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事诗
阴刘傲夫渊日东冤

叶抗爱素曳
2003年全国非典
父母与我
划清了界限
你要求所在的医院
留我遥 那时
我们多么年轻
你喂药尧扎针
待我入睡
总摘下口罩
忍不住吻
自那后
我碰到的
都是植物女人

叶结婚周年纪念曳
经过十年的政审
和劳动改造

地主的女儿
要要要我的妻子
你终于一脸的泥色
满身的土气
与我这个
满身泥垢的农民
有了某种的相像
就在附近的夜晚
你对我说袁十年来
头一次
听到我在梦中
发出了急迫的欢笑

叶爸爸的匕首曳
爸爸的匕首放在
抽屉的下肚子里
用毛边纸抱裹
一次满屋的食物搜索
翻来的是冰冷的寒光
恐惧遥 爸爸拥有武器

妈妈是全镇唯一的医生

最美的女人
卫生所总是挤满男性
爸爸的脸面十分阴郁

爸爸拥有了一把匕首
每隔半月总要拿到村口
在众人的目光中
一遍遍擦拭袁打磨袁试刃
刃光粼粼袁寒寒闪进人们心里

三十年袁不分晴雨
就水磨刃
爸爸已经躬身背驮
而她的女人袁我的妈妈
时间沃土袁培育她越发鲜亮如初

六十岁的老人眼睛深陷
谁也看不见他带有深层含义的目光
他的刀刃已经磨没
而一茬茬长出的男人
他们的名字
被人一一烂熟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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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傲夫

记者院刘傲夫先生袁很高兴你能
够接受家乡的报纸要要要叶瑞金报曳的
采访遥 你是我们江西瑞金走出去的
较有名望的诗人袁曾经获过 野御鼎
诗歌奖 2010 年度新人奖冶野第八届
首都高校原创诗歌大赛二等奖冶等
诗歌奖项袁 你能谈一谈这些诗歌奖
项的影响力和对你个人今后的诗歌
写作有什么影响吗钥

刘傲夫院 布衣兄好袁 不敢说名
望袁可能是沾了在北京居住的光袁一
想到在北京的江西诗人袁 估计就会
想到我是其中一个遥于诗歌袁我很有
热情袁也敢于探索袁当然袁也获得了
一些奖项遥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野御鼎诗歌
奖冶这么一个奖项袁它是网络论坛时
代 渊2000 年左右兴起至 2012 年结
束冤广东佛山的叶赶路诗刊曳主办的
一个奖项袁分年度诗人奖和新人奖袁
我记得历年获得年度诗人奖的有伊
沙尧沈浩波尧唐欣尧巫昂等诗人袁这些
诗人都是非官方诗人袁 也不是学院
派诗人袁 他们属于民间口语先锋诗
人中的杰出代表袁 能跟他们一样获
得该诗歌奖的新人奖袁 于我是一种
很好的激励遥

野第八届渊2015年冤首都高校原
创诗歌大赛二等奖冶 也是我用口语
诗歌获得的遥 这个比赛是北京师范
大学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
作中心合办的一个针对北京高校学
生的诗歌征文比赛袁 吸引了许多有
实力的校园诗人参赛袁 也邀请了在
诗歌界比较有名的学院派诗人尧批
评家如西川尧翟永明尧欧阳江河尧张
清华尧张柠尧唐晓渡等做评委袁我用
口语诗歌参赛并获奖袁 说明我参赛
的诗歌征服了部分评委浴 这也说明
口语诗歌的魅力没有边界袁 好诗一
定会有人欣赏遥只要写得好袁在什么
场合都会有人阅读并欣赏浴 这次获
奖激励我坚持诗歌写作袁不放弃袁做
一个真正的诗人浴

记者院在你的诗歌中袁有很多描
写叙述农村生活的场景尧 物件与事
件袁 童年山区生活对你诗歌写作有
什么影响钥

刘傲夫院 家乡是一个人的出发
地袁你在哪里出生和成长袁你就跟这
个地方的气味脱不了关系遥 日东乡

源湖村是一座百年老村袁 我的好几
代祖辈都生活在那里袁到我这一代袁
有的就搬到县城袁 有的就迁移到外
地了袁比如长沙和北京遥

但对于写作者袁 源湖村永远是
我的写作背景遥 我猜测我的每一首
诗歌的背景依靠袁都是这座村庄袁尽
管我有时写的不一定是她袁 但我的
精神依靠潜意识里肯定是她遥 源湖
村哺育着我的祖祖辈辈袁 哺育着我
的村邻和伙伴袁 我的一切的成长来
源尧喜悦尧孤独以及坚韧尧自卑和骄
傲袁都源自于她袁她既给我优势也给
我带来缺陷袁 既给我欢乐也给我苦
恼袁她给我身体也给我灵魂袁她形同
我的父母袁甚至就是我的父母遥
我写过一些家乡题材的诗歌袁 但不
是很多袁发表出来影响也不是很大袁
它们远没有我写城市的那一些有影
响袁但它们在我的心里地位很重袁我
来源于乡村袁 乡村因素是我血液里
最原始的一部分遥

记者院如何理解尧欣赏现代口语
诗钥

刘傲夫院 我从十八岁时在江苏
的叶少年文艺曳发表诗歌袁当然那时
的写作脱不了校园诗人的清新诗句
和伤感遥后来读全国各级文联尧作协
办的诗歌类杂志袁 也开始写农耕式
的意象抒情诗歌遥 这类诗歌我写了
一阵袁内心很别扭尧痛苦袁因为在某
种程度上袁 这种写作限制了我内心
情感的抒发袁 可能这个快速发展变
化的时代需要诗人以其他的写作方
式尧 题材来抒发自己的情感遥 2007
年我开始接触网络诗歌论坛袁 参与
到网络诗歌的写作袁 我的写作就发
生了转向袁开始写口语诗歌遥口语诗
歌是一种用人们日常口头说话的词
语袁写得相对即时尧即兴袁看似不像
野传统冶诗歌袁但比传统意象抒情诗
更有着鲜活生命和体温袁 很个人和
当下袁灵活袁带叙事袁甚至很无厘头
的一类诗遥很多人反对这种诗歌袁说
他们不像诗袁 但谁规定诗歌不可以
那样写呢钥诗歌发展到现在袁已经产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 抱着只认为
传统意象抒情诗才是诗的人观念得
改一改尧变一变了遥口语诗歌最容易
写出人在当下的所思所感袁 甚至可
以写出人们内心阴暗的一面袁 这就

是这路诗歌的最大价值要要要勇敢而
真实浴 只有敢于写袁才真实袁真实才
有了生命力袁 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
谈诗歌的灵魂浴
口语诗看似容易袁实际很难遥 不

可否认袁 不少口语诗人写着写着就
有很肤浅的诗出来袁 类似所谓的口
水诗袁但我很佩服那些敢于写的人袁
因为只有写得多了袁通了袁好的优秀
的口语诗之作才会诞生遥 大量的诗
歌训练就是等着那么一两首天才之
作的出现遥无论哪一路诗歌写作袁好
诗毕竟少袁 我们要善于看到这类诗
歌的优秀之作袁 而不要抓住它们的
失败之作袁说这类诗肤浅袁不高级遥

记者院 你在诗歌方面已经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遥 而作为 叶啄木
鸟曳的小说编辑袁你以后会有创作小
说的计划吗钥 或许已经正在进行小
说创作了钥

刘傲夫院确切说袁我是 70后袁是
79 年生人袁诗歌方面也没有野令人
瞩目冶的成就袁自知才华和精力都还
没有完全使出来袁 以后会花更多时
间和更用心来写作遥

我非常看重诗人的身份袁可能在
未来不会着重于小说的创作袁另外结
合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时学
的编剧专业袁在以后的写作中袁除诗
歌外袁影视剧本可能是我的另一个创
作方向遥叶啄木鸟曳杂志是一份非常优
秀的公安法治类文学杂志袁公安法治
类小说也是我非常喜欢阅读的题材袁
作为编辑我非常享受能够读到全国
优秀作家的此类作品遥

记者院 请你给家乡的文朋诗友
说几句钥

刘傲夫院 个人觉得可以探索一
些除适合发在官方诗歌刊物以外的
其他类的诗歌袁 写诗不单单是为了
发表和获奖袁 更多的是为了抒解自
己内心的情感袁 而我们现在处在手
机尧网络信息大爆炸时代袁我们的视
野尧 情感已经跟全世界都处于一个
共同体袁不再可能是那种老式的尧封
闭的尧延后的传统世界了袁我们要真
实地写下自己内心世界的阴暗的尧
高尚的尧卑微的尧骄傲的袁总之是一
切的东西遥这个世界足够丰富袁写出
来袁你就写下了跟自己身体尧血肉尧
体味相关的袁不会过时的诗歌遥

刘傲夫袁 本名刘水发袁1979年出生于
江西瑞金日东乡源湖村袁江西省作家协会
会员曰少年时开始写诗袁有诗歌发表于各
类官刊尧民刊和选本袁部分诗歌被翻译成
英文尧 德文和韩文曰 曾获 野御鼎诗歌奖冶
2010年度新人奖尧第八届渊2015冤首都高校
原创诗歌大赛二等奖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尧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冤尧极
光诗歌奖 2016年度十佳诗人遥北京电影学
院文学系硕士袁在校期间创建北影首个学
生诗社院西土城诗社遥 现为北京某文学杂
志编辑遥

创作年表
绎1997年袁散文诗叶大漠轻歌曳发江苏

叶少年文艺曳遥
绎1998 年袁叶补丁曳入选叶我是善感的

一只小鸟曳渊作家出版社冤遥
绎1999 年袁叶为师的抒情曳入选叶昆仑

雪曳渊北方文艺出版社冤遥
绎2005 年袁叶春天的拖拉机曳发叶清华

文刊曳遥
绎2009 年袁叶我们生如虫豸曳发叶榆林

新青年曳 遥
绎2011 年袁获叶赶路诗刊曳野御鼎诗歌

奖冶2010年度新人奖遥
绎2015 年袁叶屋顶上的猫步曳发叶中国

文化报曳遥
绎2015年袁获第八届首都高校原创诗

歌大赛渊北师大文学院尧北师大国际写作中
心主办冤二等奖遥

绎2015年袁叶秋风来临曳发叶诗刊窑下半
月曳 遥

绎2015 年袁叶忧郁症患者曳叶白天不适
应症者曳发叶银杏曳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冤遥

绎2016 年袁叶电梯大门曳入选叶新世纪
诗典窑第五季曳渊浙江人民出版社冤遥

绎2016 年袁叶在小城嗅一本书曳 入选
叶中国现代诗歌精选?郁金香卷渊2015冤曳渊四
川人民出版社冤遥

绎2016年袁获得第五届极光诗歌奖入
围奖遥

绎2016年袁叶空气曳发叶西部曳遥
绎2016年袁叶乙亥年一月雨雪袁与火笼

木炭曳发叶星火曳遥
绎2017 年袁叶杀了她曳入选叶2016 年中

国诗歌排行榜曳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冤遥
绎2017 年袁叶杀了她曳入选叶当代传世

诗歌三百首曳渊时代文艺出版冤遥
绎2017 年袁叶父亲的阳台曳叶仪式院敬

神曳发叶北京文学曳遥
绎2017 年袁叶映山红曳叶爷爷在街上迅

跑曳叶杀了她曳入选叶中国先锋诗歌地图窑北
京卷曳渊四川文艺出版社冤遥

绎2017 年袁叶爬屋顶的人曳叶真骗子曳
叶冬日阳光照耀的下午曳叶今日京城曳叶李桂
与陈香香曳发叶诗潮曳遥

“好诗一定会有人欣赏”
要要要青年诗人刘傲夫访谈

阴本报记者温云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