unyieldi晤 H国

阳回 扭 也e endless d眉目t
0 persev回国t Ch坦国e 由篇 k田， you ssk so little while F。由回 回 mm鬼，

Y01" 幽怨h盟国a is 皿 eye岛II τbe 田ul of也e Chine!始 date 往回 is cast with a bi由z

a钮， Y'比 11 四 so pro曲undJy carved WI也也s 阳回且可 皿d sublimity of life! 

σransla始dby ZI王ANG Zbi血ong)

Iα10ngqing] LIU Xiao：血a

The Face Mask Says 

Give you 血e powert。 但U H国

Give you血e power to live on 

Give you 血e power to sing prais田

Give you 也e power to be officials 

Give you血e power to seize properti国

Give you血e power to do 肝il

Give you血epower to lead a lewd life 

Give you 血e power to live a long life 

Yetyou w皿！no也ing
But a 晶ce mssk

Yo町 饱rrified defe皿e ag创nst 也e 吨览国ding

Yo町 grm皿a酬 略目由世。因 aboutthe virus 

Your false wailing。H在也e vic吐血skilled

y。町 bold yet ig皿Jrantpr时ictions of也S 阳皿血g po坦t

y。町 double←·bliod an且ety over也e e也ical 回国S

Your scra皿bles for cl国n wa阳

S咀shine， 膛， 量回.ts 阻dvegetabl国

Your in恤i也tion of tiny crea阳res

Never expect to s国

τbe往u血 after 也e mssk is rei置。ved

σ四nsla时 by SHI Yoogbao) 

RIP 



旷东1陆燕姜

隐 （ 刽｝首 ）

我并没有亲眼看到
一匹驰骆而过的马
旷野中， 列车呼啸而过
不带动一丝风
获花茫茫

获花茫茫
让人容易产生幻觉

失眠的镜子经常变换身份
在隐匿的风声中
我是一一水的形状

我从没有亲眼看见过
一匹驰骋而过的马

灯光一直在寻找的影子， 已
销， 声匿迹

片段

巨大的浴镜前
我小，b翼翼
穿上
不锈钢内衣
塑料背』心
红木短裙
玻璃外套
橡胶连裤袜
水泥长筒靴
最后不忘戴上
亲爱的纸花小礼帽

你站在镜子背面
一语不发
拿着透明螺丝刀
不慌不忙， 将我
一件一件， 一点一点
拆下来·． ． ． ． ．

我终于成了
一堆废土

I安徽I方文竹

上帝在洗手 （ �←首 ）

一个意念
足以囊括宇窗阔的一切毒案
这个时候
宛溪河畔的阳光转身一变为清理垃圾的助手

没有人看到过他幽暗中的上帝在洗手
一个夜里天地间都是流水声
在这茫茫的人世上帝洗的是我

八里庄

桃花布阵 先是勾引术 然后算术
我排除铺天而来的火焰与巨浪 长亭短亭
甘愿陷入了深深的生活的喉咙
但不置一词 也无内心的一朵

POETS IN CHINA 

[Gu皿1gdo鸣I LU Yanjla吨

Obscurity (and another poem) 

中
国
诗
人I have not seen wi也 my own 可回

A horse gallop mg away 
In wilderness, a 位田里 is whis面ng p国t
Withoot bringing a single wiap ofw咀din阳血。但m
Rα到d ca此ina boondless 

R屑地 catk且sboundl国S
- Pe叩le are giv曲 曲 hall皿面ation
τ'he mm田 。fm回回皿a often chaog1由 Its 1deotity 
h 也e wind of obSCl皿ty
I a皿 也e 自mm ofw-

! have n町E seen m也 my own 可回
A horse gallop mg away 

τ'he lamplight is in s国rch of闹 。W扭 曲adow.， 皿db皿
四吨，ear时， 困山dless and往回el瞄

Segment 

Befor冒 ahuge bath mm田
Cautioosly I 
Put on 
A stainless underwear 
A plastic vest 
Ar穹dwood cocktail 位官邸
A glass coat 
Arubberp阻ty·hose
A ce咀四”四峙。ot
Not曲唱� 阳 put咀
A lovely bσwler hatwi也 p叩E flowers 

33 

You stsnd抽 血e back of the min刀r
Wordl°'s 
With a tran早E回.t s白宫W曲iver
W曲。uthurry 町bustle, to dismantle 
Me, pi回e after piece, bit 
By bit 

Ao且 I finally tum in阳
A pile ofwsste soil 

σm皿latedby ZHANG Zbi血皿g)

[Anhui] FANG Wen血u

God Is Washing ffis Hands 阳d another poem) 

One id国
Is eooogh阳 coo钮且 all也e 阳xins in the universe 
τbis time 
τ'he sun by the Wanxi River turns 旭阳 anhelper for rubbi曲

No one’S S属泪 M皿； G。d in 也e 也rk is wsshing bis haods 
One mght, water l!11I!阳 k阳eon heaveo and 阔地
h 也is vaat world, it is me 也at God ww副hes

Bali Village 

Peach blo'8orn arr可 first seduce唱 阻d也回 回1unts
I rule out flam回 皿dwave喝 叠mn the sky, loog 皿d slwrt pavilions 
Willing to fall in阳 也s de叩 曲回t of life 
But Wlthout a word, there wili be no flower in my heart 

（丁rra皿la届dby SHI Panro昭）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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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湖南1朱立坤

菇情时期 （ ’←首 ）

早上
正戴口 罩
反弹琵琶

晚上
反戴日 罩
正弹琵琶

帮小猫把口 罩戴上
防止它把健康的生活
传导给
染毒的』心灵
帮小狗把口 罩套上
以免它将快乐的氛围
传染给
阴疆的天空

盼望到小区门 口 走一走
充数一次海外游
喝干了餐床上一小瓶矿泉水
笑称肚子里流淌
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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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李文亮

吹鸽哨的人
又要远行了
他哨音的闪电
亮在黑幕中
一棵大树
被人伐倒了
我从此做一株
小革中的蓝壮者

I山东1王桂林

雨林提步

一个吸食海洛因的人在做梦．
海洛因梦见了它的吸食者．

2 
三四十米高的大树是空心的，
但里面有阳光， 空气， 和水。

蝴蝶一生都在做梦， 而它自 己
就是一个梦， 飞来飞去一一

4 

落叶， 枯树， 石头
会变成土壤， 我最后也会．

RIP 

[Hunan] ZHU Llkl皿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another poem) 

ln the m田rung,
I wore a mask on my face, 

Put my Pipa behind me 皿dplayed it

』也e町回吨，
I wore a mask on 也s back of my h国4
Put z写y Pipa before me and played it 

I put a mask on my h往回
To F回回I it from conducting 

H国！thylife 

To poi皿nedm坦白

I put a mask on my dog 

Lest it should infe目
The cloudy •kY 
Wi也 ahappy g恤。叩＞here.

! looked fσrward 阳 walking 阳 也e gate of the c。m皿unity

As if! W田 m a 1rip 町·erse圃，

After命坦国ng all the mineral water in a small bottle m 也e b时，

! laughed 皿d shouted.

吨be Pacific Oce皿 is flowing in my belly.，” 

(Transla时 byQI Fen伊啡

Li Wenliang In Memory 

τbe whistle blower 

!s aga且 m a longjo田置可
回e lighttring of his whistle 

In bright aga坦.. 由此时明
A huge 笛胃

H田 been felled down 
And I will be blade 
Ofunyieldi吨 F田’

(Tran由时 by ZHAO Man) 

[Shanda鸣I WANG Gollin 

Str咽lling in the Woods 

A heroin addict is 命回皿ing
Herom IS drea皿mg ofr恼 addict

2 

A 30-40-meter 往回 is hollow 
But inside it is sun血ine.， 副r and w盹rr

3 
Abut田由y dr回ma for life, but it 
Is a 由回皿 itself, flying here 皿d 也带一

4 
Fall回 leaves, witheted 筐。因， stone
All will tum into so日， 皿d so will I 



5 
攀附在大树上的小树长满须根，
一一仿佛虚无的胡子．

6 
每一阵微微吹过的风
都是上帝对万物的奖赏．

7 
风季． 苔葬在石头上闭着眼睛，
它没死， 它在等待另一个季节来l脂．

8 
小草只享用大树用剩下的阳光，
并且心怀感恩．

9 
一座昆虫的伊甸园． 狐狸不欺骗它们，
蛇也不诱惑它们偷吃禁果．

10 
死亡是一艘船
载着你在黑暗中航行．

11  
树桥， 在空中架起道路，
荒谬的， 一个方向的通行．

12 
在热带雨林里，
我仿佛一只未被驯化的猴子．

13 
大 自 然写一首诗z 热带雨林．
我也写一首诗z 热带雨林．

14 
一年又一年． 它重复 自 己．
重复． 重复． 从不厌倦．

15 
该删除的
是被删除者 自 己删除了 自 己．

16 
人们在森林里看到无数阴影．
森林』心里没有一丝阴影．

f博简介：
王桂林， 中 国 当代诗人．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诗

歌写作。 作品散见于 4人民文学B 《诗刊》 《创世
纪B 等海内外媒体． 曾应邀赴以色列、 马来西亚、
秘鲁、 捷克、 蒙古等国参加世界诗人大会和罗马尼
亚国际诗歌节． 作 品被译成英、 德 、 日 、 韩、 瑞
典、 捷克、 马来西亚、 匈牙利等多种文字． 著有诗
集、 随笔集多种． 系 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 ， 山东省书
怯家协会会员 ， 山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现为东蕾
市文学创作室专业作家， 东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胜利袖田书提家协会副主席， 《延柯诗歌特刊》 副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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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τ'he 阻'Pling clin国ngto也e big 田e w回rs fibrils 

-Like a b国rd of void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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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6 
Every breeze bl仰面g gen咀y
Is G。d’s reward to all beings 

k
 

…叫
m

m
由

四

问血

7
圆
的

8 
Gra皿届 四�oy only the sun血且s left over by 也S 忧国S
G四.tefully

z
t

 

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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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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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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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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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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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
M

 10 
D国也 is a 由』p
Car叩坦g you也rough 曲rim酬

35 
11 
A缸回国电e makc揭 a ro咀 皿也e lilt 

So ab阳时， a one-w町pass昭e

12 
In也.e ram forest 

As if I were an unta皿d 皿侃到Irey

13 
Nature writ国 a poem· r租n forest 
I also write a po配n: ra扭 曲rest

14 
Year in ye缸 。盹 itr叩四” 由elf
Ag皿旦 皿d again, n肝erbored 

15 
What ought 国be dele旬d
Is that也e 由'1eter 刨出喝 himself

16 
Men in the 岛rest see couotless 曲时σws

Yet there is not a bit shadow in the heort of the 负＂＂＂
。￥田sla臼d by SHIYi田!ghao)

About the author: 
WANG Gui！血， a con怡回归<ary Chin剧e poet He began 田 wnte poems 国 the

1980s， 血d bis po四s have been publi曲ed 坦 阳出 皿础a 剧 P田>pie's Litera阳＂＇·

P田坷， 皿d 曲n田is. He w田 皿叽.led to 皿惚mational po由y 四nfer回ces 皿d festivals 
held 国 Isr咽， Malaysia, Peru, Czc曲， 阻d Mongol. E丑s p四:ms have been tr田slated
mto 四veral la昭uag田 皿clu也昭 English, Germ阻， Japane阻， Kor田血， Swedish,
Czech, Malaysia, and Hungarian. His publi四.lions include po由y an d 田say
四Uections. He 四 a me皿b缸 。f Chinese Writers As皿ciation, Sh皿dong Calligraphy 
Association, 皿d Shandong Musicians Association. He is now professional wri恼 。f
Dongymg Literary Cr田lion Club, vico F回地甜 。f Dongying Wri圆百 As皿ciation
皿d Shengli Oil Field Calligraphers Association, vi国 础阳－in-<:bief of 牛ec臼I
J四rna/ of Yan He Poetry.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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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安般I徐春芳

诗人和皇帝 （ 外三首 ｝

你的皇座
由 白骨和谎言打造
萤火明灭

我的诗句
由星辰和梦想打造
星光闪烁

李煌说

这个世界， 在我的眼中
春风十里， 草木葱笼
我有我的锦绣山河， 我是词语的
铁血君王

36 

我的尊严， 敌不过雄兵百万
我的江山， 只剩下新月一弯
我的春花， 在铁蹄下零乱
我的幽梦， 在酒杯里破散

寂寞的山洞， 是一阙离歌
钟声在历史里咳血
敲不醒的是梦， 悟不透的是人生

一弯新月 ， 金灿灿的钓钩
名利豁然洞穿了咽喉
只有雕栏的残片在等候
夭青色的诗句复活那些江南烟雨的哀愁

江山里， 我挥毫泼墨
春花笑看美人， 秋月摇着小船
所有的回眸都成了彼岸

活着

活着就是历史
我已经打碎了太多的镜子
当下， 一群蚂蚁紧张地搬家
天空里乌云正在聚集
很多身影志着志着变成了文字
很多伤口痛着痛着长出了新枝
时光踏着满地的尸骨
人生易老， 月 不长圃
在铁屋里， 诗歌打起了轩
人到中年忧患深
历史结实的胸肌开始松弛
我的江山只剩下蝴蝶和酒杯
还有一盆菊花， 摆在窗台上
抱出从容绽放的旗帜

寻觅

或许一杯茶、 几片飞花
就可以治愈寂寞

[Anhui] XU Chunfang 

Poet and Emperor (and other three poems) 

Your也E田e
Is made of bones and lies 
τh flick回ng of fireflies 

My po缸田

Are made of nebulas and dr田皿s
The shini哩 。f血rs

Li Yu Said 

h也is w町-Id, in my 町回
Spring is im皿团团， ＂＇国喝 flourish 皿d F回s lu血
! have my l皿d ofchar咀 皿db回l审， I a皿 the iron king 
Ofwor由

My dignity CMnot beat a migh飞y army

My ter回阳ry is left wi也just a er回cent
My 甲恒g flowers shat阳 under iron hooves 
My dr审缸n is brokl盟 inw旭e cup

τ'he l侃”，［y rivers aod mountaina is but a song of d呻arture
τh ring of bell bleeds in history 
What c皿not be koocked awal由 1S dr回n, what cannot be nod<由国od is life 

τ'he er回cent, a golden hook 
Fame and weal也directly pier回由rough 血e 也roat

Wai血g 也ere isj田t 血e deb由 of也e c缸ved ra血ngs
τ'he azu:r町oenis revi明 白e sentiments of smoky rain in Jiaogn皿

h也is landa国pe, I wield 血e brush and paint 
Spring flowers sm出吨 atbeauti白， autumnal m。m sa血鸣 a small b删
All looking-hack becomes the 呵币。site shore 

To Live 

To live is history 
I’ve broken so many mirrors 
Nσw a swarm of ants is 田.gra恤g nervously 
When 也e dense clou血 面 由y脏e gathering 
So many silhoue阳s change into charactera while walking 

So many wouo也 grow with new braoches while aching 
Time and ti由 出adon bon国 ali over 也s ground 
Lil每 唔回 国sily and 也e moon never rema皿s intact 
In the iron ho田、 p。由y is soaring 
Pe<布，［e w。回国 more while 略”proaching middie age 
τh m田cular d国t of his阳y is getting slack 
And 宜iy lsnd is left only with bu悦目flies, w咀e cups

As well 田 a pot ofchrys阻由emu血， which holds 
On the w担dow ledge its calmly恒Z甜ng hanners

Seeking 

Maybe a cup of阳， S町臼lll petals offlow回S
Can h，国l loneliness 

RIP 



窗外， 南风卷起了一帘蔷薇
风吹得越来越轻松
不觉间就来到了夏天
诗人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神仙

他是花、 月和梦的朋友
经常在漂亮的诗句里交流
“世间的万物

我们只是暂时拥有… ’ 

不知长夜深浅
跃入梦的裂纹
往事闪烁儿颗星辰
一团沉默的身影被虫声吹破

I山东1木樨颜

龙死了 （ ’←首 ）

没有昕到雷声
只有雨的絮叨
以鳞片的秩序飞落
这个时节的北方
龙深藏于积云
对世间发生的一切
尚不知情， 不然
怎会还是深埋龙头

龙对世间的一切
无话知情， 因为
该发生的没有发生
比如喧哗的生机
而不该发生的
却这样发生了
比如， 春天死了
再比如， 龙也死了

雨水

仿佛雨就这样落下来
仿佛是落下来
仿佛是雨
仿佛是雨落下来
仿佛不是
确实不是雨
确实不是落下来
确实不是雨落下来
确实不是
只是一个节气
雨水会落下来
其实雨早就落下来
而且成了雪
雪又化成了水
先于雨水的时节
先于眼睛失明于陪夜
和白色的巫山云

POETS IN CHINA 

Ou田曲 曲e window.， 也e south wind whirls 叩 也. curta且ofroses 
While " "  g前出g softer 血d 由自町
Sum皿E IS around the corner wh四none notic由
Ins1由 也E body of a poet 也E回 hves a god 

Who IS 也e friend ofllow缸， 也.e moon皿d 由事缸n
τE町 四'1VeISe now and then m b田utiful poems 
“Every由llig m也s world 
Belongs temporarily 阳 田 ”

τ'be d咱也 of国ght IS not』。m
!!Jump• 皿阳也S C且cks of dr田皿E

τ'he p田IJUsl sbi皿皿ors like stars 
A blur ofsil田t Siihouette 皿 blown Im盘田 by wor回S

σ'ransla饱dby Brent O.Yi皿）

[Shandong] Brent Yan 

The Luong is Dead (and another poem) 

I h四r no 由皿der
Exe叩t 也em田回皿田.g of也.e ra皿
Falliog io the 田der ofscales 
h 也is 回国onof也e nor也
τ'he loong hid国 皿也ick clou由
Not knowing what occ田冒
1日b也e world， 町he’d
Not bury his h国d 由ep

τ'he loong C皿not know 

Any也iog about the w田'Id, be四田e
What should 田curhas oot 田curred
Say 血e chaotic vigor 
While what should not occur 
Did occur like 也is
Say 血e sprio吕 is deod 
And 也e loo电 脑。 is d回d

Rain 

It seems m坦 国ls like 也is
It seems it falls 
It seems it is rain 
It seems it is rain 也at falls 
It seems not 
It 皿re is not m且
It 皿re is not 剧ling
It 皿m is not 也e ra扭 也at falls 

It 皿m is not 
It is just a solar ter回
In which 血e ra且 would fall 
In fact 血era皿 did E植1
And -edio阳 snow
Which io - melted into wa阳
Long be晶自 由a solar 回回
And even before 也e 町回 wentblind 
h也e 也rknight and也ewhite clouds 

σ油田latedby 也e poet) 

RIP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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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香港I度母珞妃 回ongKo唱I Dumuluofei 

女囚宣言 Das Manifest einer Gefangenen 

为一场欢愉
我囚于你的身体之上
你梦见 自 己 ， 一寸寸地生长
直到看著另一个自 己穿越
一个女人大半生的荒芜
与白 日 梦
穿越她的衰老容颜
回到子宫的光滑处

我的低吟如失控的时针
直指天堂 ， 那是唯一出 口
告诉你， 我此刻的幸福
它不止等同
海潮遇上沙砾的快感
也似苦难深扎
彼此的生命里
你任何时候都是正气的

38} 如注定被命运欺诈的豪杰
也终将注定被我遇J:
在一次次掏空后又一次次
顶天立地
而我仍然不断扮演各种角色
圣女或烈女
妓女:iii(;妖魔
甚至母亲， 情人， 教赎者

对， 她们都是被各种色相囚禁的我
如同你囚于此时窗外的各种面具与风声
像蜜蜂， 始终被囚于花粉
和果实的坠落

今生， 我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女囚啊
在缘木中求一片清净
或许我又是女囚中的第一个觉悟者
花开， 荼靡
只爱， 不恨
当我囚子神圣
我便打破神圣的铁衣
当我囚子忠贞 ， 执著， 排他性
我便打破个个假想敌和贞洁牌坊

当我囚于漫无目 的和恐惧
囚于美丽的预言和名声
囚子彼岸才有的解脱、 喜乐
我便打破彼岸及各种彼岸的传说

Ich begab mich zu ein1缸n Begliickungs监t
undblieb auf deinem K.O:φergefangen. 
Du t量1』皿饱st dich lang臼mwachsend , Zentime饱r fiir Zen画me旬r
bis das andere lch das Ode V町位副皿teFrauendasein
und deren ilter gewordenes An创tz
hat durch叩.u:rtund wei优由m
zuriickin die Gebiirmu他配
h町m抽rgeru国＇ht.

Mein leises L四tge哩chreiwar wie ein auBer K.ontrolle gera出M Stundenzeig町，
welcher direkt gen Himmel gerichtet, d町tist der einzige Ausga吨，
welcher dir offenbar飞 伽ss mein augenblickliches Gl融立
国cht nur eine Liis阳由.eit, dem Akt -Meeresflut 创m Sandkom－ 驰nelt,
SOD缸z auch ein Leiden ist, 邮 tiefin dich und mich 
也 unser Leben hinein由也gt und sticbt. 
Denno ch M侃 侃 ein fiir alle Mal in heit缸erZuversicht. 

Jenen von ibrem Schicksal ge也schten Heiden, 
welche ihrem Los nicht aus dem Wege gehc泪 k加E钮，
w时e ich eines Tages gleichwohl begeg11阻
Zu皿unz.iihligen Male rich饱饱E sic sich aufs Neue a时， unbeugsam und wider时且dig,
nachdem sic wieder und imm町wied町 ausgehobltwurd血
Ich scbliipfe hinge伊nnach wie vor 
in die un饱四hiedlichsten Rollen hinein: 
Mal in die einerHe血.ge, mal in die einer Miirtyrerin, 
mal einer Hure, mal einer D画monin,
国cht zuletzt aucb Mu阳L Lieb<泪.de sogar Erloserin. 

Jawohl, sie alle bin ich, eingefangen in verschiedenen 3uB缸m 坠scheimmgen
als wennjene Masken und Winde, welche augenblicklich 
an deinem Fenster hi且undb町 sich tummeln 
und wie die Bienen, welche nie von den Pollen 
。dervon gefallenen Friichi崎n sich loslassen kfum阳．

In diese皿 Lebenbin ich cine wahrlich Gefangene 
und befinde mich auf s也.diger Suche ru皿h der beilen Welt. 
Hochstwabrscheinlich wiire ich die allererste Erwachte 
aller weiblichen Gefa且genen, wie eine Blume h础
bliihe ich auf, bliihe ich aus 
voller Liebe und ohne Hass. 
Werde ich eing曲且静a 也 Heiligkeit,
h冒出eich ihren eisemen Panz町 durch.
Werde ich eing曲且伊Ein Treue, Begehren und AusschlieBlichkeit, 
brecheich alle eingel对Ide阳 Feinde und K.euschheitsgeliibde durch. 

Werde ich eingefangen in Blindheit und Ebr缸'Cht,
in herrliche Pr叩1hezeiung 简r R由mund Ebr哩，
in Freiheit und Freude, welche our von Jensei饱 zu er国.umen sind, 
dan且brecheich ebenso die Grenze E皿 Jenseits sowie alle Legenden 
vondort 由iiben, durcb. 

币bersetzt VOD Yan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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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新疆I沈看钩 四njlang] SHEN Youjun 

爱琴海的美少年雕像 Statuary of Adonis at the Aegean Sea 

是谁把你丢弃在这海边 Who abandons you at也B S国side

是谁让你遭受了这样的苦难 Who makes you sufi趾 皿ch !rib世ation

致使你躺在这凌乱的海滩上 And you lie on such a b倒也 ofdis田司z

满身污垢 τhe body co响:redwith dirt 

海滩漫长， 无限寂寥 τhe beach is lo晤， boondle田 lonelin国S

你的质地刚硬， 没有被打碎 Yo田 健xture is adam阻L oot yet broken 

却显然经受了暴力的侵害 But obviously violated by violence 

你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少年啊 O how hands田ne aboy you 缸e

怎样的嫉恨凌驾了大海的翻腾 What envy h醋 。vertopped 也e surging sea 

对一具雕像进行了这样的泄愤 What ao且：erhas bα:n vented on a sta阳"'Y

看你的头发， 看你的眉毛 Behold your WW:, behold your 町ebrow

你的眼睛， 你的鼻梁， 嘴唇 Yo田 eyes, yo田 回盹 lips

没有哪一处不让我喜欢 Every也ing is 阳 my liking 

让在世间孤独的我 τhe lonely me in 也B world 

毫无顾忌， 无能 自 抑地喜欢 I a皿 scr叩ulo田 aboutno也i哩， I like uncontrollably 

因为你是一具雕像 B回ause you aJ冒 a statuary 合
你可以把我当作弟弟 You cao treat me 回 your ym皿gerbro也E

若论你的美丽 As for yo町b盹.uty

我应该成为你的哥哥 I should be your elder brother 

我用海水为你梳洗， 为你惊叹 I wam 皿d企盲目 youwi也 S国 wat缸， ma凹el at you 

我非常高兴能在这里 I a皿veryhi申PYto be hl:re 

遇见你 1日b meetyou

可以不用打昕你的过去 No n国d国 pry into your p国t

也能够不过问你的将来 No need 田 be concerned wi血yσur futur冒

或许， 从此就永远拥有了你 P町h肘， h回国 阳 ownyou forever 

虽然， 痛恨对你不公正的那些罪恶 τhm唱h， 回 由h田 those E回国 ofwronging you 

但是， 我早就习惯了 B时， I a皿 used to II 

天空时常飘来的大片乌云 H国vy 也Ik clouds waft her唾 betweenwhiles 

风停了 ， 雨止了 τhe wind s旬ps， 也e ra扭 g抽ps

太阳终究还会照耀大地 τhe 皿n enligh馆皿 也.e gr回国 after all 

在这里 ， 我可以 Here, I can 

毫不羞怯地凝视你， 欣赏你 Gaze at you W1血out a 血ade of曲n国S， 国 哩preciate you 

亲吻你， 用足我充分的时间 1日b ki四 you， 阳 甲end ade甲皿te ti皿e

不会有对我的伤害 No harm 阳 皿s at all 

而在这里， 你也真正地 自 由了 And here, you 酣 free in a real sense 

爱琴海， 是收藏男性美丽的 τheAeg＇＂皿 S圃， 因 a scroll ofp111卫国g which 『团团 也s Y＇＂田
翻开岁月的画卷， 这里是 1日b coll<田：tmale beauty, hi咒e it is 

美少年的摇篮， 另神的故园 τbe er回le of A也mis， 也e nafr回 gardenof male dei可

是英俊的男人们用他们之间 Wher回 h皿dsome m田 withthe kiss oflove 

爱的亲吻锻造传奇的伊甸园 Be阳回姐 也由to 曲唱e the l唔回血ry G时曲 。fEd血

美丽的少年啊， 不要伤心 O haodsmne b叮， don气 be gri肝ous

无论你来 自 哪里， 吹一吹 No ma他er wher田 you aJO from， 阳 』 bathed m 

爱琴海的风吧， 我要擦亮 τhewi且d of也eAeg国n Sea, I w诅poli曲

你的光择， 用太阳与月色的轮回 Your sh仅泪， with 国皿migr四on of也e son and也s moon 

为你诵读爱琴海的神话 To read myth of也eAege皿 S国 阳 归U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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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为你寻找昌然简陋， 却安全的角落
占据海滩， 做你永远的情人
爱琴海的风啊， jJIJ再叹息
当你触摸着简陋
朴素的美丽才是赤裸的高贵

I W诅 直ndyou a 由elrer, humble and 回fe

To ocα'PY也e beach, to be your sweet h国rt f町町E

0 wind of the Aege皿 E田， pie田e do not sigh 

When you touch hu皿bleness

Only plain be刷.ty is stark-naked nobleness 

(Tr咀slatedby ZHANG Zhizho哩）

[Henan] LI Zbiliang 

A Grain of Dust is Falling Down (group poems) 

Agr回nofdust 
Is falling down 
Like a falling stone 
To bit and 创刊』m
The slumber回8 国Z也

2 
Nowadays 
The virus 
Is no more 也miant 皿 岱皿e of yore 
L盘e a devil waking up suddenly 叠om his sle叩
L盘e cru曲ing diy weeds or sma血ingrotten WO。d
Drivi昭 hu血阻beings
』to therr cage 
Hence no pe舶e
』 也e mortal world 

3 
τ'he virus 
L业z a bulle啦。ofblack dog 
Is chasmg 皿d running a晶E
There缸gees in a flood 

Per也叩S
Tom田Yσw
It w诅 become
An erupty seed 
h 也e d叩血 。fsoul
For a poppy plant 
To blo田n brightly red 
R踊ching the und呵aw ofG。d
To 阳，wer over
τ'he low dust and dirt 
Whoar冒 selιconcei饱dan也

February 19, 2020 
σh皿la饱dbyZI诅OM皿）

About the author: 
LI Zhiliang, born in Decemb町， 1945, is a native of Minqu血 Coun可， H回皿

Provmce. Un曲 也s peon皿e of LI Pengfu, he IS a farno田 poet-wnrer m con恒mpo目ry
China. He IS a member of Chin田e Wnrer菌’ A皿ociation, h』·long rese缸由er of也e
Jnrernati咀llll Poe町 Translation Rese“℃h C四忧r, and direc国rof Chin国e and Overse田
Pro阻 P。由y Society. He began writing poet圃， pro盹 pi届四， prose poetna, and shnrt 
s回回 at 16， 皿d has 阴阳血ed 2，曲O E对属咽 。n ab。咀 。ne hnndred various 田W申吨>ers
and magazines such 国 P由1p/e; Dai，仇 。＜angming Dai.如 The 酌rid Pae＇’ 9皿rter（民
Hong Kong Poetry Network, Poetry 1ld巳 The 酌rid of Ptη•e Poe<时， Se／，田ted Prose 
Pree.田， 且咱吨 陆凹， American Cal，庐rnian Po向， Busi.阻＂ NewsfJ<伊v of the 
Philippines, C阳＇gHuaDai，耻 ofThailand. sαme of his poeros have be曲田皿'1a国血d
m忧。d回国国 A皿erica, Britai血， Germany, Rmn皿ia， 阻d India， 由 He has won a host of 
H阳ary pru田 with his poblicatioo of 能n-odd books including Choice Selection of the 
Short Po酬s of LJ Zhiliang, The Fi附t St，甲， C呢。ice Selection of the Prose Pae.刷 ofLJ
Zhiliang，， 皿dSelection of the Shot刊归对四 ofLJZhilia晤， 由

RIP 

I河南1李志亮

一桂尘埃落F来 （ 组诗 ｝

一粒尘埃
落下来
像一块陨石
砸醒
沉睡的土地

40 

2 
如今
病毒
不再萤伏于旧时光
仿佛恶魔
突然从睡梦中醒来
以不可争辩之力
把人类悉数赶进了
存在的笼子
人间
从此不得安宁

病毒
像一只打不死的恶犬
追逐着
潮水般的逃亡者

也许
明天
它将变成
一粒虚无的种子
在灵魂深处
开出一株
直抵上帝下债的
红艳艳的婴栗
傲视尔等
卑微的尘埃
自 大的楼蚁…

2020年2月19日

作者简介：
李 志 亮 ， 1945年12月 出 生 ． 间南省民权县

人， 笔名李鹏甫。 中 国当代知名诗人、 作家。 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 ， 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终身研
究 员 ， 中外散文诗学会理事． 十六岁开始诗歌、
散文、 散文诗、 小说等写作． 在 《人民 日 报》 、
4 光 明 日 报E 、 4世界诗人）） 、 《香港诗网

络》 、 《诗潮》 、 《散文诗世界》 、 4散文选
节U» 、 《奔流B 、 美国 4加州诗歌B 杂志、 4菲
律宾商报》 、 泰国 4中华 日 报B 等近百家报刊发
表2600余篇 （首） ． 部分诗作被译介到美国、 英
国 、 德国、 罗马尼亚、 印度等国。 曾获多种文学
奖 。 出版 《李志亮精短诗选» «刚走第一步》
4李志亮散文精选B 《李志亮小说选B 等著作十

余部．



I北京蔚N是安

山顶的人

一个人在峰巅修行
山谷里写生云海的画家
偶尔仰望
会把他当一块风化岩
或是一朵入定的云
当各色山花交换今生前世
他在雾里吐纳盘膝
尔后读青崖上的天书与石刻
计算蘑伞庇护了多少微生物
教会八百只胡蜂吟出波罗蜜
那珠象牙白的禽蛋神秘幽深
有灵魂在咿呀对答
地质学家从矿石内采主翼龙足迹
一尾铜黄蜂螺，总算长出了精角
游向众神的边界
秋风在子时揭开长夜
现出世间最蓝的星空
光粒洒向大荒、 河流
他手执一枝蒲公英做转经的法器
苍茫天宇如莲轮飞旋不休

I安徽1侨浩

听雨 （ 外回首 ｝

下雨了 ， 昕见雨声了．
我还是要诚实， 较量的
看一本枯燥， 乏味
但必须看的书． 雨大了一些
雨声更重了 ， 世间多少事
重又浮现． 噢！
你来了， 就陪我昕雨
你来了， 也别惊忧我
待雨止， 我就释然了． 这些
像是黑白 电影， 其实
一个人的经历， 形态
全是上苍的果实吧， 这一切
都在相互制衡中··…

又见春天

哦， 是春天了， 我们种下的
这季节， 在尘世， 于梦中
它才是唯一， 轻盈地
像那断开的云影

你看啊， 花开， 草儿绿了
我稍做停歇， 它们
就会响应 ， 传递着， 成就
又一轮花事， 又一个绚烂

而我悄悄的， 我的确是
有所准备， 我己被

POETS IN CHINA 

[Be可Ing] XIE Chang’皿 中
国
诗
人

A Man on the Mountain Top 

Aman cultiva饱S himself on 也e moun钮扭 筐’

A painter sketching clouds in 也e vall可

If you happens to look up 
You may mis钮ke him fora w回血配od rock

Or a cloud lost in modi饱lion

When mountain flower are bloom坦E 田 fading away 

He practi国＇ br回国ng wi也 legs folded 

And 也enread the inscrip白血 血d 国凹面gs on 也s cliff 

Calculating how m皿cy microbes are 血曲时 by 也e mt四1brooms

Z国ching 800w丑dbe<坦 阳 d皿t the Bud曲isl 回国
h 也e depth of也e ivory-white bird e阻

There 缸＠ 田uls mm回回扭g 阳 each oth町

Geologists take away P阳saur foo制曲 量omwi也扭曲e m曲
A bro血。col回回 salam皿der gr。ws out h回回

Swimming 阳 也ebor略目 。fgods

τ'he 剧阳皿n unveils the long国ght at 回也ight

Shσw旭cg the blu剧“应可 sky
Particle鸣 。flight 由σwer 回 the w咀der咀回s and rivers 

He holds a Dharma wheel made of dandelions 

咀e vast 向 whirls on皿d on like a lotus wheel 

σ回nslated by SHI Yongh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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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由皿］ QIAOBao 

Listening to Rain (and other four poems) 

It is m扭扭.g, the 四＇und ofwhi由 is he缸由le.

I have to be hones4 comparable 

R国d ab田kwhich 四 boring, Y8WlUD8 
Yet it is a m旧I read. It is ra扭扭gh四时g

τ'he pitier-pat阳 is heavier, how many 也皿，gs in 也e world 

R国cpp<泪r once more. Oh! 

You come， 血djO皿me m lia田mg 怕 也s ram 

You come， 皿d dot not disturb me 

When it st叩s, I am relieved 四is

Is like black姐dwhite film， 邮tually

Aperaon’s exp回团团， the fonn 

All血e 企uits from h国V田， all 也is

With checks 皿dbal皿U弱 ，．．

Spring Again 

Oh, spring aga血， 也e s田sonplanted 

By us, in the mortal world, in the 也回皿

It is the only， 职四ly

Like the broken shadow 

Loo』 flowers 叩血， grass greens 

I pause， 皿d也可

R国型ond，国皿田恤晤， achievement

Anoth＇町 flowering， 血。也erbr诅iance

And l am 甲ri04 really ! a皿

由呻哑叫， I have b由m delayed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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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搁的太久． 我想在兰月里
就在小南风中漾起一丝涟满

黎明

F田too long In March I W由t
To ripple in也e g＇四de southern wind 

The Dawn 

h 曲le nigh� it is 坦 白血面S

Solitarily br宙wing, or the 也ing

To happen in an instant 

The 晶＇rce gsthering bit by bit 
A由quste for rebir毡， because
The oppre'8ion of由rkn国S， 也e d础uction of由rkn国S
The h咀t and kill of dark night 

The light which is 阳 appe钮， nobody
To predict the po回曲曲ty . .  

The Wish 

In 也e mounta且there is a temple 
In the temple, born sticks and worship 
Two or由X回 i咀舷窗
The same w恤 me, hard for them to be 
Calm of mind, 也s sa皿S
Mistake, follow bliodly, irnb白血ty
The grsve 皿d eleg皿t能mple! Ohpα习pie!
The best energy cultivation is in peIJ1lexity 
Find peace in inner h� until: 

No wor可 ofmortal dus� no W田cy ofbis σwn heart .

Autumn Is Here 

A leaf, beats 阻JlCtly
On the left should<玩 ” 就
For me to be m the order of也e nature

To feel its change Spring goes and Bl血mn com＇阻，
Life isj田t so so， 就 lets me 

Wa饲h flower冒 叩四皿g, see leav，国 falling， 也e one of every也ing
The F田cribedorder is follo响也 a fine autu皿且

Red like fire, yellow like gold Like 

The be剧创Ji mortal w町：ld, becBl!Se 

The wind of a s1ring plucki晤， b国a皿e time 血d a回n
No se匹knowI目lge. Ohl No n国d for耻 code
Ele且阻t and e也g田L 皿d r哩。seful
Warm autu皿nis 昭proach国g， 也s autunm mott[，咀with z咀 l盹，ves
Mixedw抽 。ld greeo .. .  

σranslated by ZHANG Zbi血oog)

About the author: 
QIAO Hao, is a poet in con能mporary China. A native of Fengy皿g, A由旧 Pro世nee, now 

he lives inA叫皿g His works have b国n published in newspapers 阻d ma目zines， “>me of winch 
缸e included int。 a host of anthologies， 皿d some works have be回 国nslated into fi回eigo
I皿部皿ges 皿由国 English, J，哩皿e脯， 皿d R田si阻， 盹. He baa published two po由y collections. 
M田tedfo酬s ofQIAOHao 皿d The Po酬s of QIAO Hao. He baa won 血e publishing prize at 
k 抽 A血ui Pro＇由cial Social Scieoces 扭d U田由ire and H阳阳 再E at the 2nd Anqing 
Municipal Gov<在阻四L etc. He is a memb町 of Chine曲 F国优y Society 血d A曲回 Pro叫ncial
Wri伽旷 Association， 困 well 回 vice F叩rie阳 ofα皿ghusi Po由y Socio粤 He is in charge of 
也e colonm of“Se lee饱d Po缸田” 。fAnhui Poets. 

RIP 

在暗夜， 它在暗中
独 自 酝酿的， 或将
瞬间暴发的事件

一点点聚集的足以
重生的力量， 因为
睹的压抑， 暗的摧毁
陪夜的猎杀

终会出现的光亮， 没有谁
可以预见的可能·．． ． ． ．

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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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有寺庙
庙堂之上， 秉香膜拜
有二三闲客
同我当年， 他们难以做到
心灵平静， 是一样的
错误， 盲从， 凰痴．
这庄严清雅的庙堂 ！ 人啊！
最好的修炼悬在困惑中
找到内心的宁静， 静到I:
尘世不扰， 己心不扰…

秋天来了

一枚落叶， 它恰好的
打在左肩上， 这无非就是
要我在自然的秩序里
感受其变化． 春去秋来，
生活不过如此， 它让我一一
观花开， 看叶落． 一切的一
在按部就班中， 秋天真好
红得似火，黄得似金． 像是
因为尘世的美好， 因为
拨动琴弦的风， 因为一次次
毫不自知． 噢！ 无须密码
优雅轻逸， 又不失从容的
温情的秋天来了， 这红叶斑驳
夹杂着旧绿的秋天·．． ． ． ．

作者简介：
乔浩， 中 国当代诗人。 安徽凤阳人，

现居安庆． 作品散见于报刊， 并入选多种
权威选本， 有诗作被译成英、 日 、 俄等语
种 ， 著有 ｛（乔培诗选B 《乔浩的诗B 等．
曾获第四届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
奖 ，第二届 安庆市政府文学奖等数种奖
项． 系 中 国诗歌学会会员 ， 安徽省作家协
会会员 ， t主推诗社副社长 ， 主持 《安徽诗
人B “诗选刊” 栏 目 ．



I安徽I查镜洲

一只停滞的钟 （ 外工首 ）

如分开众水 在争分夺秒的尽头端坐
一无所系 依有所依
手指持定于唯一正见
任斗柄人怀
不再耗磨另外的运数与完整
月光中无遮的贝叶如
新生的净土有着无限的 自 在和奥义
而伤 口永久地活着 绝不吐露
时间的行藏 苦修是一种至高至上的贞洁

也许你会选择站在影子的一边

隐瞒一个人的三叹九转 扯断前困后果
当它安静时 便彻底摆脱了作人的荒谬
反复惊扰而不惧 不动声色 不具声色

如禅出百派 花开繁复 肥沃而多变
人们内心的白马和石头迫不上那
不可理喻的停滞 周旋和跳跃
任何牢狱都不能够羁押它
甚至每一块砖瓦
都会被它同化而神出鬼没

又如一种幻术出示一片彼岸或洞壁的叶子
爱恨都蛙不空参不破它乌有的木纹
某个忘不出独自游戏的人 以三元
世界的视力 自 由传达人的另一种谜底

而一条带来源头的鱼还是要对人类
劳苦而易碎的悬问作答
替饥饿 缺氧的头颅演绎无牵无挂的
血缘 身世以及敏锐的钙和无痛的生理

它 自 必然修炼成为完全的解放者 庄重地
倾吐出 自 身任意而严谨的
无名之境和隐匿修辞
以一万种生机流转的不同沉默
建立属于人的思想 秘密和尊严

我们是否该服从镜子中的那个人

只是在它面前
一切都会以左右相反的逻辑呈现
我担心我用尽浑身解数 或许
它还是会把我
对世界的满怀信，b放置在
满腹狐疑的部位
我确定这是它给予的 我
与世界的另一层关系
我不知道该怎样
去判断 我
与镜中人谁代表真正的我

POETS IN CHINA 

[Anhui] ZHA Jing血OU

A Stagnant Clock (and o由er 阳o poems)

中
国
诗
人Like 甲lilting up the w曲目， ＂ated upright at 也e end ofev町 second

A饥配＇bed 阳 none, yet d呻ending m 四me也ing

The fin伊. hold st曲dythe only corr田t view

Allowing 也. .饱皿 阳 pomt to 也s chest 

Not 呵uandering other luck and int唔rity

τ'he unshaded pahn-Ieaves are like 

The n何＇horn 阴阳ilise wi血unlimited freedm卫 阻dprofi创皿dmean坦g

While 也e wound remains alive 缸冒ver, never revealing 

The traces of time. Mor世E且也on is 也e 町’因me purity 

Maybe You’II Choose to S细皿d with the Shadow 

Concealing the s增强 阻d twists of a m皿， te缸扭g 叩artthe 闹剧e and consequence 

W沮 shake off the absurdity of being a m皿W扭曲it is quiet 

Not scar回 国 岛国 ofr可eated bar田smen� not showmg, no motion 

Like Zen blo回国 阳也 blos四ms， 也rtile and 曲皿ge由，Je

The white horse and stone in m血’s heart cannot catch up 

Wi也也01皿回皿iable 血g皿cy, twist 皿dleap 43 
No jail 国ntake it in阳 四S阳市

Even a single tile 。rbrick

Can be 剧目国ilatedand b田mne gh国，（－like

Or like a m唔ic showmg an 呻�OSI臼 bank or leaf corved on a cave wall 

Nei也在 lo咽， hatred nor worr岳阳t 四n understand its wooden 面怎匈睛

Someone who ca皿otwalk out of a solo ga皿e
Conv町 皿皿’s ano也z riddle solution with a vunon of也sbmary world 

While a fish c缸可ing也e 田田回 has to answer 回 也e suspended 

Q回stion human has b回坦 国血ng over and伽us breakable 

D町el叩坦g 阳 hung自 由d anoXIC h咀也e 咄咄田 bloodrela白血hip

Life s旬可 皿d discer回ng 国!cm皿 andpai皿田s physiology 

N由ll'ally it will practice to be a co哑刷出 liberator， 四＇lemnly

Pour咀g out也e un皿皿.ed con能xt 阻dbi副血rhe回ic dcvic础

That ar审 缸’>I国ry and ngorous 

And with a million diff趾回t silence wi也vigor

Establishing血e 也inking, secret and dignity of man 

Should We Obey the Man in the Mirror 

It is Just every由且g m front 

Would di甲fay logically the reversed left and right 

I wor可 也at even wi也 all my will and wisdmn 

It would 甜E put 

On the 田啤icions position 

A且 my faith m也eworld 

l am su自 由is is wh息.t itgives me 

Anoth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w回Id

I d恤’tknow how

To figur回 ou.tb前wee盟me

And the one m the mirror who repr回回tme

(Tra皿ilatedby Breot 0. Yao) 

RIP 



POETS IN CHINA 

申
国
诗
人

I湖�ti罗秩虹

小区狗狗发出的狂叫 （ �←首 ）

昨天半夜三更
小区几条狗狗
一声接声狂叫
感觉有沉重的阴气
正席卷武汉主空

它们的恐慌是否来自
孤城上方肆虐的病毒？ ！ 我不得而知
但我清楚它们作出如此强烈反应
一定是发生了比 “瘟疫” 更大的事件

厨房窗户没有关紧
我于是起来关窗
昕见 “风妈妈” 对我说g
戴着皇冠的 “幽灵’ 在孤城某个角落
正i寸论掩耳盗铃身藏的 “绝招” ．．． ． ． ．
而这次免疫力差的死者，
看见他们还在练习 “嬉闹把戏” ，
便掀翻了他们的酒宴

空气中布满了死者愤怒的呐喊声
这情景令小区狗狗
始料未及
于是望着神秘豁口处
憋足劲发出一声又一声狂叫．

2020年1月27日于武汉

[Hubel] LUO Qluhong 

The Wildly Barking Dogs in my Neighhorhood (and ano由erpoem) 

In the d叩曲 。flast回1ght
Several dogs m my neighbmhood 
Barked like crazy uru:<础坦国y
As E也可 sensed gloomy D回也
W国 hovering above Wuh皿

Was 也cir panic 丘田n
τbe VllUS m皿pantin the isolated et审1' I koew oot 
But I was well awar回 也at也eir violent response 

Must have stem皿ed from some也且g bigger thao 缸 “甲demic”

My kitchen w扭曲W W田 not 世ghtly 曲ut
So l S徊。d up to clo" it 
And heard 叮\10也er W且d” wbi甲erto me 
The crowoed 咆hosts” 皿 町ery comer of也s isola时 city
Are now discussing 回1lf-dec叩组m 咆icks＇”
And those who died for their wesk immu血可
S国也町Z冒 still practicing "playmg 国cks”
And have cracked th四面Ding p配毡国

τbe airw田 vibrant with the angry 唔ony of the dead 

Wbich w田 beyond也e doga 坦 myneighborhood 
Th皿 回zing at the mysterio国 crack
τE町were yelping at the 阳'P of也eir luogs 
Unceasingly 

W曲皿， J阻， 27毡， 2028

A Bat Ran into my Li讨ng Room

On也.e 6也 day of也.e first Lunar mon也 of耻Ye缸 。f也e Rat 
I 叩回d my window 阳 airmy quilt in the suo 
A hat snesked inside 
Befi田＂ I noticed it 

τbis little ha由d， 扭曲e wrong time 
Flutter回 皿dbomped in my living room 
I shrieked at it: 
You carry 也.e corona 世rus, pl曲曲 forgive me f田 mypain ofbeingj创led

It dido’t I国帽， 回国d it dar也d onto my glasses 皿dre阳·rted

Don’tyou humans 盹y wild animals are tasty? 

τbis time you should become prisooers 
Wearing “缸泪血团” 如町·er...  

l w酷 命皿bfoundedby the bold q田剧oo mark.
For my 阻岳飞y, I dialed 110 

Two policemen killed it 
But I did oot dare 阳 p倪’ “ 如 C田pse
E如ndcufli吨 I followed也e policemen， 皿dheardmyr也d b•匈
Enu皿orating to me all 也e sins com皿itted bymsn 

W由阻，Jan, 30毡，2020

。h皿la饱dby WANG Changlin盼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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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蝙蝠跑进客厅

庚子年1月初六
我打开窗户晒被子
一只蝙蝠趁我不注意
悄悄溜进我家里

这小东西， 不识时务
在我客厅横冲直撞
我对它大吁L,
你身上有冠状病毒， 请原谅我这个被囚者的苦痛

它不仅不幸， 反而扑向玻璃镜片反问我g

你们人类不是说野味好吃吗？
这次要你们变成囚徒
并永远戴上一副 “箍嘴’ ．．．

我被这胆大的问号所惊呆， 考虑到安全
只好拨打110

两个警察将它弄死
而我却不敢看它的尸体．
我反剪双手跟在警察后头， 却听见无数只
蝙蝠对我数落， 人类所犯下的种种罪恶

2020年1月30 日 于武汉



I上海I吴小陈

茅莓

小时候
你荷锄晚归
红彤彤 甜蜜蜜
长大后
我来到陌生的城市
吃着草莓
就想起你摘茅莓
那受伤的双手
而现在
你的坟墓长满茅莓
可我再也吃不到你摘的

I陕西I邓攀峰

入时句弱点

A 
只想对神说话，
人性的第一个弱点．
只能对神说却不能对人说的话，
人性的第二个弱点．

B 
在镜子面前扮鬼脸的人是可爱的．
在镜子面前仍然沉默不语的人是可怕的．

c 

忏悔， 人性的最后一根稻草，
突然地， 被教堂庞大的宁静感揪住．
在爱的面前， 人皆有一颗羞愧的心．

D 
上帝用一束玫瑰，
既考验了男人， 也考验了女人．
他们都是有缺陷的．

E 
魔鬼， 却用一枚扔在尘士里的金币 ，
试探出了人性的善与恶．
一-jj�些经过伪装的，
有着一副好皮囊的家伙．

F 

人的神性，
是建立在魔性之上的， 因为
神性与魔性， 从来都是一体之两面．

G 
盗贼救了溺水的婴儿，
自 己却掉到河里．
心里存着一丁点儿善念的人，

POETS IN CHINA 

[Sh阻挡皿J V恒皿e Woo 

Wild Berries 

When ! W田 yo-
you r冒turnedhome late 侃night car可mg a hoe oo your back 

Wild berries attac』d wi血 your b阻Lboo hat,
bright red co曲 时也 a las馅 。fs明白ess.
When l grow1亭，
I 咽皿e to an uo鱼皿出配 m曲。p。,Jitan city.
While 四goying a s田wb四y,
ll re:!卫皿由 me of you picking wild hemes 
with y四ir cut up hands. 
And now, 
your grave is overgrown with wild her世es,

but itwill n肝er tas馆 也e ..皿e way.
σ'ranslated by 血e poet)

[Sha皿到I DENG Panfeng 

Weakness of Human Nature 

A 

臼ly也e il>田tioo 阳 申eak阳 gods,
τbe firstwea』酬 。fhu皿阻 皿.lure.

τbe w田由 w趾ch c阻 四ly be 甲oken to go曲 but not 阳 bu皿血b由目，
τbe second weakness of human nature. 

B 

τhose who play ghosts befor宙 the mirror are loveable 
τhose who r回国in silent befi田e a mirror are horrible. 

c 

R呵览ntance.， 也e laat g位aw ofhu皿an natu血，
Sud<!四ly, seized by the re1gnmg silen四 of也s chur由
Before love, pe叩le all have a heart of shame. 

D 
W1也 abuoch of ros国 God
Has test<咀bothmen and worn田，
Who have shor阳mings 

E 

τhe devi� WI血 a gold 四in 也rown m dust, 

丁自由也ekindne回阻devil of human nature. 
- Those fellows who have ev盯 camouflaged,
With a fiUr ski且

F 
τbe deity of human be旭目

Is 缸皿由d on d町；1, because 
Deity 皿d d町诅， always the two SI曲s of one body. 

G 

τbe 也iefh幽 stul四 the drownmg baby, 
But he hlmselfh回 企呻�ed 皿阳 也s nver. 

He who has kindne咀 inbis heart 

RIP 

中
国
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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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福的．

H 

水之善，
是滋养， 是润棒， 涤洁一颗心。
火之善，
是成熟， 是温照， 鼓舞一颗心．
铁之善，
是坚韧， 是原则， 守候一颗心。
花之善，
是芬芳， 是愉悦， 安顿一颗心．

美是赠予女人的，
也是赠予儿童的。
美给女人的是聪慧，
给儿童的是天真．

J 
药入口 ， 知其苦．
触到刺， 知其痛。
这样便好，

46) 还贪求什么？

K 
沐浴过后，
真的洁净了吗．
忏悔过后，
真的可以心安理得了吗？
还是问问良知吧！

L 

北风费来，
掩窗加坡．
饥肠辘辘，
点薪熬汤．
子曰g 吾当 日 兰省吾身，
却唯独忘记了心灵．

M 

有人怀疑灵魂，
有人质问品行。
为何只是埋怨？
为何不善待它们？

N 
春天鼓动幻想之翼，
夏天起劲儿充实着自 己的形体，
秋天以丰眼之美， 迷惑着我们，
唯有冬天做起恶人．
万物安静下来，
在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里。

。

人做了恶，
却责怪天使．
精灵在孩子们的睡梦里，
找到了解救的良方．

RIP 

Is blessed. 

H 

The kin也础 。fwa阳，

Is 阳 皿ois� nourish, and cle皿se a h剧rt.

The kindn田s of fire, 
h 阳 matu血， W田田， 皿deo田urage a heart. 

The kin也酬 。.firon,

Is 阳 stubb。阻， F四ciple-observe, and guard ag创皿t a heart. 

τ'he kindn田s offlowe:r菌，

h 阳 swee圃， deligh� 皿d settle ah国且

I 

B田u飞yis bestowed to worn阻，

Also 阳 children.

What beauty g阳回 womeo is wis由田，
Children inn曲曲曲．

J 
M民licine into 也s mou血， bittertaste 

Touchiog the 也回n, and pain晶I.
So far阳 good,

Why more desire? 

K 
After a ba血，
Really cl＂＇皿？

A晶err甲eotanoe,
R国llyp国<e of mind? 

Yo町 con皿i曲回 国。明 k现E

L 

Chilly n目也mwind blows, 
Window closed 阻dmore clo趾s.

Wheo hwigry, 

E哩are soup. 

Con直icius 且ys: we 血ouldreflect on ourselves 曲回 times a day, 
Butusua且ywe fo唱国 ourm皿4

M 

Some doubt the soul, 
Some questi咀bu皿阻 charac田－

Why only compla且t?

And not 缸回邮 址 W巳m

N 

S归ng flu忧ers its w也gsof fan田y;
S也皿皿配 回ergeti国lly fills its own form, 

Wi由 its plump be剧.ty, 111血mn c"P'iva阳 us;
Only w恒缸r 阳ts 肝丑：

A且也血gs quiet dow毡，
h 也s world clothed 皿 silver and white 

0 
Pe叩le have done 肝ι

But也eybla皿E 也e 皿gel.

In the 企回血。fthe children, 

The fairies have found the me也od of回Iv四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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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Not sure, 

But still advance with co田咱也
Flowers of the swamp, 
τ'hough wi血且res曲，

Still c缸�fulprobe.

Ra血？Wis曲回？

p 

无把握，
却仍然勇敢前行．
沼择之花，
虽近在咫尺，
仍需小心试探．
鲁莽？ 睿智？

Q 
Cimni再� curio田.ness， 均φocrisy,

τk回 回国nal sins of human being声，

Sincerity，， 町mpa血.y, loving heart, 
τk回 回芷田s ofh田nan』mgs.

Q 
狡诈， 猎奇， 虚伪，
人的三宗原罪．
真诚， 悲悯， 爱心，
人的三件美德．

R 

Two tig础，
C咀 C田再iose a family. 
An adult and a child, 

C皿be fa也er and soo. 

R 
两只老虎，
可以组成家庭．
一大一小，
可以成为父子．

47 
s 
We馆nd阳 a田ibute all our trim』ililtioos
To G。4
While m阳vingjo抖d time 
To our阻Ives.

s 

我们总是将所有的苦难，
丢给上帝．
而将快乐的时光，
留给自 己．

T 

Fr<泪h dσW钮’
Fade 且 S町四days.
H阻iely tortoi晒 呵呵
A life sp皿ofooe buo曲回 years.

T 
鲜择之花，
七 日 败落．
丑陋龟鳖，
尤寿百年．

u 

Rainbow bridge m 也S 町目 。fa child, 
Paradise bird in 也e 叮目 。f皿 oldman. 

In bound!田s longing and yeamicg, 
We go 世rrough 也s field of也盯皿

u 

儿童眼里的彩虹桥，
老人眼里的天堂鸟．
人总是在无限的憧憬中，
穿越荆棘之地．

v 

One big, two small, 
τk w田Id is fleet and往回sient
τ'he up is down, the e田t is w巳响，
Noi阻喝 backto nes� 

A well 甲ring spurts 皿d spoo饵，
P回国 aga皿 由igns 也e hα皿

v 

一个大， 两个小，
世界无常迅速．
上是下， 东是西，
喧闹归巢，
井泉喷涌，
内心归宁．

。且由la馆dbyZI王ANG Zhi血ong)

About the author: 
DENG Panfeng is a poet in con忧mpcrary α血， 阻A his pen na皿e is Em阳＂＇

Pengi血， G四at Fαrest Tngra皿 Born 皿 1975 皿 Xi＇陋， 也e 吨>ital of Sh幽皿1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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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重庆I木兰

纸扇

展开一把扇 可知人间的冷暖
折起一把扇 可量是非的长短
手握一把扇 可度生命的苦夏
心藏一把扇 可探江湖的深浅
其情扇里言 言尽春花秋月寒
其意扇中收 收尽儿女多缠绵
纸上可见 清灵小桥长流水
细品更有 朗朗乾坤入慧眼

有谁若一扇在手 都能坐怀不乱
那他定是人中君子 朝中大才
有谁若能一扇收放自 如 很讲规矩和方圆
他也一定不会嫌弃劳力者 满身都是臭苦汗

一扇有动 那是中国的人文之风
一扇有静 那是华夏的玄妙机缘
都说天下贫富万事行 都是做人最为先� 一扇在手 如同感悟慨之真言

其扇虽小 却能观心看世界
它能照见千秋月 能昕万古禅
它虽然也常被无品之人 拿去卖弄风雅
但它却让其人 更显丑怪与俗态

I湖南］幽林石子

窒息

鲜花把路堵死了
天空被彩霞封锁了
镜子里一场大雾
硝烟弥漫
上帝无言
一次次在仓皇中
捂住胸口

我以微薄的力量
撕开人间
看见小偷、 妓女和乞丐
一个个汩流摘面
每一种拳头
都有欲望、 贪婪与血光
喷薄而出

我轻轻敲击黑夜
行人稀少
孤独静悄悄
遇见的人像疯子一样
割开悲伤
全部都空着手

[Chongql回国 Mu Lan 

Paper Fan 

Spread a fan warm血 皿d col也醋 。f也e world is known 
Fold a fan let鸣曲 。fright awl wrong is known 

A fi皿 m the h皿d 也e bit阳 SU皿mer oflife c皿 be m回晒咀

A fan in 也e h国民 也e d哩th ofhu皿an heart can be k町wn

Emotion 扭 曲e fan spring flower 皿d autu皿n moon cold

Feeling m 也e fan 1ooching and lingering 

Visible on paper a s皿all bridge m也 n皿皿ng wa阳

Detailed taste h国，yen and ear也 m 也e eyes of msight 

Fan in h阻dwh。 can remain calm like the 阻F Zhuge Liang 

He must be a m皿 ofmen ara:r审时皿2

He who is dexterm揭 wi也 bis fan obser世ng rul回 皿d customs

Will not 曲hor也e l曲田百B who stinks m也 由皿h

A fan fan皿ng 也e Chine盹 且田配y wi且d

A fan 制et 也e mys阳ious fa胆 。fCbinese p缸习ple

It is said under heav回 国 曲曲g every也且g moral int在grity is也.e most皿p田tant
A fan in hand 回 iffeeling 也e 阻ie words ofBuddbism 

τbough a 皿all fan the big w田！d is ,... 

It can reflect 也e m。on of a thousan曲 au阳mna canh国r zen ofmynads of years 

τbough it is 田ed for show 阻d pre国sion by low pe叩le

It renders 也m ugly and vulgar 

（币四sl•饱dby ZHANG Zhi血。哩）

[Hunan] Youlin Shizi 

Choking 

The flowers blocked也e roads

The sky waa block叫by ro町 clouda

A heavy fog in the orirr田

W田 a smoky battlefield 

God was silent 

阴.tting his hand o啊:r his ch回t ina p阻ic

ag.mand ag副且

! tore 也a world 叩由

inmy hu皿.ble power

and saw也ieves, pro由阳tes and be.且础

T国rs ran dσwn 也eir d国b

h 町ery kind offist 

there is lu吨 greed .ad blood 

晤田出g out 

!ta凹ed由e night

The s国ets wer冒 血sorted ' wi也 quiet looeliness 

Pe叩le ! m时 were era哼

S哼缸ated from 阻曲目S

they were ail m叩ty-handed

σra皿lated by Shuirou)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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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山东1于贞志 回handong] YU Zhenzhl 

在一路向北的特快列车上
我 目 睹南国的黄昏漫漫降临
当树影飘忽灯影升起
隐匿城市深处的天使们开始了诗歌的盛宴

On 皿 回:pre幽 往回n head坦E 础l 也s way n胆创h
I witn回s the du血 。fsou也m卫 land falling over 
Wheu 也e 由adσws of田es dance 抽 出e 由ing lights 
Angels hiding in the d叩曲 。fcity begin 也eir fe酬 。fpoe町

σ四nslstedby Brent O.Yan) 

I湖南1邹联安

别离 （ 列｝首 ｝

列车 “鸣” 地一声
撕开了
湘撑到深圳的距离
从那一刻起
两地隔了一道伤 口
一弯残月
是开错了的处方
止不住思念的痛

[Hunan] ZOU Lian’m 

Parting Company (and another poem) 

W1th a “tnot＇’， 也E 缸回且
S田ers
τ'he distance betw回盟 Xi皿哥恤 皿d 跑回血血
Ever smce 也回
A wound 四 opeued in betweeu 
τ'he decre＂＇回tmoon
Is a wrong prescnptinn 
τ'hat c皿not d叫I 也s pain oflo唔ing

49 
空瓶 An Empty Bottle 

一只酒瓶
被我掏空
它以灵魂的水妖
扑灭了
我灵魂的火鬼

An团由回 bo世e of wine 
Is drunk all by me 
τ'he ws田y witch of its soul 

Quench田
τ'he fiery demon。fmy soul

。h皿lated byW,剧G 臼血gling)

I山东I材伊

妈妈和我

[Shando鸣］ Cai Yi 

Mom and Me 

妈妈是我最温暖的家

她就像一朵红红的玫瑰
我是一颗小小的露珠
藏在妈妈的花革里

妈妈是夜空， 我是
一颗星星， 藏在云朵
铺开的被子里

妈妈是一个大美人
我是一串项链挂在
妈妈的脖子上．

妈妈就像一张白纸
我就是铅笔写的一个字
躺在白纸上．

Mom is my sweet届thome 

She is like a r回z回rose
While I’m a tiny dew 
E丑ding a皿idst her stsmina 

Mom is 也e 由rk night, while 
I am a star, hidi吨under
τ'he quilt spread by clouds 

Mom isab盹uty
While I am a neck!配e
Hanging around her neck 

Mom is l业e a pi田e of paper 
While I am a ch阳田剧目
与画g nn it 

(Translated by B.0.Y) 

f悻筒介： Ab。ut ti田.e a1卫
材伊， 原名颜材伊， 7岁 ， 山东济南东方双语实验 Cai Yi， 。n脾凰 m血e Y咀 C缸yi, is a 7－严缸·－old girl wh。 血d田 皿 Class

学校l年级5班． 5, Grade I of Jinan Eastern Bilingoal Experi皿eutal School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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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东1李之乎 [Guangdong] LI Zhlplng 

爱 （ 外工首 ） Love (and other two poems) 

它被发出来 It is utter田d-

一个单音， 来 自 对面 La恒ral, as国gle syllable 

历经心、 肺和喉 也at com田 曲。ugh 也e h田飞 lung and 也roat

来到你面前 It C田nes to you.

跟在后面的是 What follows is 

血液， 软组织， 毛发 blood, soft tissues, and hair. 

以及笨拙 And a clu皿可 smell

难以命名的气味 也at's hard 阳 na皿Z

和梦的残余物 and 也a 曲回皿’S R坦nnant

世界 The World 

和我的内心比较 Cαmp缸od to my h回吨

世界多么静 也s world 四 so placul. 

荒原曾经是田野 The b四回 landused 阳be fiel巾，

现在土地裸露 皿＇wdem国皿db町

50) 我的痛苦就是那两只鸭子 I f  eel 归扭 曲rthe two ducks 

在即将干枯的问床
walking around on 也e nverbed 

志过来主过去
也at is going t。 run dry. 

在别处 Elsewhere 

别处是活的
Elsewher琶 means H毡，
皿dher冒 d团由

此地己死

在别处
Sta·抖ng elsewhere 
giv回 国 passion to look after ourselv，国 aod

我们有了照看自 己的热情 申回d our days as if we lived afar. 
能把 日 子当远方消费

But here， 町ery 也cy creeps by like a ye缸，
此地度 日 如年 making life 回 sufferingas in p田gatory,
人生煎熬如炼狱 while elsewhere offers ti皿eda由BCtiαns
别处给了定时的吸引 like Calvino’S Baron who thou吕ht
如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 it w阻’！ enough 阳 live in the 田田，
在树上活着还不够 and decided to ride a、咽cy ona m晤ic carpet 
还要乘坐飞毯消失

白。因tpr回回曲d 阳 have 皿1回d
普鲁斯特假装解决了 the problems 也at ar田e
距离压缩后的问题 after distaoce had been compr田sed
病榻是一切 In the sickbed he 缸nbraced 町缸y也ing
此刻是远方 for the momeot meaot living elsewhere. 

在鸽子笼格局中 h 也e do回 cage
他制造了内心的城堡与 he had built a 田stle for his mind, 
星空的飞跃 a l国p away 壶omthe starry sky. 

一个人精神塌陷时 If the 皿ul collapsed, 

不妨尝试将分秒引渡到外太空 why not let time 』 田园画幅d阳也.e outer space? 

生死的纠缠 The m回国erneotbe阳回n life and dea血，
抑郁症的逼迫 the persecu出g depression, 

都不是问题了 would no longer be a problem. 

σ'ransla回 byA Jiu)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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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sit of Zhangye National Geo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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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西1保生灵

梁氏诗行五首

游张掖丹霞

[Guangxl] LIANG Sh田晤Ing

Five Liang-Style Poems 

天空火红， 张掖早晨趋热， 我在
拆掉了护卫我，心脏的一排树木
卸下给眼睛戴上的叶绿素眼镜
火焰交织、 火光强烈， 我要抵达
太阳与七彩丹霞在激烈对射

七彩火焰与阳光己燃烧成一体
在一簇簇高耸的火焰上， 我飞翔
有一只火凤凰远在我上方鸣叫
像善于明哲保身的人类让我鄙视
因为是鸟我给予它体面的沉默

筋疲力尽的太阳躲进了云行宫
七彩火焰却未因此失去一半光芒
火焰灿烂依然， 为我飞翔生光
我在我抵达， 我飞翔我赞叹
天空垂下收藏七彩火焰的云彩

The sky is blazi晤， 也e 血wn ofZh皿gye is tum皿g ho飞 I

Dismantle a row of出esof protecting my heart 
And take off the 囚lorophyll 国圃酣

τbe E剧组es 缸e cro咽，ing， 也e fue is 能nse and ! am 缸riving

The sun is discharging each 呻er fierce悻with也e d皿our

The ll皿es 面 目ven colors 町 gl回ngwi也 sun血且e ina unity 

Abσve clus阳s of towering flat直es, I fly 

Afire Pho回皿 is h回国＇8 far above me 

As homan bein尉， who have 也e a恤tude ofke叩旭g out oftrm由，Je F回tlj凡 are d届,pisedby me. 

Because it is a bird, I yield graceful silen回 国 it.

τbe 01由austed 田皿 由dg田 h阳 也e cloud’s palace 

τh flames m 目V回 cola回 国ven’t 曲，,Jo饱d a half of radi皿面

The E缸nes ar币 四II 由国且g 阳 由且S my 咀y

I a皿preseo飞 I arrive. I fli凡 I esclaim. 

The 啕 dro响 曲e collec时 cloudwt由 E阻国 皿 sev四 colors 51  

在草原 In Prairie 

风把草原铺开了
我的声音将草原抬高了
风与我的声音撞在了一起
相视而笑， 礼貌敖歉
对不起， 你先来

那时， 蓝天蓝得很擞
就像婴儿刚生下来屁股还青
面对草原的靠近露出一脸新奇
注定一生下来就热爱草原
而且露出热爱的样子

我爱草原上吃草的羊
爱羊站在草原上吃草的样子
由来已久， 现在说出来
我的声音终于让风吹起
加入夭上的星星之中

The wind 'Pl'国<Is 例JI 也e F咀rie

My vo1国 raises up 也e prairie 

The wind colli也s m也 my sound 
Smiling 国 glance， 叩ologizing in gr嗣e

Sorry, afier you 

At that momeo飞 也e bl因 此y is 由lica饵 inblue 

Like a newly b由n b曲y’s butt, still 量国h

The baby shows a fa血 。fwonder国 也e prairie is appro皿＞bing

Who is doomed 阳 lovethe prairie at his birth 

and shows his affection on 1t 

I love the sheep who graze in也e g回sl皿d

I love the F由＂＂＇ 也孤 也e she叩 are stancling and g田ing in 也e g回sland

The affection has be四 linger回 long in my mind, until now I vent it out 

My voice has b由盟 eventually blnwo up by 也s wind 

To join 扭 曲e star！由 皿 sky.

壶口西
To the West, the Hukou Waterfalls of Yellow River 

看见或看不见， 阳光的水
从天上汇集、 飘落、 发光
泥土以黄色活着， 活成千古
流动的生命提起柯床
抬高岩石， 让星月有岸

可是东岸不见岸， 一艘大船
宇窗中昂着头， 乘风破浪
时间被抛掉， 沉沦成一片苍茫
你看见河流看不见水

响曲，Je or invis由1ι the wa田 坦 白S light 

Ga血E阳且础町， float and gli皿皿E 皿 the 由

τbe mud in yellow is alive， 国 live fc立r eon 

Mobile live喝 回回 也s nverbank 

Rai回 the roclι 阻d let a bank appe缸 forthe star and m田m

But on 也s e田t is not seen 血e bank, a colo咽回1 由ip

Is h巳ad 回 国 u皿.verse, to ride 也e waves 国 w臼d

Time is 也car<led off, to sink m阳 a vast of infiniti国

飞的i>u may observe the nver ra血z 也皿 阴阳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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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人世看不到人

我以期待站立， 以坚信守望
等待一个人的出现， 来 日 的新我
带来一个自 我的岸， 为他人所不见
啊， 那里有恒古的天籁
那里有无限的天光

You may behold也e 皿ortal world 且也町也an people 

I a皿阳且ding in .，甲ectati＇阻， andke叩ing wa位h 也 st国dfast

τb await for 也s appearance of a persoo， 也 m四Iy born of myself in co四ng days

Ensuing a bank of myself, which is not visible to o由四

Ah, in which a voice of na阳re is remaining 如 配m

And m which the skylight is infi皿te

壶口；东 To the East, the Hukou Waterfalls of Yellow River 

52 

阳光在泥土与水中熔化
声与光倾泄、 翻腾、 飘飞
雄山敞开无形的胸腔， 如帝王吐纳
快意充满， 溢出一个个江山
岁月以本色理没流经的年号

我俯视， 但不说出所有的一切
就像你不说出你从天上来
就像神不说出而让人信奉与传颂
我站在这只为还见一个人
他一定在东望、 期待

当远远与他相视， 我愕然
那是往 日 的我？ 他点着头转身
那背影已形骸枯楠， 仿若智者苍老
我仰望， 声与光渐趋寥寂
看到了我丰满的渺小与无知

τ'he 皿nli民.t is mel回 inmod and wa阳

τ'he 田ond 阻dthe 皿nlight 部础 。·ut, wn由后， llut阳

The F田at Mountain un晶I由 its m恒ngible bos田n， 国 皿 缸nperorbreathes 

Mer町 is br也皿坦，g withthe a阳晒回国 。fa s惚te one by o国
τ'ime en血roods也e year也at ith国 P"''edin its distinctive 曲arac阳

I overloo.』 but I 曲的 唔田k out all of也ings

As you d血’t vent out 也就 you are 丘田2 也e h国V四

And 困 也e D町me 曲e皿’t impart, but p四＇Pie take 回 gospel 皿d 四oogize

τ'he reason why I 由H staod here is due t。 the 阻pectatioo of me由ng a person 

Who is st哩posed to 四peel in looking on 阳 也e East 

As I look at each α也erwith him, I a皿』wildered

Is it me in 也e past ? he nods while toming 缸回皿d

The figure of his back is wither百d and w皿， like a sage wi血 age

I look up, the sound and light subside 阳 sil回ce

I observe 也e pal回国ss of my abondance and the igno:r苟且由 I poss国S

再登泰山 Ascend Mount Tai anew 

泰山打开门 g 了了事
你小子何又重来
是了了事， 却有余气有余生
需一场细雨润肌肤
要雨后一波云海养眼

过路又齐鲁
圆柏青翠柳飞扬
至圣的柏冠高万仍
得道的柳枝升仙风
望泰山不见泰山

山下入世山上出
仰看山峰云天垂降
只是灵魂轻
俯视城廓不见蟠蚁
皆因心己空

τ'he door of Mount Tai is op回国： perfun目。可

Why d时招 也e fellow 四me aga坦？

It is per负皿C阳y, but he has residual life m a res1duai br回血

Who ne<对s a fit of drizzle 阳 nurture his skin 

Who n回ds a wave 。fsea of clouds 田 a sight fi回 回回 叮回 after a rain 

Pass by Shandoog 

咀e 四daris lush, the willow is ri血g

τ'he Devine cedar is lo句

The 皿mo血l willow twig 缸扭曲 也e celestial wind 

Look out Mount T＇岖 ， 国visibleto see 

Descend 也e mounta面， 阳 be b回回 W盯·idly， 国cend也e moun幅画 ， 阳 be b田咀 un-worldly

Look up the peak of mountain, a cloud of企y 国 曲。叩坦g vertically 

The 田nl is airy 

Look down也e OU也ne of city, invisible to s国 血。，［e crickets and 皿ts

Due to 也e reason that the heart is hollow 

σ抽血latedby X国 Yue)

作者简介：
梁生灵， 中 国当代诗人． 广西南宁市人， 有诗

集 4一枚钉子前进E 等多部。 作者的诗歌写作秉承汉
语诗 “意象化” 与 “音乐性” 相统一的艺术传统， 吸
收入化刘以林 “新自 由体” 理论和创作方禄， 逐渐形
成了 “内在旋律” 与 “外在节奏” 相融合的汉语新诗
体一一 “梁氏诗行” ．

About the author: 
LIANG Shengling is a co血mpo目ry poet in China. B回回 皿 N阻皿ng city, 

Guangxi, the coll自由ns of his p。ems are "A Nail is M缸由ing” 阻d more e也 h

his poet＼町 wn血g, au也町 adheres 阳 也e artistic 国<litioo of un崎ing 恤

气mag缸y” 阻d ‘h国icalify” m Chinese po由y， 曲曲rbs LIU Yilin’s 咽ew Fr<到e
E可le” 也eory 皿d creative me也叫， gra恤lly forms the n四 style po由y in Chinese 
阳 melt “mtrinsic melody'' with “·extrinsic rh灿m” ＇'LIANG Style Poems”． 

RIP 



I中国I段光安

我们这些石头 （ 外工首 ）

山坡上
棱角分明的石头
相互熟识像村娃
突发山洪
随泥南流滚下
汇入江流
冲刷
冲刷
冲刷
分不清彼此
变得同样圆滑
我们这些石头
砸开依旧棱角锋利
不信你砸

[China] DUAN Guang’m 

Estas Piedras (y otros dos poemas) 

La colina 国饱e甲axci也

Conpiedr田 血osas Y皿gular田
Q国 son famili酣s en田una yo国 como son los muchachos 曲 al也a

Un me甲a回o ton田饱 由 mon旭Das

Las engolfa en un !lwr de debris 

Q回 !luye hacia 曲”。 “皿田 de! rio 

Apurand。

Apurando 

叩ura且也

h由 que son igual国 yparec1曲，

因rave y resbalad画。

皿 embargo, e血s p1edrss alin reti团团

阳 晤ud田a soh田 la c晒l revelao

m四哥piendo

残碑

残碑是断臂老人
冷漠
而风骨犹存
笔锋
像胡子一样苍劲
再激昂的横讲
也打动不了他
历史在他身边玩耍
只是一瞬

Tableta de Piedra 

La tableta de F田lra 国 unhomhre viejo con braz。s rotos 

MULTI-VERSIONS OF A POEM 

[China] DUAN Guang’m 诗
多
译

These Stones (and o曲er twop回ms)

τbe hillside is 旭饱rspersed

Wi也 sluup aod皿gular ston田

Who are 也皿iliarwith each oth町like village boys 

Anun目P回旬dmoun饱inion田t

Engulfs them in a debris !low 

Which !lows downward扭阳 rivers

Rushing 
Rushing 
R田1hing
Until they ar冒 same aod simil缸

Smoo也 皿d slick 

Yet th国e ston田 still rota血

τheir 血arpnes喝 which rev国ls

Upon hreaking 

[Chine] DUAN Guang’an 

Ces Pierres (et de皿 autres po�m叫
53 

Le !lane de cot国U 回 缸nallle

de pienes 鸣曲 d 皿剧团自由

qui se αmrurissent bien cmnme des p吨ons de 世llsge

Une pluie inattendue en montagne 

les 四gloutit 四1皿 !lot de debns 

目’缸。叫antv，臼冒 les nvi缸es

se niant 

se ruant 

seniant 

pourd肝胆E I国 m!mes et simihri回国

回回坦uni et plaque de neige 

C眉JllOrT回 回tiOI皿.enl louJO田3

leur 邸时te qui吐吐le

la bri皿m

Stone Tablet 

τbe stone tablet is ao old man with hro』enaI田s

Indiff趾ont

Yet his F四e 血d vigor persists 

τbe tip of a writing brush 

Is bold aod vigorous like 也e be缸d

Any 皿F圃'1oned speech 

F创ls 阳 move M皿

E丑story plays about him 

A mere ins钮nt

Plaque commemorative en pierre 

La plaq国 四固血缸norative 四 pi1四S 国t un vieillard aux b且S C幽幽

RIP 



MULTI-VERSIONS OF A POEM 

诗
多
译

Jndifi配四te

Sin m曲argo, su gra<ia y vigor persiste 

La F皿饱 de un p旭国l pa皿 ..cribir 

Es intr句i也y 世gor田a como una barba 

Cualqui盯 d田叩asionado discurso 

Fra回血 a inmutarlo 

La his回回 h皿atiza sobre el 

un mero 坦stante

Jndiff缸慧副

Sa grice et vigueor persis能nt encore 

』boot du 冉ce皿de l'ecriv血

est gras et vigoureux c田mne labmbe

Aucun discours chaleureux 

ne曲ussit ii le dOplacer 

L'his饲E回 se 四＇ntente de s’缸丑user

m 血饱皿 •• ，臼 l叫

下葬 Mother's Burial 

面对太阳 Facing 也S田皿

我跪在大地 I kneel on the ground 

望着母亲的灵枢 w.饵bing Mo也町、 四置』

徐徐下移 。由dually d田cen也ng

像露珠缓缓落地 Lilre a dew由叩 slowly dro即皿gagi刀und

化为汽冉冉升起 卫uning 坦阳 vapor 阳n睡 upw田d gen咀y

大地合拢手掌轻轻捧住 The earth folds itself and the pal皿 gentlyholds it 

再慢慢向太阳奉上去 And slowly give it抽血e 田皿

54) 
阳光巨大的手指把母亲接过 The huge hands of sun血扭e tslre over Mo血时

与 自 然融为一体 To 』 integra腼d with 也e ns阻E

母爱若水， 晶莹、 透明 Ma饱rnal love is like wat町， cry民alline aod国n甲Ill回t

流淌在我的血液中 And it ru皿 inmy blood 

树的根茎里 And 血e roo也 and br田.ch目 。ftr盲目

化作催生花蕾的力 Tur直面g 旭怕 也e force 阳 k扭g f回划hbuds and nσW霄’

我与高擎的树枝一起 Togetherwr由 也e 国wermg bran血田 I

向太阳伸着手臂 Ex阳dmy aI回S 阳waid 也e sun 

泪水滴落 T阻四 面ppmg and dropp皿ε

在我之内 Wi也inme 

在我之外 Wi也.outme 

母亲成为 自 由的 自 己 M。也er h国 become a 叠回 self
σn皿sla铅dby ZHANG Zhi血皿g)

El Entierro de Mama L'enterrement de Maman 

De c缸a al Sol 

Me airodillo sobre la tier回

Ob鸥在vando el ala白dde ma皿a

G四doalmen旬 d届cendiendo

Como gotsde z田fo lenta皿血.te cayendo en tierra 

Con咽rti扭曲se eo vap田 P缸a elevar四 loo钮mente

La Tierra se 由＇bla en sl 皿smay la pal皿.a suave.t且白血 k so血四e

En face du soleil 

Je m'ag<坦ocille pa:c阳回

Regar由皿 le cercueil de M缸田a

De回回也且t progressivement 

Com皿e une gou阳 de rosee q皿 阳mbe len饱ment par 回回

Tour咀皿t eo vapour poor s唱lever doucemeot 

La 饱rre se replie sur elle-n略皿e et le 回lmier la retient l何如－曲t

y I四－.. 饱 se la of主ece al Sol Et l四，tom四tl'offre au soleil 

Las m血曲曲s manos solares 阳皿皿 a mama I届 皿llina i皿皿皿S国 血 soleil prenne皿 maman

poor l'unir avec la nature Para in饱grarla a la naturaleza 

El a皿E ma田nal田 como el agua, cristalino y tran晤ar四”
Y corre en mi sang<琶

Yen las ral由g y ra皿圃 de Arboles 

c。但巩固扭曲lo en la fuerza quo hace florecer 白，，u]Jos en flores 

Jun回 回n las ra皿皿 elevadss yo 

L’a皿our ma回回l est com皿e I'国民 cristallin, tran晤ar田生
et coule 也皿 皿on sang 

Et Jes racin°' et branches des arbres 

盹 钮11Dsfonnent pnur eng回命erbourgenna et flours 

enm缸ne ter哩s quo des brooches el町...

RIP 



Extiendo mis brazos hacia el Sol 

Lagrimas g。他ando y cayendo 

Dentro demi 

Sin mi 

Mama se ha convertido en un ser h"bre 

（田ducido por Celia Altschuler) 

作者简介：
段光安， 1956年生于天津， 中 国当代著名诗人、

科技工作者。 天津鲁黎研究会会长、 天津七月诗社副
社长兼秘书长、 《天津诗人》 副主编、 中 国作家协会
会员． 在 《诗刊》 《诗选刊》 《星星》 《诗林》 《书
摘》 《新华文摘》 等报刊发表诗歌作品600多首． 著
有诗集 《段光安的诗》 《段光安诗选》 （ 中文版、 英
文版、 阿拉伯语版、 罗马尼亚语版） ． 曾夜中国、 黎
巴嫩、 日 本等国文学奖。 诗作入选多种选本。 部分诗
作被译成英语、 俄语、 阿拉伯语、 罗马尼亚语、 意大
利语、 波斯尼亚语、 尼泊尔语、 西班牙语、 日语等．

Sohre el Au协r:

MULTI-VERSIONS OF A POEM 

Je 饱nds mes bras vers le soleil 

Larmes tombant goutte A gout也 gout阳 a 醉utte

En moi 

En moi 

Maman est devenue un soi 且bre

何时uit de l'anglais en 量也伊is par Liz.a LEYLA) 

诗
多
译

About the au曲。1r:
DUAN Gua吨’钮， born in 1956 画 Ti呵in, as a famous poet and scientific 

wor�町， he h 也e chairman of the Associa:筐。n of吼叫in Lu Li S旬句， vice－曲回tor

and seer由ry general of n呵in July Poe町 Socie以 四oci础 managi昭 editor of 

Tianjin Po醋， and a member of the αinese Wr如rs Association. He has published 

over 600 poems o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坦eluding P四句 Periodical,

Selected Poems, The Star Poetry Periodical, The Forest of Poe.町， Digest, and 

JC111hua Wenzhai �田 New China Digest）， 出. He has p由'1ished two coll耐。因 。f

p侃ms: The Poems of DU.AN G坦ang'an 阻d Seli优:ted Poems of DU.AN Guang'an. 

He has won several prizes for his poems,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included into 

various p侃位y anthologies and, some have been 位anslat“ 扭.to Engl蛐， Russi盹

Arabic, Romania且， I阳lian, Bosnian, Nepali, Spanish and J:吨>ancse, etc. 

A propos de E’auteur : 55 

DUAN G吨’an naci6 钮 1956 en τ1叫且 Es un p口由 恤m y DUAN G础g’an est ne en 1956 川叫m comme poete celebre et 

trabaja αlDlO cien昭.co. El es el presidente de la Asociaci6n de Ti&I仙 Lu scien回que, ii est pr也ident de r Assoc.归tion de n叫;in Lu Li S加命， vice-

Li Study, vice dir民伽 y secretario general de ’ri叫旭 July Poetry Soci呵， directeur et seer臼aire 屏咀缸l de la Socilte de poesie de juillet de Tianjin, 

曲ector 因ociado y “i回 de "Tianjin Poe饵”， y miembro de “Chinese directeur 创i阳ia1 associe des Poetes de Iia�酬， et 皿缸nbre de la Socie必

Writers Associa“四”）Asociaci阳 de Esc：岳阳res Chinos. Ha publicado m幻 des Ecrivains Chinois. D a p由lie plus de 600 poemes 也ns des joumaux 

de “>O poemas en peri创icos inclu:沪坦ω ‘？。由y Periodical”，”Selected et p甜。diψes comme nt幽皿mentPoe町，Per也idical, Selected Poems, The 

Poems”， 咱E S田 P四町 Periodical气， the” Forest of Po町， Digest, Star Poe句， Peri，臼lical, The Forest of p，饵” Digest, et Xinhua Wenzhai 

觅卫hua Wenzhai” 。�ew China Di段时， 即. Ha 严blicado dos poemarios ( ou New China Digest）， 由. L＇’auteur a publie deu:x collections de po拙ω：

叮"he Poems ofDUAN Guang’an y Select“ Poems ofDUAN Guang’m飞 The poems of DU.AN Gi刷g'an et Selected Poems of DU.AN Gi皿略’刷. Il 

Ha ob阳回.do varios 严emios, algunos de los a皿�es M且 sido 旭.cluidos en a gagne dill缸ents prix pour ses po缸nes dont c配饱ins ont e笛 ”』:bli臼 dans

varias An灿阳 P耐幽. Al阴阳 de ellos han sido 国ducidos al 闯胁， plusieurs 扭曲.ologies et 国削” m anglais, russe， 缸邸， roum盹 itali钮，

ruso， 阳怡， m皿ano, italiano, bosnio, Nepali, Espailol y jepones. bosniaq时，jeponais, n句alais etmal础， 即．

〈 中国诗人生 日 大典） ( 2020卷 ｝ 出版

本刊北京讯 北京著名诗人、 书站家王爱红先生主编的 4中国诗人生 日 大典》 （2020卷）， 已于2020年1月 由 中 国文化出版
社出版、 发行。 前勒 口 置有编者王爱红先生的彩照和简介， 书前有谢幕先生的序言 《典藏名片z 让每一 个 日 子都充捕诗
意E ， 呼岩章先生的 《〈中国诗人生 日 大典＞2020卷诗序 （十首） 》 和 “众家评说 《中 国诗人生 日 大典》 ” ， 书末附有诗人
索引． 全书收录了400位当今中国诗界最具实力与影响力的诗人的力作400余首， 按诗人出生月份排序， 同时有诗人画家书拮
家的数十幅作品插页0 1缸， 382页， 印制典雅、 大气， 内容相当厚重、 丰富， 颇具文本价值和文献价值， 每册定价2 人民币
70元， 值得研读、 珍藏．

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 陋’rRC)

特别消息 SPECIAL NEWS 
本刊四川讯 四川著名诗人金指尖先生主编、 其然先生执行主编的 4诗领地》 杂志，凰第15期， 已于20189年12月在

成都出版． 本期主要栏目有z 卷首、 诗高地、 诗重地、 诗封地、 诗边界、 诗后街等0 16K, 148页， 印制糟莞、 大气， 值
得研读和珍藏． 该刊系中国大陆近年崛起的优秀民办诗刊之一．

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 （IPTRC)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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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an皿ar] Ma皿u Rosbld

Justice for Rohingya (and other阳o poems)

Arakan is a heaven on the ear由，
ButMya皿皿ar governm四th幽皿ade.
It a war offield for Arakan by torturing 也em
RD!ringya w皿.ts a 田fey回也皿 如the right 阳 selι曲阳nrlnation.

RD!rin町a w皿.ts 剧团回国， 国也 and 四'1utions.
Misbehaved with ma町 many inn回回t girls and women, 
R呼ed and murdered in Ar也皿 by τ'he Mya1皿ar 四Z呼ation .，回圃，

Stop inj由“四 and the war. 
Arakan -On August 2017 也e Myan皿ar.
Army op田d fire WI血 g皿s and bombs 

RD挝ngya, Villages 血d Hom＇国 W町e h皿I 坦 front of mas阳回

Stop the genocide on Roinngya Mu国funs
Where is UN hu皿皿ity 皿d w坦.y are you silenη？？ 
目。fession, B阳P E田，Jty
aggr回回on and van也且m
We w四treal freedom 皿djusti晤 。fArakan!

56 “Dr国m of justice” 

What have we d皿d
Why is justice held i且也ishaven? 
同时创四 is running on the 酣回ts of my coun町 m Myanmar 
We dre皿 OV•町也＇Yl田ti四

List四 面 tho u呻'1e田阻t loudvoic圈 。fcitizens of也e na咀m
Our mou也pieces like ban皿剧
We 命回缸n of justice 町回yday.

What have we done? 
Manypα，·le w田:k like g1阻t 皿d eat like 皿，ts
I且ders denied w田kers 曲目nghts
We 曲ea皿 OV•町也＇Yi明白

How long will injustice con血ue?
Our ngh饵 on cowa on the g回s ended 
Allour effo血 阳 fight 如ournghts
We 企eaIDofj回tice 肝臼yday.

What have we done? 
H皿an righ饵 have -ed 田m血 h咀血 valu田
Pe叩le in 也e co皿位y were deprived 
The benefits of people 

mjustice spreads m 肝ery cor咀er ofmy coun位y in MyaIDDar 
Who 回11 fight for 山？
We want justice, 
We dre皿 OV•町day）田ti由1

“When a dream comes tme” 

We are all 叩世utistic dreaIDS, 
L田k坦g forward 阳 a b前阳 阻d 也zzl且g futu血，
For a exquisite 皿dnot fighting a war life, 
Miracles hve like a world m a  wonder也l way. 

Our m皿d曲ll of命回缸圃，
ID our hearts, we all hold 阳 be ending in SU回国S

RIP 

I缅甸I马穆 · 罗希德

罗兴亚人的正义 （ 外工首 ｝

若开是大地上的天堂
但是缅甸政府摧毁了她
一场战争折磨着若开
罗兴亚人想拥有 自 决权

需要被关注真相和办站
对无辜女性的不端行为
被缅甸军演绎强暴残杀

快停下这非正义的战争
若开二零一七年八月
军队用枪炮开火的缅甸
罗兴亚人的家园被摧毁

快快停下这种种族灭绝
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在哪
为什么沉默， 操守在哪
快停止残忍侵略和破坏
若开需要自 由和正义

“公平之梦”

我们曾做过什么
为什么要高谈公平
因为不公平充满缅甸大街小巷
我们想要公平每一天

倾昕人们不痛快的呼号
我们的口舌如香蕉
我们想要公平每一天

我们曾做过什么
许多人像巨人一样工作， 瞧蚁一样生活
领导们却剥夺了工人的权利
我们想要公乎每一天

不知道这种不公平还要持续多少 日 夜
我们的权利被迫终止
我们要努力争取自 己的权利
我们想要公平每一天

我们曾做过什么
人权已经成为我们的价值观
国民被掠夺
权利被剥夺

种种不公平在缅甸每个角落蔓延
谁会为我们而战
我们想要公平
我们想要公平每一天

“当美梦成真’，

我们都怀有乐观的梦想
期待着未来的美好和闪亮
只为无忧无虑无战事
奇迹痛快来I脂

我们心中充满梦想
我们终将获得成功



我们冲破藩篱
实现美好生活

的确我们不能仅仅期盼美梦
我们仍需面对很多问题
这么多悬而未决和冲突
依然是我们成功的绊脚石

你我都梦想着人类社会
充满心连心的大爱
充满团结
当美梦成真， 世界必然焕然一新

The best goals and objectives in our liv，锚，
Just like we fight with obs钮cles.

In fa叽 we don't face only 旭 创1l' a nice 缸ams,
Because we are facing many problems, 
So many undecided, umesolved and Ullllettled conflicts 
It stands as obstacles for o町 四ccess.

You and I 由回m ofa hi皿m且 socie吵，
With love and h四t in o田h叩L
Unity is E蹈yto reach and 
τbe world is so beau幽Jl when a 世eam comes true. 

About the author: 

Mamu Rashid is from M归皿E Coun町 and a Rohingya, He is a twenty tw。
”础 。ld communi印 刷cher from Myanmar 但urma). After he had been 饵”bing at 也E
Bangladesh Le缸圄鸣 Cen阳 in R曲gee Camp s坦白 2 y臼n he is utilizing his 
experience in 阳chi鸣 English, Mamu loves to wri能 poetry, short story and quote and 
is a budding poet. Currently he W回 worki鸣 in MSF 倪edecins S皿 Frontieres)
Bangladesh Re缸gee Camp.The world in which he was born and brought 叩 insp部副d him
to work for human’s wel鱼re and excit“ his soul to dwell deep into 也S 回凶 of ecsta咀s
words and realms of叩iritual po由y皿s literary work is published locally i且 Bangladesh
Re岛吕伺 Camp. Mamu Roshid is a m配由er of World Union of Poe旬， Pentasy B World 
萨JCtry and 企iend血ip group. On social media he has been emerged 画 a prominent love 
Poe也 by 阴rticipa血g and winn旭岳 阳'eral po饱y compe恤ons. He was awarded 伽n
many dill甸回rt institutes as a Poet and h皿1ble servant of hmnanity. His poems has 
published in many In阳national an也ologies. He has been wor挝ng on different萨泪ce.

[China] Tongtian Jianri 

The translator’s Postscript 

Gen町刨ly speaki吨， there are few aes也etic and novel 坦 the 也ree poems.
Ins饵ad， 也� 缸e narrations of the 皿litary conflict of My缸皿z in 2017, and 
re fl，α：世ons of the resistance, pur百uit and e写iectation of Rohingya 萨却pie, with 
也.e first poem foe四面s on crying for help， 也E second one 也nouncing those 
部illty and the 也ird calling for humanity and rationality. Comments are not 
nece届四ry m也e whole event about 也e in饵mal affair of a coun町； however, as 
far as p低:m writi且g is concerned, it is not 础y to write slo伊且 poems to avoid 
criticisms of either cliche or ob回回.ty. If we reg缸d 也E 也ree p口ems as 也e kind 
of w缸 。f m剑stance， 也ey pro叫de a cross-secti曲， full of coarse s阎健ments of 
“we want飞 to reveal 也e poet’s anger, helplessness, naive and fancy. While 岛r
more sophisticated reflec岱∞田， ei:也.er more mature 也ough筋 。r opinions tow缸d
war and life, it may r明uire m阴暗 萨。found cross-sections to demon由ate 也e
process of poet’s reb蛐 and grow也 Although poems are expre回i础 。f
k缸tfeltwishes, con伽uing refinement of也E language is of absolute nece”ity. 

作者简介：
童天鉴 日 ， 著有诗集、 译诗集及杂文

随笔集共九种． 系 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
中 国诗歌学金会员 。 现任中诗网论坛副总
编、 新诗馆共同主编和 《国际诗歌翻译》
季刊客座总编等。 现居山西太原．

A POET 

个
诗
人

（童天鉴 日 汉译）

作者简介：
马穆 · 罗希德， 缅甸罗兴亚人， 22岁 ， 基层

教师． 在难民营的孟加拉 国 学 习 中 心执教两年
后， 凭借其英语方面的造诣， 喜欢上了诗歌、 短
篇小说的创作和挖掘 ， 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 现
供职于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孟加拉国难民营。 他所
生长的世界激励着他从事为人类福祉而工作， 也
激励着他灵魂深处的拷问以及笔端诗歌的精神．
文学作品在当地出版发行． 系世界诗人联合会会
员 ， 五角星世界诗友会会员 。 在社交媒体上赢得
数次诗歌赛后 ， 他迅速成为一名网红诗人。 曾被
多种机构授予诗人和谦逊的人道主义者称号． 诗
歌作品散见国际多种选刊文集． 长期致力于人类
和平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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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I童天鉴日

译自己

说实在地， 这三首诗歌并没有多少美感， 也挂有什
么新意． 只是从一名缅甸罗兴亚人的角度， 讲述了那场
发生在2017年的缅甸国内军事冲突及罗兴亚人的反抗、
索求和展望． 从第一首的奔走呼号， 到第二首的血汩控
诉， 直到第三首才回到人道理性． 关于这段W＆当代他
国 内政事件的前因后果， 我们不做评述． 就诗歌本身来
说， 口号诗不容易写作 ， 写浅了不免流俗， 写深了不易
理解， 都难以产生共鸣． 如果将这三首当作抗战诗对
待 ， 作为一个文本切片 ， 里面较多粗糙的 “我们要” 表
述 ， 可以看到年轻诗人的愤怒、 无 助 、 幼稚和 “ 理
想” ， 而复杂的情况， 或成熟的思虑 ， 或直面 “战争与
人生” 的看怯， 可能需要串起更多有深度的切片， 才能
看到诗人摒弃｜日：盐、 容纳新生、 展示威长． 都说 “诗为
心声” ， 但是诗意语言的打磨， 仍然是必须的．

About the author: 

Member of Shanxi Pm悦nee Wri阳矿 Association and 也e Poe缸y Institute of臼i:na、 Dr.
Tor骂tian Jianri h凶 many publications, including nine books on poe町， poetry translation and 
E酬.ys. Now he lives at T血iyuan, Shanxi Pro世nee, Ch且也 and co-edits a number of websites and 
journals. He is an associa:饱 editor of Chinese Poetry BBS, a co-editor of the New P侃盯
Archive and a guest editor of Rendition oflnternatio11Dl Poe句’ Q四rterly.

特别消息 SPECIAL NEWS 
本刊北京讯 柯南著名诗人、 书怯家王猛仁先生的散文诗集 《平原歌者》 ， 已于2019年12月 由困结出版社出版、 发

行． 书前有拖恪前教授的 4将爱进行到底z 命运困锁的灵咒与灵魂救赎的出 口 －一序王猛仁〈平原歌者＞》 ， 书末附有
李俊功先生的评论 《细微处总能触动人心深处柔软的部分》 ． 全书共收散文诗170余章， 前勒 口 置有作者简介、 彩照。 印
制精美、 大气， 大32K, 276页， 值得细品．

RIP 

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 （IPT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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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意象主义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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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是中 国诗歌美学的核心和最基本范畴．
中国诗歌的意象传统始 自 4诗经B 中的 “ 国风’
和屈原的 4离骚» . 后经晋代陶渊明所开创的田
园山水诗的进一步开掘， 并经唐、 宋两代诗人的
共同继承、 丰富和拓展， 使意象成了中 国诗歌源
远流长而博大精深的一个庞太系统。 自 “五
四” 以来， 中 国新诗在20世纪共有3次现代主义的
繁荣。 前两次分别是三、 三十年代 （以戴望舒、
李金发为代表 ） 和40年代 （以穆且为代表） ， 后
一次则是由70年代末 “朦胧诗” 运动所引发的
8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普化． 这3次现代主义诗歌

（尤其是 “朦胧诗’ ） 运动在诗歌美学、 艺术本
体建设， 及其创作实践上， 都不谋而合地突现了
对民族意象诗传统的恢复和创造性发展。 后意象
主义一说便由此而来。 它既是对中 国古典诗歌意
象传统的继承和推陈出新， 又是对 “五 · 四” 新
诗和 “朦胧诗” 运动所形成的新意象元素的拓展
与突进． 所以， “后意象” 的 “后” 便是相对于
新诗所形成的新意象而言．

当新诗潮运动在90年代初陷入短暂的沉寂，
当时， 重庆青年诗人张智 （即野鬼 ） 先后通过电
话和书信与广州的子午多次进行交流探讨． 他们
坚信， 尽管某些过激青年在新诗潮运动中 ， 一度
提出 了反意象、 反抒情、 反语言、 反技巧、 反传
统、 反文化， 甚至反诗的主张， 但中 国诗歌的意
象传统却恰恰是世界诗史中最为独特、 最有生命
力 ， 因而也是它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及核心元
素。 为使中 国当代新诗不至于与两千多年的意象
传统发生艺术断裂 ， 并在文化学意义和诗歌美学
上进一步保持和深化其汉语性特点 ， 共同为中 国
新诗建设献上一份绵力 ， 经 与 罔 仁 商定 ， 于
1995年5月 8 日 在重庆创办 中 国第一个混语版诗刊
4国际汉语诗坛B （后更名为 4国际诗歌翻译B

季刊 ， 张智任执行总编） ， 并以该刊为阵地 ， 联
系和团结有志于开拓中 国新诗意象及致力诗体建
设的海内外华文诗人．

4国际诗歌翻译E 同仁是一支创作、 评论、
翻译三位一体的团队． 他们对中 国诗歌意象传统
的坚持及其 “守望者” 的虔诚 ， 得到了特丽辛
卡 · 佩雷拉 （ 巴西） 、 露丝玛丽 · 威尔金森 （ 美
国 ） 、 高利克 （斯洛伐克） 、 娜迪亚一契拉 勃普
（ 罗马尼亚） 、 伊曼纽尔 · 马休 （ 比利时） 、 毕

普拉勃 · 马加达 （印度） 森 · 哈达 （ 蒙古 国 ） 、
陈颖杜 （ 泰 国 ） 、 奥英 （新加坡） 等中外著名诗
人、 汉学家、 翻译家 ， 和台港知名诗人邱平、 蔡

Image is 也e ker咀d 皿d the =•t basic 国民gory of the a剧thetics of Chinese 

po由y. τ1回 国晤e tr回itioo ofαin田e po由y begins from Guo Feog in The B四k of 

Songs 皿dQuYi阔的 ThePw制•gS01叩w, later 阳 be 由vel呵，时 也rough the I皿由6呼e

po由y by Tao Yuan皿ing in 也e Jin 即回呵， and i曲回ted, 田riched, de晤回国join世y

by po曲 。f也e τ国g 皿d Song d•严asti田， which matures uu唔e into a huge 可由皿 也at

bo国ts prof\皿dity 皿d a long his阳予 Since the 如lay F由由 Movement in 1919, new 

Chinese po由y m回国sed 由roe perio由 。f prosp回走y in moder回sm 皿 也e 20也

出ntury. The 曲回 阳o p回ods 町 respectively the 20s to 抽 （呻，resented by Dai 

W皿gshu 皿d Li Jinfa） 皿d the 40s (r可团团ntedby Mu Dan); the third period 田fers to 

the p叩ularizatioo of ＝阳nism po由y in the 80s in回.gued by the mov回回t of 

‘'misty poems” at 也e end of the 70s. 回国e 也ree movem，四” 。f moder沮iam po由y,

psrticulsrly 也e m.ovem四t of田isty poer田”， have coincick泪tally placed 阻•ph剧s 咀

也s m阳m钮阻 阻d creative d町el呻固血t 。f 也e 田.ti•田ial 田dition of 皿晤e p。e缸y

由回d扭g poe钮y a届也etics’ coo血＂＇巾m of酣 p町 盹’ 阻d poe缸y c血剧m H阻臼 the

田咀 。f‘￥。st恤agism' whi曲， while inheritiog and evolving the new from the m暗e
u咀ition of cla剧” Chin田e p回町， devel吨孤 陋d a亚haoc田 the new 国晤e elerneot 

formed 也rough May Four也 Movement new p睛盯 皿d the mover卫回t of misty 

poems There曲目， the post in post－国唔ism, compsratively，， 由如惠 阳 the new image 

缸rmed in new Chinese poe町
At the beginoing of 耻 9曲， 阳mp田my sil回国 reigos in new po由y, wh回

Zh皿E Zhi (Diablo), a 归uog poet from Choogqing, disc田S自 由e 缸阳re of Chinese 

po由ywi也 Zi Wu who 四 from G田ng血ou oo也a phooe 町 也rough correspoodence 

Their belief is 也at, h 甲i徊 。f阻 四 image， 四世＿，帅， anti也guage， 皿岳阳＇hnique,

皿.ti－国dition, 田.ti-cultur哩， even 阻钮’因町 profe,.ed by 回me radi国l y四皿g po曲 回

也e movem阻t of new po由y， 也.e ima伊 田ditioo of Chloe田 po由y s副I remains 也e

Ill-OS! u皿.que and 由e most fc归国ful 坦 也e his阳y of world poe坷， and 11 is 也e

F回回回site for its 阻挡缸nee 皿d 也e ker咀.el eler卫团t To prev，四t con蚀皿porary

Chioese poetry fro皿 kα面ng off srtiatically from 也s 国晤e 位aditioo of two tho田咀d

yesrs， 皿d to I<α司p and 曲叩eo its Chin国e charac阳istics cul阳rally and 困S血etically,

after discussion 阻d coosulta臼m with 0也盯 coll四.gues， 也町 sponsored 也e first 

bilingual po由y periodical τ'he α坦白e Po曲y h句ma缸世ial (la阳 chaog<现 扭曲
multilingual R四dition of Inter唰刷刷／P，幽蜘y Qum如fy, Dr.Zh皿.g Zhi 国 也e 白自由回

国I阳－回国chief) in α回回ing 00 May 8, 1995, aiming 阳 回血e some coolr!'botioo 怕 也e

由田间noent of new αinese po由y. 四s magi国ne baa rallied a host of α坦国e p田ts

M也 at home and 聋哑D OV回...， countries who 由are 也e 缸由,;tion 国 曲曲E d田el咱 也e

image of new Ch坦国e 萨万町 皿dwho are 曲回tedto 也e con皿ruction ofp。由y 可由皿
The members of Rendition of ln1£rna曲阳／ Poe坷’ 白耐erly constitute a t国皿

目18晤时 in F由y wri血g, criticism, 皿d 国皿1国on. The guard and main国且 也e

noage 国dition of Chloe四 po由y and, σwiog to 也err piety of ‘V础h四”， 也可 S副n

a甲port 齿。皿 fa皿D田 α皿幽 阻d overse田 po础， Sinologi阳 晒d translators such 剧

Teresinka Perei皿 但razil), Rosemary C. Willd皿on (America), Galik (Slovak), Nad且

CellaP叩 (Rom皿a), Emman国＇l Mi血ieu (Belgiu叫， Biplab Maj1皿曲 。且也吟， H时翩

Seo曲。 （Mi田割golia), Chan Sirisuwat σbailand), Shi Ymg (S画画晤。<e）， 回 well as Chiu 

Pin and Choi Laisheuog, famo田 p。et and poet国s m略田tively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 A时回且y, R四di阳n of International P四坷， Quarterly h剧 由四1叩ed 坦to the 

most represeotative 皿d influential Chinese msg回m bo也 at home and abroad， 皿d

RIP 



丽双等的肯定和支持 。 实际上， 4 国 际诗歌翻
译E 季刊已发展成为一份海内外最重要、 最有代
表性的华文诗刊及全球发行范围最广的混语版诗
刊 ， 在国际诗坛享有盛誉． 应当指出 ， 后意象主
义诗派是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 ， 并得到海内外
不少诗界权威肯定的诗派． 该诗派代表诗人有

（按出生年先后为序） ＝ 杨宗择、 子午 （理论代
言人） 、 叶世斌、 朱立坤、 查镜洲、 野鬼、 张智
中、 沈着钧、 木樨颜 … ， 等．

4周易 系辞B 日 z “圣人立象以尽意 ， 设
卦以尽情伪 ， 系辞焉以尽其言． ” 在这里， “ 立
象以尽意” 无疑是中国古代美学、 同时也是诗歌
美学关于意象的最早体认． 南朝梁代文论家刘挺
《文心雕龙 · 神思篇B 国 z “寻声律而定墨… …

窥意象而运斤 。 此盖驭文之首术 ， 谋 篇 之 大
端． ” 显然， 刘越是将意象视为写诗作文的最高
艺术技巧和谋篇布局的最重要手楼。 陈植愣指
出 ＝ “意象是以语词为载体的诗歌艺术的基本符
号． ” 晚近的英美意象派诗歌， 与中国古典意象诗
分属两个品格各异的诗美体系 （英文h唔E是指运
用想象、 幻想、 譬喻所构成的各种具体、 鲜明、 可
感的诗歌形象， 这显然有jjlj于中 国古诗中的 “意
象” ） ， 但前者无疑深深受惠于后者的影响．

至于 “朦胧诗’ 群所普遍使用的鸽哨 、 蒲公
英、 湖泊、 天空、 帆影、 星星、 露捕、 小草等意
象 ， 实质上是对陶渊明 山水诗中的田 园 、 南 山 、
东篱、 倦鸟 ， 和李白 、 杜甫诗中的轻舟、 孤帆、
长江、 明月 、 花间等意象的一种现代视角的折
射。 我们不难看出当代青年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
意象话语 “家族积淀” 的心灵攘痕． 如果说， 古
典诗歌中 的传统意象是以其农耕文化背景为依
托， “五 · 四” 新诗的意象是与其狂飘接进、 文
白夹杂的时代精神互为表里， “朦胧诗’ 中的意
象是新时期 “伤痕” 、 “反凰” 和 “寻根” 文学
的一种特殊词／象载体， 那么 ， 后意象主义诗歌中
的意象则是互联网时代对汉语和汉语文学中的人
文精神的重铸， 和对中 国新诗的汉语性特点的本
体论复归．

子午认为 ． “意象与叙事是诗歌的两个最基
本的支点。 意象的弱化或缺失 ， 必然导致诗性的
丧失或消解． ” 从汉语的历史发展和生成形态来
看 ， 它特殊的词性活用 、 字体结构及其音节的单
体化格局 （ 即一个字为一个音节 ） ， 以及讲求
音、 形对称， 散点分布的 “场型语言’ ， 是与东
方的整体主义哲学相辅相成 的 ． 汉语的这一特
点 ， 使意象成了汉语文学 （尤其是汉语诗） 的核
心元素． 在现代汉语发展几近圆熟的后新时期特
定语境下， 意象虽然不可能再是 “驭文之首术，
谋篇之大端” ， 但它仍然是后意象主义诗人托物
寓情， 通过对语言的 “象一意一境” 三次激活，
而使词象互生 ， 以达到 “言外一象外一诗外’ 三
重叠合诗美原则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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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e most widely distribu时 皿叫时mgi皿 po由y periodical 血 也e world, fc町 whi也 it

enjoys a good reputation 坦 internati曲al fon且血 。fpo由予 It 由ould be poi卫怡d out由却

也e poe町 础国'1ofpost－皿agi皿 has been eonfirmed by some poe位y au也回国队 皿d

it is 阻自由，g more 皿d E咀:e influence internati咀alli几 Repr回回tative poe徊 。f也扭

曲ool are 胁。但也ng to 曲曲 曲回 of bir也，） Yang Zoogu, Zi Wu （趾町
晤。kesmao), Ye Slnbin, Zbo L也皿， Zba Jingzhou， 四由fo, Zbaog Zhi血回窑， Shen

Youjun，阻dBrentY1阻， 由

Ccpu／，酣阳 of1页e Book of Changes 四＇Y＇· “the saint ere•阳 皿 国唔e to 四pre回

his 回国皿ng, establish°' hexagram to reeognize fa!田 feelings， 皿d睛g田ts 阳 wσ时s阳

回F田s his me皿ing.” H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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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且d P田缸y 回s血eti囚 Liu E吕e， 回 est曲＇lished lit田宙y 也田>rist 皿 也e s。u也 D归圃吃y, ， 

th田 E皿Jlrks 皿 his E田D田 Carving Dragon at the Core of Liter回拙re (wenxin 

diaolong). 、 四t the 阳ne accord坦g 抽 血.yme aod rh灿皿 . to wri饱 accor由ng 阳 the

田age. This IS 也E first 皿F血皿 technique m 四mpoSition aod diapoSitioo of 皿

缸咀cle.” Obviously, Liu Xie re酬rds 皿age as 也e c曲副皿皿脚 缸怪叫c skill 皿 且阳缸y

creatioo aod 也e most imp田tant m剧皿 of layout 坦 wri出g Ch四 Zhi’e al四 po凰”

out· 吁血晤S ” 也e basic symbol m 也.e art of poetry with w田由 国 也e c町1臣” The

afterward irnagist F始往y in Britain aod Am回国 is difl趾eot from aoci回t Chinese 

po由y of images, aod th町 fall under two sys能ms ofp。由7 嗣stheti国 （in En国i曲， the

W回电1 “onage” refers to vsrim捕 。oocre旬， vivid, 皿d tangible poetic vis回lizatioo by 

using irnagi皿tioo, 山usioo， 皿d sunile, which " differ回I from 也e image in ancient 

Cbioe回 归由y), though 血e for回er is de哼·ly influeo回d by 也e latter. 

Dove, daodelion, lal<e, sky，， 皿ii star, dew由叩， gra圃， soch m唔田 which are rife 

in misty poems 町， aclnally the modem reflectioo of 也 回咿s soch 田 field,

皿u血em hill, eas馆m hedge， 皿d we缸y birds m poems of Tao Yuaoming and of也e

irnag国 阳也 困 班班， looely 国且， the Loog River, the bright 皿0阻， aod !lowers 皿

poems of Li BBJ aod Do Fu. It is not difficult for us 阳 find 也S 皿ul tr回国 of

con健呵。rary young F揭ts 00 the 唱皿ily accumul抽血” 。f the image of ancient 

Chi旦国e p四町 E we B町 也e 田ditinnal onage 坦 阻c1ent Chinese po由y takes the 

agricul阳血I cul阳血 剧 由 backgroond, 也e 国昭e 皿 poetry doring the May Fourth 

Mov<扭曲I ca皿ot di叩ense with its 叩田•ha! hurricane & radi叫ism aod 也.e mixed 

langusge of archaism & vernac由自田， 也.e image in misty poetry is a 吨阴阳i di曲曲

目 cBJrier of也e litera阳re of“scar”， "refl仅:tioo＇’， aod 吨。。tfinding” 扭 曲e new peri。4

也en the image in p回町 ofpost-irn暗iam is a re-casting of humanism in Chine田 aod

Chioese l由四阳m in the 暗e of networlι as well as res阳ation of the Chinese 

chansc田t回回 innew Chioese poe缸y
Zi Wu believ国 也at 气m唔e 皿d DS1四lion are 也e most 田F由nt two pivots in 

po由7 皿d, any we血ening or loss of irn唔e 回国ls 也a lo回 町 dissolve of po由y."

Hist回国lly and etymolo回国时， Chin田e is E四ible in its parts of speech, i也 由E四回

sin皿m is 甲ecial, its syllabi国 町 U皿直ed (one Chinese chanscter, one 可llabl啡， it is 

parallel in so皿d and form， 四d it is a kind of 咀eld句F langoage” 。f individual 

pom钮， all th田e a田 supplern回国y阳 也e Oriental overall 件ιOS叩＇by. Such f国阳血喝 of

the Chin田e langusge render 也e 国唔B M阳 a kernel elem晒 。f Ch血田 H饱rator哩，

P缸ticularly Ch且S随 po出3民 u.，出＂ 也B C咀怡•XI of也e post-new 叩och when modem 
Chinese nearly re斟h剧 consu皿皿ation, 也∞吕h irn晤e is no 皿.ore ‘咀e first 皿porta皿

techn坷回 国 composition aod di晤。sitioo of 血 article”， poets of post irnagis血，

也rou吕h activatioo f由 也e s曲曲d 咀皿s the 吨皿age-sense-realm” in langoage, bring 

wor由 阻d irn晤e into an inte申lay，， 回 回 to 回press feel恒g， 也roogh the 也ings

曲阳ibed, 皿d finally 阳 realiu the 阻＇ple principle of pc妃町 扭曲etics of 咱可ond

W回由 b町·ond irn晤e b町ondp回缸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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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中国I王幅明 [China] WANG Fuming 

行吟与言志
一一读李志亮 〈散文诗精选〉

Going Lyric and Aspiring 
- On Selected P阳＇eP�翩翩 句ILI Zhi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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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亮先生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作家、 诗人。
16岁开始写诗 ， 儿十年来笔耕不辍 ， 且捞,Ii!.多种文
体， 兼及散文、 新诗、 古典诗词、 小说、 杂文等。 作
品发表在 《人民 日 报》 《光明 日 报》 《散文选刊》 等
国内有影晌的文学刊物， 成果颇丰， 出版过多部散文
集、 诗集和中篇小说。 散文荣获中国散文学会第三、
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 诗作多次获奖， 部分诗作被
译介到美国、 印度及欧洲诸国．

前不久收到他惠赠的大作 《李志亮散文诗精
选》 ， 令我眼前一亮． 展卷细读， 不时为他真诚、 朴
实、 讴歌正能量的作品所打动。 他的散文诗深受中 国
传统古典诗词及 4诗经B 的影响 ， 特别在句式、 分
段、 语言和意境上的影响清晰可见． 其作品大多属于
行吟类， 题材丰富， 俯拾皆是。 志亮先生是国家公务
员 ， 长期从事公安、 纪检工作， 工作之余， 参观祖国
各地的风物、 名胜， 其中一些在记忆里挥之不去， 51
燃起激情和灵感， 成为他散文诗创作的诱因．

他散文诗作品的一个突出特色 ， 是在行吟中言
志． 如 《中山陵》 z

中山陵， 高耸跨越苍穹 ， 烈风吹显威严。

中山陵， 背靠崔鬼钟山在云中， 长江万里滚滚去。

中山陵， 黛色苍松三千尺， 超群独立伪军柏漫山．

中山陵， 云山烟火， 气象雄伟……

登上中山陵， “我的血被与心灵得到一次净化与
升华” ， 缅怀中 山先生的不朽业绩， 作者首先想到的
是中山先生身体力行并终生倡导的执政理念z 夭下为
公． 它在诗人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仿佛在我
的血管中奔腾” ， 因而令作者 “大声吟睐’ ． 这种在
行吟中言志的写法， 有画龙点睛的功效， 颇具感染
力．

又如通篇不足百字的短章 《雁》 z 太阳 落下 了 ，
大江流动， 余晖'f一群大雁 飞翔． 不怕风急霜浓， 还

在塞北春来香寒， 用 大智大勇 ， 啄缘了人同生活． 在

云涛中散步 ， 视泰山一点， 看江水一条线 ， 高 飞吧，

大雁， 耐得住寂寞 ， 耐得住孤独、 清贫．

这是一首咏物诗， 对象是常见的候鸟大雁． 写大
雁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但大多都会使雁人格化． 人是
大 自然的镜子． 大 自 然的美， 都有人类的影子。 人格
有高下之分． 志亮先生用 “大智大勇’ “啄绿’ “云
涛中散步” 等词汇赞美大雁， 使大雁具有了坚忍、 从
容、 淡袖的崇高人格． 作者同样在言志． 他崇尚 “耐
得住蛊寞， 耐得住孤独、 清贫” 的人格， 祝愿他们更
高地飞翔， 何尝不是他内心的写照！

再如 《黑龙江岸上臼桦树》 z

Mr. LI Zh血ang is a 臼ptuagenarian wr如r and poet. His po曲y-composing

career spanned de坦ades E阳世ng nonstop from the age of 16, addressing a wide 

spectrum of genres encamp臼sing pro醋， neo-po由y, classical 严E町， novels and 

国画ys. He, a productive writ.er, has published collections of prose, po由y and 

novellas in numerous Ii阳ry influencers in Ch血， e.g. P1四>pie's Dai�且 由angMing
Da均＇ and Prose Ant加logy. His prose wo且 也 回inl and Pou地 National Bing 克E

Prose Award by Chinese Prose Society. His poems have won multiple awards,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to the United Stat目， India and 

Eur1吨>ea.II C口1皿创es.

Not 1吨 啡， I received his gift masteJpiece Selected Prose Poems 句F LI 

Zhiliang which blew 町 mind. Browsing 缸uugh the 严>ems, I was touched 企四

世me to time by his heartfelt, pl血 eulogi，创 of positive m吨y. His prose 严>ems

have been largely inspired by the 国di世ona1 αinese cl皿ical po由y and The Book 
of Songs, noti1咀bly re组.ective of sen回ce pa:阳m paragraphi吨， wording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in particul缸 Most of his works are lyric with ar-reaching 

也emes. Mr. Zhiliang is a national civil servant who has long been dedicated to 

public 即回ty and disciplin町 旭叨创世.on. 队副鸣 hiS W（πk breaks, he visited hosts 

of 阴阳c sites across China, some of which have produced persis饵” memories,

igniting his passion and诅咿m咀on and inducing his poem creation. 

One of the 仰1minent f回ures of his prose poems is 咐甸回z.ed by his 

aspiri鸣 1严icism. Such 凶 品m Yat-sen '.J Mausoleum; 
Sun Yat-sen '.J Mauso／，四巩 俐＇ering across the sky with the gale bellowing 

majesty. 
Sun Yat-sen :r Mausoleum, nestling in the clouded Zhong M侃”“in,

。阳’＇looking the mighty Yan.伊ellivers吨ingforward.
品m Yat-sen :i- Ma仰。1剧111, surrounded 句， skyscrapingp切es and cyprf!Sses all 

over t.加 mountains.
品m Yat-senig 胁usoleum, what a magr明cent ink landscape of clouded peaks 

and misty rain. .. 
Mounting Sun Yat-s钮’S Mausol阴血， Mr. LI Zhiliang chan时 ‘'My blood and 

soul was pur谊ed and sublima:旬d once 略目n”. Recalling the immortal achievements 

of Mr. Sun Yat-s钮， the au血。r 企事t thought of the governing min也et that 抽. Sun 

Yat-sen practiced and advocated all his life: The world is for 也e common good 

which resonated 位oogly with the author's heart. “As if it were chur回鸣 也rough

my veins，” ” 也at the au血or “chanted al创ro.” τ恼 kind of lyric as庐ations

effi耐vely serve as infectious sound bi阳．

F阳 another example his another short piece of less 也an 100 words Wild 
Geese; At sunse也 a flock of wild geese � sail；阳E a加ve a gushing river in the 

a舟’-g/1仰， D，功ing the gusty wind and thick ft吼叫 t问， � still 切 the 1Wrth braving 
t加 early bitter spring cold. With great wisdom and courage, they 加vepecked lush 
human t协 附en t间’ � s仰lli11g 切 the cloi峙， 胁unt Thi 拟即 切to a tiny spot 
and the river a ;rtring. Soar h胁 wild geese.， ”“’四 时ump.加d o阳 loneliness,
solitude and pove呻·

四is is an ode to 也ings with the common mi阴阳Y geese being the object 

Wtld geese can be depicted 企'OI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ut mostly are person血此

Human beings are the m尬。r of nature whose beauty exemplifies humans. 

Personali阳 can be both lo峙 and humble. 抽． 血iliang extols 8制E with 町ch

expressions as “great wisdom and courage”， 、eek lush＂， “strolli鸣 in the clouds”， 

础， 也.us 钮dowing 段ese W地 noble personalities such as perseverance, calm and 

伽tachment. Meanwhile, the 倒也or is abo vocal ab01成 his aspirations. He 

ch缸咿ons the p町sonalities of ＂位iumph over lonelines目， solitude and po叩审”， and

may they soar higher, which is actually 也E 萨X国1yal of his 恒nerworld!

The Silver Bi陀h on Amur River illustrates 句rther:

RIP 



高 高 的 白桦树， 滔滔的黑龙江水． 白 桦树走的是一

条艰苦卓绝的道路， 官 盼望有一种希望到来．

摆在 它 的 面 前是 ： 大 山 ， 寒风 ， 黑夜 ， 雪花 ， 悬

崖 ， 江水， 雷 电 ， 暴雨 ， 两碍是， 漠漠纷纷飞雪．

白 桦树 迎 着 几 番 风 雨 ， 不 回 头 ， 身 体直立 向 前

走． 雷 电 击碎 了 白 桦树 崎 叶 子 ， 官 抬起 头 向 前走。 白

桦树在夜来寒、 杀卢 阵 阵的环珑， 冲 坚是锐， 碧 血丹
心 ， 向 前走 ！

恶 鸟 死 了 。 白 桦树 盼到 了 春风 ， 黎明 ， 太 阳 照 满

人间 ．
此章与 《雁》 异曲同工。 在作者眼中 ， 白桦树下是

静止的， 它像一个顶风冒雪一往无前的勇土， 最终赢得
了春天． 显然， 字里行间， 有着作者深沉的寄托。

徐怀谦说 z “读李志亮的散文， 感觉他的文字贯穿
了一股浩然正气 ， 这样的文字搭在一起 ， 就构成了一幅
风骨， 使他的文字昂然挺立 ， 不会轻易倒掉． 这可能得
益于中原大地的哺育 ， 也与他长年做纪检监察工作有
关． ” 徐怀谦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志亮先生的散文诗． 以
上举例足可佐证。

志亮先生写过不少有关豫东风情风物的短章， 犹如
一幅幅精致的素描， 别具一格。 而他一些在行吟中育志
的篇章， 是他散文诗中最有思想价值的部分。

作者简介：
主幅明 ， 1949年出生于阿南唐何． 中 国作

家协会、 中 国书单家协会、 中 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会员 ， 中 固传记文学学会理事， 阿南省散文
诗学会会长，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从事编辑
出版工作30余年 ， 曾任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
有10余种文学著作出版． 现居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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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刷晴巾1gsilver bi.陀h and surging Heilongiiang River. The birc由 has
blazed a craggy and ardi翩翩 阳ii, wai.阳1gfor a glimmer of hope. 

Looming large ahead are: mountai1邸， pie，陀ing w切d， “rk night, 

SllOll庐动町， cl盼，F 刷刷，s， 伪under, storms, frost and hecn伊snow.
Braving 伪e wind and rain, the silver bi1陀h， 加φ， S阳ightened, forged 

ahead without looking back. The lightning smashed its leaves. Nel哩，1he.阳·s, it 
raised its head and moved on. The sill哩T birch strode in the cold 吨ht, in the 
伽nderous fierce bat＃份峙， storming through barricat如 after barricad，饵，
his blood boiling and red heart thumping. He just forged on! 

The evil bird was killed. The bi1陀·h survived to embrace the spring breeze. 
Atda棚， the sun shone all over the wor. 

This poem echoes The Wild Geese. In也e auth＇町’s eyes， 也e bin:h poised 
s咀11 like a co皿'8geous man co曲。E也g 也e wind and snow and ev·钮tually
harvested the s回ng. Obviously, we can re“ the au也饵’s profound emoti咀al
convictions between也E lines. 

XU Huaiqian COD皿四时， ‘呗hen I m“ LI Zbiliang’s prose, I feel 也t
his WOI咀s brim wi也 noble and righteous spirit. 臼ce joined， 也ese w耐s form 

a style 也t makes his phrases stand upright and won't collapse effortlessly, 
which 皿y have benefi饱d from 也e 叫咀vation of 也e cen国l plains and his 
yelllll of disciplinary inspection and st亭ervision.” XU Huaiqian's 吨伊aisal also 
叩plies to 血凶ang’s prose po四日， which are well e说denced by 也e above 

quo饱也.ODS.
陆. Zhiliang has writ阳 numberless short poems on 也e local practice咀

and custo皿 in eas饱m Henan Province, which strike us as elaborate novel 
pencil sk由hes. Those relative to lyric aspirations are 也e most emotionally 

prime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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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皿slatedby LU Feng) 

About 也e au也or:

WANG Fuming, born 面 1949 in Ta且ghe County, Henan Provi且饵， is m缸nb缸 。f
Chinese Wri恒rs Association, member of Chinese Calligraph町、 Association, member of 
Chinese Li阳缸y Critics Association, Dir回tor of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Association， 白白ident ofHenan Prose Po由y Society, E叩缸twi也 叩ecial allowances 企回E
也e State Council. He has been engaged 也 editing and publishing for more 也an 30 yelllll, 
served 勘 President of Henan Li旬rature and Art Pub且也且s House, and published over I 0 
Ii田·aryworks. 酶’s now M吨 inZhengzhou. 

英语－意大利语对照诗选
(We Are All Waiting to Unmask Ourselves-Stiamo Tutti Aspettando di Smascherarci) 

已由POMEZIA-NOTIZIE在意大利出版发行

英语一意大利语对照诗选 《We Are AU Waiting to Unm囚k Ourselves
Stiamo Tutti Aspettando di Smascherarci》 ， 系 意 大 利 著 名 文 学 杂 志
《POMEZIA-NOTIZIE｝｝ 策划、 出版的重要诗歌选本， 全书收录了中国实

力诗人张烨 （ZHANG YE） 教授、 段光安 （DUAN GUANG’AN） 先生、
张智（ZHANG E由博士、 陈红为（CHEN HONGWEI)先生 、 唐诗（TANG
SHI)博士、 吴技文（WU TOUWEN)教授、 成果（CH剧G GUO）女士、 李尚
朝（LI SHANGCHAO）先生、 徐春芳（却 C皿肘FANG）先生、 秦Jll (QIN
CHUAN)先生等的英语一意大利语对照诗作、 简介和意大利著名诗人
Domenico Defelice先生的精彩短评． 前后勒 口 置有十位中国诗人的照片，
书末附有英译者、 中 国著名翻译家张智中教授、 石永浩教授 ， 意大利语
译者、 意太利著名翻译家Domenico De岛lice先生、 Lidia Chiarelli女士的英
文简介。

公元2019年初 ， 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主席张智博士 ， 应意大利著
名文学月刊 《POMEZIA-NOπZIE》 主编Domenico Defelice先生之约， 推介十位有影响力的中国诗人的诗作、 简介和照片，
在该刊连载， 继而引起意大利读者的广泛关注。 2020年3月 ， 。OMEZIA-NOTIZIE》 将以上十位中 国诗人的作品、 小传在意
大利结集出版． 该书大32K, 104页， 印制精美、 大气， 值得珍藏．

每鲍

h幽叫

，、．，a‘4

’宝
岛EI阳－－

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 （IPT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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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世界各国诗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促进诗
歌的翻译与研究， 弘扬伟大的诗歌艺术， 国际诗歌翻译研究
中心、 环球文化出版社和混语版 《国际诗歌翻译B 季刊编辑
部 ， 决定联合编辑出 版一套 《世界诗人书库》 （双语对
照） ， 计划在十年时间内 （2010-2020） ， 编辑出版各国重要
诗人的个人诗集500』1000部． 为了确保 《世界诗人书库》 的整
体艺术质量， 现面向世界各国诗人公开征稿． 具体事宜如r=

一、 举凡各国有影响、 有成就、 有实力的诗人， 不论国
籍、 语种、 民族、 宗教信仰、 性别、 年龄， 均可来稿．

二、 4世界诗人书库》 以 自 费公助形式出版， 诗集的印
刷费和邮寄费由作者 自行承担， 翻译费由国际诗歌翻译研究
中心提供全额资助．

三、 《世界诗人书库》 统一设计、 统一制作、 统一定
价、 统一出版， 大 16K（窄长型 ， 265x170mm）， 每部诗集为
10个印张 ( 160页） ， 长诗、 组诗、 短诗均可， 总行数请控
制在1600-1700行之 间 ， 封面为300g铜版卡彩印 ， 环衬为
250g白卡， 内页为80g轻型纸印刷， 诗集前后勒 口 置有作者
简介 （双语对照） 和彩色近照一帧． 每部诗集即数为1000
册 ， 每 册 定价 人 民 币 60

Warmly welcome poetic works 盒。m all over 也e world! 
Wi也 the vi阳 。f础ancing the communi创口rn ofpoe饵 throughout

也e world 88 well 88 the develo萨nent of poetry tra且slatiorn and research, 
也 Edito血l D叩缸恤.ent of Rendition of International Poetry Quarter，段，
together with International Poetry Transla世on and Research Cen田， 也E
Earth Culture 阶ess, decide to publish a series of persornal collectiorn of 
poems en剧ed The Book Series of 胁rid Poets 但也昭ual). The 
pub Ii叫on (2010-2020) is planned to consist of 500-1000 volumes. 

Detailed int创mation is as follows: 
1. Poets wi也 influence, achiev·αnent and c叩ability in poetic 

creation, in any coun町， 町 language, any nation, any reli脚n and age, 
缸E warmly welcome to send your works to us. 

2. Fees for 也E 严坦国g and the postage of The Books Series of 
阮rldPoets are paid by the authors themselves. Transla刽皿 口fthe poetic 
works is ψonson:对 by h能matiornal P创町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Cen出．

3. The Book Series of World Poets are 严1bli由国 i且 也e same style of 
16k (265xl7恤m) and 伊始“ according to 也E same criterion. Each 

volume, 160 pages wi也 16协1700
lines, can be composed of any type of 
p创:ms like long poems, short poems 元 ， 美 金 25元 ， 欧 元 25

元． 诗集出版后 ， 将向作
者免费提供样书100册， 其
余诗集将随f昆语版 《 国 际
诗歌翻译》 杂志， 寄赠联
合 国 图书馆， 、 联合 国 教
科文组织、 世界重要国家
国会 图书馆、 世界重要文
学报刊、 世界著名大学困
书馆、 世界知名文学研究

《世界诗人书库》 （ 双语对 照 ）
征稿启 事

and serial po锢s. Front cov＇町 is
colorfully pr诅臼d with c吨iper plat.e 
paper (300g) and 旭side page is 
prin时 with light 。他et paper (80g}. 
On inside 齿。nt cover fold is the brief 
旭位呻iction of 也 剧也.or {bili鸣ual)
and a coL创串d picture of 也E au曲。·r.
Each volu皿E is print.ed in 1000 
co肉s. Price of伺ch copy is： ＜到Y60,

Notice to Contributors 
of The Book Series of the 肠ridPoets 但ilin伊al)

专家、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等．
四 、 在诗集出版的同时， 《国际诗歌翻译》 季刊 （混语

版） ， 将以双语对照形式， 推出诗人的代表性诗作3-5首， 作
者筒介和彩色照片， 向各国读者隆重推荐．

五、 作者来稿时， 请 自行编定其诗集的作者生平与艺术
简历、 诗集的 目 录和正文， 另外， 请提供诗人精美的彩色照
片土帧．

六、 每部诗集的作者， 需 自行承担出版其个人诗集所需
的 印 刷 费 和 邮 寄 费 人 民 币 16900元 （ 国 外 美金 2900元或
2800欧元） ， 每增加一个印张(16页） ， 将加收印刷、 邮寄费
人民币 1600元 （ 圄外400美元或400欧元） ． 为了减少往返时
间 ， 加快出版速度， 诗人在赐寄诗稿的同时， 请将所需费用
汇 至 2 中 国 重庆市江北 区观音桥邮局031信箱 张智 （ 情
士） ， 邮政编码z 4棚120， 支票抬头请写z 张智． 开户行＝ 中
国银行重庆江北支行， 户名E 张智， 账号： 113�1777301， 银
行SWIFT代码： BKiαCNBJ5驰。 如有不明之处请来函垂询。
电子邮箱： i阱c@126.c阻。

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
环球文化出版社

混语版 《国际诗歌翻译》 杂志社

USS 25 or EUR 25. After也E publication of his collection of萨览皿且， the
m也町 will get 100 copies of E缸nple books free of charge. Part of the自
copies, with Rendition of International Poetry 白arte巾， will be 
阴"esented to the UN Library, UNESCO, Nobel Prize Committee, the 
libraries of fa皿ous universities and Ii位rary rese缸'Ch institu圃， 盹．

4. Three to five poems from an author's collection of poems are 
meanwhile represented in Rendition of International Poe句’ Quarterly,
with his/her brief intro也ction and colored抖出Jre.

5. Besides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wi也 his I her selιintroduction 
协out poetic exp町ience, the table of contents and his I her colored 
pictures， 皿 皿也田 总 回事posed to send by e-mail: iptro@126.co皿

6. Fees paid by也e 剧也or “dup to CNY 16900 (US $2900 or EUR 
2800}, ev町 incre脚 a printed sheet (16 pages}, want也.e incr回se prin盹
副 皿ailing co晦 创Y 1600 (US 归∞ 口r EUR 400). Remit money and 
post contnlmtion to: Dr. Zhang Zhi, P. 0. Box 031, Guanyinqiao, Ji皿快d
m耐ict, Chon四吨 City, 4(削120, P. R. China. If pay by Bank, o田 bank
ac001皿 i曰： 113001777301. Bank N缸回： BANK OF 臼IINA CHONG 
QING 且ANG BEi SUB-BRANCI王 account: Zhang Zhi, SWIFT CODE: 
BKCHCNBJ59A. 

The in位rnatiornal Poetry Translation and Resc坦rch Cen田
The E缸th Culture Press 

The Journal of R四dition ofli脚rnationalPoe，句 。uzrterly

特别消息 SPECIAL NEWS 
本刊广东讯 广东著名诗人杨克先生总编的 《作品》 文学杂志 （上半月 刊 ） 2020年第1期 （总第736期） ， 已于

2020年1月在广州出版、 发行． 主要栏 目 有 z 中 国故事、 经典70后、 网生代、 世界文学、 探索发现、 大家孚稿、 粤派批
评、 天下好诗、 新书品读等. 16K, 208页， 每册定ffl-E 人民币20元， 全年240元， 印制精英、 大气， 值得细读和珍藏．
1主刊系中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之一．

本刊何北讯 柯北著名诗人如j向东先生主编的 的守选刊》 月 刊2020年第1期 （总第当25期） ， 已于2020年1月在石家
庄出版、 发行． 主要栏 目 有 z 新诗别裁、 原创部落、 诗人 自 选诗、 诗集经典回放、 国际诗坛、 当代诗词、 诗与思等．
16K, 112页， 每册定价： 人民币20元， 全年240元， 印制精美、 大气， 值得细读和珍藏． 该刊系中 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
诗刊之一．

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 （IP’TRC)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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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Inviting 
“ ’The Archiv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ets" “国际诗人档案中心” 征集资料启事
吸.eodition of International Po由y Q1皿terly'’ （mul创且gual) has been paying much 

at回tion to the collei对.on ofma阳ials 口fp口由y since its foundation on May 8,1995. Under 

the help of h田national Po出y, having c口llcc臼d ten 曲。usands of signed w田ks ofpoc钮，

poem critics, poem 缸'llIISla阳s and sinologists of di登记:rent coun创es and having developed 

into a small scale for research and introduction. In order to e吗>and our work ,we decide to 

solicit ma阳ials of poetry from all countries 24 hours a day: 

A. Any coll饵tions of poems, collections of poem com皿四”ri饵， selections of poems, 

dictionaries of po由y, collections of m础rials of poc町， ncwspapeIS and m鸣血ncs of 

poetry and any 旭formation of poetry in any languages will be solicited. Please send one 

copy of your life story and vi恼， two signed black-and-white or colored photos who you 

send us the relevant materials so 也就 也isjo田na1 can choose the best for publica但也

B. Poet－盒icnds are warmly welcome to join m 祖 provi di鸣 h岛m剧on and 

m且cterials. For unique editions or rare materials, we shall return a伽r h叫咱也.em xeroxed. 

c. ’Those who have provided us wi也 valuable materials W丑1 be given the collection 

cards or the la:阳t issue of our journal by the Edi阳回l Dep缸tmentfor commemoration. 

D. A创ress： τ'he Editorial D叩缸flnent of Rendition of International Poe句’

63 P.O.Box 031, Guan归.qi曲， Jiangbei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400020, P. R C皿NA.

Quarterly 

4 国际诗歌翻译b （棍语版） 自 1995年
5月 8 日 创刊以来， 十分注重诗歌资料建设， 在诗界
众多朋友的鼎立支持F， 建立了 “国际诗人档案中
心’ ， 收集和珍藏了世界各国诗人、 诗歌评论家、
诗歌翻译家， 汉学家的签名著作数万册 ， 规模初
具， 成为研究和译介世界诗歌的重要基地． 为了进
一步完善 “国际诗人档案中心” 建设， 现决定昼夜
向全世界征集诗歌资料z

A、 凡诗集、 诗论集、 诗选、 译诗集、 诗歌
辞典、 诗歌资料集、 诗歌报刊等与诗歌有关的各种
资料， 不论语种， 均为征集对象 ， 赐寄资料的同
时， 请提供个人生平和艺术简历一份， 签名黑白或
彩色照片二帧， 以便 《国际诗歌翻译B 择优刊布，

B、 竭诚欢迎各国诗界朋友提供资料、 信息， 共
襄盛举， 对于弧本或珍贵资料， 复制之后定于奉还，

C、 凡为 “国际诗人档案中心” 提供有价值的
资料者， 均由 《国际诗歌翻译E 编辑部寄发收藏卡
或寄赠最新出版的 4国际诗歌翻译E 杂志一册， 以
资纪念，

D、 资料请寄z 中国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邮局

031信箱 《国 际诗歌翻译》 编辑部， 邮政编码g
400020 

Notice 
e This journal adv町tises the wor也.while poetry reading free of charge. News 

well be 扭nounced as soon as two copies of sample books, journals, ne附：papers are 

received. 
e This journal introduced at leng也 one p侃’s serial poems, long poems or 

several short poems 扭 曲d issuer. Those m阳ested in 也at please send us 也出 best
poems of300』350 lines together with two c叩fos of their 崎 story and vitae and two 
colored 企ee-style photos. Return postage enclosed. Fina1 result will be given in a 
mo：且也 The works will be returned if E哩jected. Those sel臼ted need ω 饲ke up 
corresponding fees for translation and mailing. E-ma且： iptrc@126.com. 

• A，创： Dr. Zhang Zhi, P.O.Box 031, Guan如qiao, Jiangbei Dis回.ct, Chongqing 
City 400020, P.RChina. 

The Editorial Dq脏恤ient of Rendi蜘1nof International Poe句1 Quarterly

事
．本刊义务为优秀诗歌读物进行宣

传， 赐寄样书样刊样报两册（份）即发布消
息． 否则拒刊．

．本刊每期将以较大篇幅推出一位诗
人的组诗、 长诗或若干短诗， 欲一展风采
者 ， 请赐寄力作300至350行， 个人生平和
艺术简历两份及彩色艺术照片两帧， 并附
足 国 程邮费。 来稿一个月 内通知终审结
果 ， 不用IIP退。 凡入选者需承担相应的翻
译费和邮寄费． 电邮： i肉也＠126.eo民

·地址z 中 国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邮
局031信箱 张智博士， 邮编： 400020. 

《国际诗歌翻译》 编辑部

重 要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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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诗歌翻译》 季刊稿约

f i A本刊是世界唯一的以多种语言对照出版的纯现代诗季刊 ． 创立于1995年5月8日 ． 发行至一百九十多个圄东． 是国际诗
歌翻译研究中心 （IPTRC)研究员． 国际倡京艺术家协会 （!WA）会员和希蜡作家艺术家国际怖会 （ISGWA）会员共同的发表园地．

A凡诗创作、 诗论、 诗话、 诗人、 评论家、 翻译家、 汉学家专访， 由如坛倍「、 史i等， 均表欢迎－
A本刊对来稿除进行技术性的处理外． 一般不作删改． 由于时间和认为有限． 所F青来稿． 请提供两种或多语种的电子文

本， 并附个人生平与艺术简历一份、 彩色照片二帧， 资料不足者不予受理. Jl.,阻止iptrc@l26.co血， ip恤＠163.eom.
A来稿－律不退－
A所有来稿一律文责自负， 对于侵犯他人版权的文字、 固片 ， 本刊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A凡发表于本刊的文字． 圄片 ， 本刊均拥有编选、 出版极－
A欢迎搜稿． 欢迎订阅． 凡订阅者作晶． 在同等艺术质量前提下． 将优先选用． 全年定价z 美金80元． 欧元80元． 人民

币200元 ｛仅限中国大陆地区） ．
A本刊所有出版经费均由编者自筹 ｛即非财政拨款） ． 纯然是－支没有薪饷的队伍， 故暂无稿酬． 大作－经刊布． 当期

寄赠作者－册－
A赐稿订阅地址E 中国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邮局031信箱 《国际诗歌翻译B 杂志社 张智（博士 ） ． 邮政编码E 4000哩。．

Notice of Rendition of International Poe的P Quarterly to Contributors 
/:;This jo山田I is the ooly 甲皿阳ly for the purely modem poems publi曲d in 也e mu!姐姐部ll1l I皿guages 皿h as αin国e, E哩lish, Freno也

G百四阻， R旧si阻， Spac蛐， Japan耐， G四ek acd也e coolribo阳’s mo也E 阳gue, foooded oo May 8, 1995, ciiculated in over 190 counlries. It is a joint 
journal for memb础 。f The Jnternati＜血泪I Po由y Tracslatioo 阻A R且e缸ch C曲田 。PI卫。， h位roatio皿l Wri'缸” 阻d Artis饱 A皿ociation (!WA）， 血d
In恒mational Society of Greek Writers & A血 。SOWA)

/:; Welcσme are 也ose poetic works, p回纽c m旬cisms, poetic stories acd m馆凹iews of poets, cntics， 往anslators 阻d sinologists and histori四I
ma阳姐ls.

/:;Con国botions will not be revised 田U司pt for so皿e 旬出nical treatm四t Due 阳 也e H皿itation ofti皿e and manpow缸， all CD由ibutions including a 
short resume of your art �叩回ence 皿d achievement 皿dtwo color pho国graphs must be writ饭nin two 配 mor琶 也皿 two kinds of!皿guage曝 皿d sent via 

64) 巳皿且田： ip恤＠126.eom, ip恤＠163.eom, No co由ibutioo will be ace叩tedif it is inad呵回跑
/:;No cnolrihution w诅 』 returned.
i:;Coolribotors 田市 responsible for legal ma忧ers This journal is not jointly m甲onsible 如 the illegal writings acd pictor回

Aτbis journal has 也e right抽 血1四川nd publish the wri国gs acd pict回回 publi血.ed in 也isjou皿al
/:;Welcome to cnolrihution acd s由scription Aoynoe who subscribe 创 刊。由回 回且 be fav，田回 国 his 回国.botino 阳训时也at his is equa且y

qua且E回国 。也酣 阳回 I year (4 扭扭国） US$80 00 町EURSO OO.
/:;All publishiog 臼pendilures 肺 raised by the editors (No financial allo国，tions), acd there is no p町 for coru国butions. You will be off忧d a c叩y

of our Journal whm yo町 田曲曲utino IS publi曲目1
/:;Pl田＂ mail阳

D宜. ZHANG ZJII
The Journal of Rendition oflnternotional Poe町， Quarterly,
P. 0. Box 031, Goao沪nqi回， Jiaogbe1 Di回国·�
Choogqing City 400020, P. R. CHINA 

《国际诗歌翻译B 季刊订阅表 （复制有效）
订阅表和订阅款请寄 ｛汇｝ 至E

中国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邮局031信箱 张智 （博士） ， 邮政编码＇ 400020 
订阅者姓名 （或单位名称l
职业 民族
通讯地址

一年四期订阅价2 美金80.00元， 欧元80.00元， 人民币200.00元 （仅限中国大陆地区） ．

国籍
性jjl

邮政编码

两年八期订阅价2 美金140.00元， 欧元140.00元， 人民币360.00元 （仅限中国大陆地区） ．
开户行＝ 中国银行重庆江北支行， 账号＇ 113001777301 ， 户名＝ 张智， 电话E 13452083776 

凡订阅者作品， 在同等艺术质量前提下， 将优先选用。
－－－－－－－－－－－－－－－－－－－－－－－－－－－－－－－－－－－－－－－－－－－－－－－－－－－－－－－－－－－－－－－－－－－－－－－ 

Rendition of International Poe町 Quarterly
Mail Subscriptions 阳

Dr. Zhang Zhi 
P.0.Box 031, G回ny坦qi曲，丑陋。d 四sl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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