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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由甘肃省文联、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探索》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大型秦腔《八棵树》及胡杨
作品研讨会”在嘉峪关召开，这是市委重点人才资助项目和甘肃省重点剧目项目之一。现刊登研讨会
的部分贺信和胡杨的部分诗歌作品，以飨读者。

欣闻胡杨兄作品研讨会召开，因故不能亲往，特致
信祝贺。

我从未当着胡杨兄的面夸奖他的诗，但私下里，对
他的写作一向敬佩。我觉得，胡杨兄是以一种独特的视野
在看世界，这种独特的视野使得他无论用哪种方式来写，
都能把平凡的东西提升至哲学的高度，赋予不平凡的意
义。他的诗句，表面上看似散淡，内里却是凝聚的，是诗
的，具有亲切、自然的素描似的真实感，直达诗的本质。

从大致方向上看，胡杨兄的写作是朝着旷野、活力
和自由展开的，围绕“旷野”“活力”与“自由”，他不同时
期的诗作无论是倾心于叙述性还是咏唱性，无论倾心于
日常经验还是倾心于直觉，无论是隐喻还是日常口语，
无论是使用自由体还是借鉴古典抒情诗的形式，都做到
了感情饱满而淳朴，措辞准确而内在。我却觉得，他的
写作，是以活力和自由，朝着爱展开的——全是爱！

胡杨兄的诗歌具有生命“实践性”。他的几乎所有诗作，
都与他的行为有关，与他的生命实践和命运轨迹有关，也就
是说，诗和诗人是能够互相印证的。以胡杨写《胡杨》为例：

荒野上，最贫瘠的土地选择了你
最寂寞的时光选择了你
一场雨水，就是你的春天
一绺夕阳，就是你的皇冠

……
我终于知道

那些踩着磨难的基石走向成功的人
有胡杨的影子

或许，他们就是一株株胡杨
的确，诗人胡杨本身就是一株胡杨。他的诗，充分

表明了自我不一样的身份与气质，充满人格意义。这才
是他成为好诗人的真正的原因与难度。他的许多诗是
用血和泪写的，用命写的，不像有些东西，是用汗写的。

透过胡杨兄的诗，让我感到诗歌的出路不在于所谓
创新，而在于退守，当然不在于回归古老的形式，在于继
续回到内心，发现和保存那些个别的、隐秘的感受。从写
作取材的角度上看，也需要退守，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要有现场感。

从取材的角度看，胡杨兄的大部分诗作都写到西
部，也就是诗人精神的原产地，这也给我启示。文学也
是有出生地的，诗人是要追问自己的精神来源的。在可
以省略了身份，可以省略祖籍和故乡的今天，在我们身
心日渐凋落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把身体安放在何处更
为安妥的时候，回到出生地，可能是写作的一次再启程。

我们的诗歌教育总是喜欢告诉我们，诗歌应该是向
上的，应该是远的，而胡杨兄的诗告诉我的是，诗的另一
个向度同样重要，那就是向下。天空在上，大地在下，天
空为父，大地为母，地气在下面，严格地说，心灵也在下
面，灵魂如果附体，也绝非高高在上的东西。胡杨兄老
实关注大地上的事，却获得了应有的精神高度，获得了
生命力和尊严。在下面，却有着精神的高度，听起来别
扭，其实不难理解。圣经上说，要升高就得先降低自己，
就像耶稣，从天而降，降为人，当他低到十字架、死亡和
坟墓的高度时，神就让他复活，让他坐在至高者的右边。

祝福胡杨诗兄！祝胡杨作品研讨会圆满成功！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刘向东
2019年6月24日

岩画

崖壁上的石头静悄悄的，风拍打它们
也静悄悄的，那些风，一瞬间就爬上崖壁
那些风，一瞬间就点亮了篝火
还有满天的星盏和月色
那些风，吹动人们身上的树叶和兽皮
吹动老虎身上的毛
那些风，吹动人们的身体
人们的身体也像一片片树叶，在风中飘动
那些风，紧贴着岩壁
像一幅画，和从前的世界融为一体

峡口一带

被标记的烽燧，水泥牌上有它的姓名：峡口一号
有它的年龄：明代中叶
看得出来，它高大威猛的样子，一直保持在
骨头里
看得出来，一段完整的长城扶持着它
突出着旗手的位置
从山上跑下来的风，在草原上被牛羊挡住
从草原上跑过来的风，在田野上被长城挡住
这高高的烽燧，揪住风的耳朵
说，你老老实实等待春天的龙辇吧
那些骑马而来的莽汉，那些持缨枪而来的冲
锋者
被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所幻惑，仿佛他们远道
而来的卧榻
立刻沉迷了，立刻被浑身的睡眠所袭击
立刻埋掉了盔甲，融化了刀剑，那些农具上的铁
铲除了纷乱的杂草，整整齐齐的麦子啊
比羊群还要壮观
就在收获的那个夜晚，一碗酒捧在烽燧的前额
它终于俯下身子
接受了草原的膜拜

胡杨

荒野上，最贫瘠的土地选择了你
最寂寞的时光选择了你
一场雨水，就是你的春天
一绺夕阳，就是你的皇冠
看见你，我猛然醒悟：每一个人的绝望
都会是一个希望的起点
比如，在沙漠的深处
比如，在疲惫的极点
会有一只蜥蜴昂头迎客
会有一棵小草翩翩起舞
会有一汪清泉，像一双眼睛
这一切，始料未及
而胡杨树们，在更远的远方
在冬天的尽头
在鸟雀们散去的颓唐的枝条
聚集着青春的蛮力，像一柄耕犁
在未发现的处女地起锚
它们是光明的大纛
它们是摧毁一切枯萎与腐朽的神火
一直高举在沙丘的巅峰
一直燃烧于黑暗与寒冷的中心
拉骆驼的人，失散的人，迷路的人
身上裹满了沙子，鞋里灌满了旅途的风尘
可故乡越来越模糊，回旋在脑海里的那条河流
那些柳树、榆树、白杨树，那些桃花、杏花、梨花
全都被一波一波涌来的沙子淹没
最后，自己的腿、肚子、胸、脖子、头颅
也一点点淹没，眼看就要窒息了
就在这时候，胡杨来了
如同一个集团军，轰轰烈烈地来了
它们一伸手，就拽出了危难之中的人们
像是从魔鬼的深渊，一步踏入丰收的殿堂
它们把阳光储存起来
每一片叶子都是一个电源
它们把苦难呈现给自己的内心，却把蜜留下
调和出一场视觉的盛宴
它们单个的一株或者几株，可能显得虚弱
但它们抱成一团，就把肆虐的沙漠踩在了
脚下
沙漠也只好将它作为一枚徽章，别在胸前
由此可知，只有勇敢者
才配做沙漠的宠儿
从一簇飞絮，从一簇飞絮找到潮湿的泥土
你就开始了自己生命的旅程
而这旅程的归宿，只有沙漠
哪怕是面对死亡，你也是豪情如初
挺直自己的身躯，不让卑劣的蝼蚁
垒筑腐朽的巢穴
你看，你就是沙漠金黄的秀发
你就是沙漠里活着的魂灵
电石之光熔炼下的铁身子、钢骨头
看见你的人，也会被你锻造成一个
刚强的人
我终于知道
那些踩着磨难的基石走向成功的人

有胡杨的影子
或许，他们就是一株株胡杨

当金山下

那一年，夏天的雨水一直在天上
牧人们一直往高处走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当金山下
那一年，当金山上的雪堆到了天上
牧人献上哈达，用哈达
拴住当金山的脖子
可当金山一直没有低头
没有用它那潮湿的嘴唇
吻一下干枯的青草
牧人们顺着山谷，到后山去
那里或许有河流、泉水和牧草
可艾琳娜自己扎下了帐篷
或许，当金山下，有她的爱情
地质队员马大军留给她的围巾
她时常拿出来看看，半山腰上的雾气
越来越浓，等天气晴朗的时候
马大军就从山上下来了
这样的话她说了三年
马大军一直在路上，就像那一直在路上的夏天
和雨

冬牧场

山坡上的雪，悄悄盖住了荒草，冬牧场附近
的草垛子
像是一座座微型的雪山
河谷里的水永远哗啦啦地响，平缓的小河洲
是羊群喝水的地方，上游的小码头
常常有央金或者卓玛，躬身舀水
过路的骑手都停下来，看着她们
从身上取下木桶，一勺一勺舀水
舀满，然后，背起水桶
一步步走上山岗，隐没在冬牧场的拐弯处
牧人们，彻底停了下来，走进黑色的牦牛帐篷
说是要去哪里哪里，走着走着迷路了
大铁锅里的羊肉已经冒出了香味
央金或者卓玛的爷爷，手里攥着马鞭
指着山坡后面的次松林，说
你们要去的地方就在那里，趟过溪流河就到了
要吃肉，坐下
要喝酒，坐下
打别的歪主意，快快走
骑手们汗津津地从怀里掏出两瓶酒
放在央金或者卓玛爷爷的帐篷里
快快地走了，临走，偷偷地看了一眼卓玛
高声说，爷爷，改日再来看你

盐湖

很多年了，它的晶粒
像一盏灯，铺在我走过的路上
很多年了，我像是坐在那辆毛驴车上
慢悠悠地走过沙漠，慢悠悠地走进草原
在夏天的湖泊中，饮水食盐
很多年了，湖岸堆满了阳光
月色也渗入其中
那一簇簇红色的草
点燃了每一天的黎明
很多年了，我生活的滋味越来越淡
我想，我是已经离开它很久了
我已经是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些夜晚，那些夏天
那一汪蓝莹莹的水
常常模糊不清
想想看
找回那样腥咸的味道
该有多难

遥远的沙丘

那一年，穿越敦煌西部的大戈壁，罗布泊还远
那一年，渐渐丢掉绿洲上满目的草，直奔荒
芜，罗布泊还远
那一年，遇见开锰矿的哈密小伙，他用仅有
的两个西红柿
给我做了一锅汤面片，就着一包榨菜，我饱尝
了这几天最美味的午餐
从他的地窝子，从他的石头小屋，从他用干
树枝搭起的小窝棚看出去
那一面，一望无际的戈壁
小伙子说，再走还是戈壁；走死，还是戈壁
小伙子的语气中，对这茫茫的戈壁充满了愤恨
走着，走着，但我们看见了沙漠，一弯新月形
的沙漠
莫非，是昨晚剩余的月光，是我们不曾斩断
的梦境
广大的戈壁上，只有这一堆沙子，像昨晚的月亮
像整个黑戈壁上的一盏灯
我们停下来，琢磨着它从哪儿来
到处都没有沙子，我们走过的地方，没有沙子
在没有沙子的地方，看见沙丘
显而易见的寂寞与荒芜
罗布泊不远

老虎沟

阴坡，次松林，云杉
在祁连山的草坡，她们款款而来
发髻绯红，耳羽如雪、一袭蓝色衣裙，尾羽绵长
而翘起
她们是自己的观众，她们是雪山的舞台
她们有自己的园林、溪水、宫殿
她们是几只蓝马鸡，小名松鸡，角鸡
高处不胜寒，她们拥有这残留的雪
荆棘中的花，她们是最鲜亮的那一朵
迎着晨光，她们走在一起
御风，她们的叫声，此起彼伏，像一阵松涛
中午宁静，附身于她们的羽毛
茂密的灌木丛，隐匿了多少排山倒海的情意
月色如银，她们是仰望星空的一群
傍晚又开始活跃起来

由低处的树枝跳到更高的树枝，一直跳到接近
顶端的树枝上为止
她们是最接近星光的一群
老虎沟，因为这些蓝马鸡
风中的凶险，越来越寂寞，越来越孤单
只有这成群结队的美，渐渐积聚
像一座后花园

马鬃山的阳光

整个冬天，马鬃山镇的街道上堆着雪
整个冬天，马鬃山镇之外的戈壁滩光秃秃的
这些雪，像一堆银子
整个冬天，羊群在围栏里
风在围栏外，像一头狼，撕咬着
每天中午，牧人都会把几捆干草丢在围栏里
围栏里的咩咩声，跟着北风
跑得很远
每天下午，牧人打开井盖，提水
胡杨木水槽边很快挤满羊
它们一拨一拨喝水
一拨一拨离开
咩咩的叫声，跟着北风
悄悄回来
马鬃山镇的热闹和寂寞，轮番上阵
像一瓶打开的酒，燃烧、熄灭
之后，马鬃山的阳光，越来越淡
最后，像牧人的皮帽子，黑黝黝地
戴在马鬃山的头上
戴在整个戈壁的头上
冷不丁，会打一个呼哨

黑鹰山

向最后的一滴水致敬，向无冕之王的情怀设置
一道沟坎
一直走向荒芜的额济纳
向西北风的风头，轮起钢钻
发掘矿石的硬度
补偿这缺失的围墙
在旷野，在形似碉堡的山头
月色空灵，犹如一张白纸，包了一堆墨
这墨，饱蘸初秋的露水
像曾经的银饰
有一些泪痕，也有一些漂移的星光
它会摆脱沉重的甲衣
去撞击这无垠的寂寞
它会自己走出荒芜的梭梭林
把尖利的石头抚育成型
无数的翅膀遮蔽晨光
这黑暗的早晨
起飞了

夏日格勒金

2000米的草地，5000米的雪，夏日格勒金，阳
光爬上去
5000米的雪水，2000米的河流，夏日格勒金，
水，在格桑花的末梢
像一滴霞光，颤抖
野牦牛、盘羊、白唇鹿、猞猁、雪鸡、岩羊、雪豹、
藏原羚，渐次从栖息地
走出春天的沼泽，眼看着
黑颈鹤、白天鹅，飞入夏天的领地
夏日格勒金，长出了一身的草芽
没有人在意阳光的疤痕
镶嵌在左脸或者右脸
为夏日格勒金，留下一片沙碛地
广阔的牧场中，所有的生物
都是飞翔的阳光

三跌水

要为这广阔的戈壁献上三跌水
要为这三跌水献上一垄葡萄、一束鲜花
戈壁上的三跌水，一跌被暴烈的阳光吮吸
这样，它们的光焰就不会灼伤野草的根苗
一跌，悄悄隐入厚厚的沙石，像一个侦察兵
寻找春天的种子
一跌，一滴一滴打在石头上
让迷路的人听见这舒缓的琴音
让他们在绝望中一把抓住希望，抓住睡眠和

粮食
在飞扬的沙子中品尝到美酒的醇香
三跌水，在戈壁上
它是一次浪漫的重逢
遇见它，这水，一跌，一跌，一跌
在身体里，能流一辈子

库穆塔格

沙子，和沙子在一起，众多的沙子
埋住了南来北往的风
众多的沙子，埋住了一个人的后半句话
他的妻子，他的孩子，把杳无音讯的沙漠
叫库穆塔格
偶尔有驼队回来，他们把库穆塔格的沉默带
回了村庄
把那无边无际的干旱从大皮袄里抖开
呛人的沙子和尘土，飘到院子外面的老榆树上
几只嘎嘎嘎乱叫的乌鸦飞走的时候
男人们猛喝一口酒，然后把剩下的酒倒在地上
库穆塔格，就远了
走过库穆塔格的人，在他眼里
一座村庄，就像一块翡翠
是库穆塔格，擦亮了它

八个家

人们一直在唱，在唱一眼泉
那眼泉的水，没有停过
这歌声就一直唱着，从一座帐篷到另一座帐篷
就像泉水流淌的声音
人们一直不肯离去，牧人的孩子，孙子
他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他们要有另外一个山头
要有另外一片草场，可他们还是一次次回来
泉水流过的地方，草越长越高的地方
常常升起炊烟，常常架起篝火
人们唱着，舞着，就是为了脚下这个地方
就是为了八个家，走到哪里都要记住的地方
可以躺下喝酒的地方，能够在白云下
做梦的地方

倾听

在这一片沙漠里，在这低矮的灌木中，在这
胡杨林
倾听，种树者说着水，呵护着每一棵金贵的树苗
倾听，拾柴者说，寒冷的天气，一场又一场的雪
倾听，泥土味儿的方言，铿锵中的情谊，委婉中
的关心与爱
其实，他一直在它们中间
他来了，春天来了
他来了，夏天来了
他来了，秋天来了
他来了，冬天来了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在他的小木屋里
轮流看护着，这一片沙漠，这灌木丛，这胡杨林
四季看惯了的，他总能分辨每一个芽孢，每
一片叶子上的青春
就像母亲，能够发现孩子的成长，就像父亲，
能够教会孩子坚强
面对粗暴的风，他总是倾听
大自然中的观赏者，匆匆的行者
看见庞大的沙漠，看见坚定挺拔的树
只有短暂的唏嘘，他们
不知道有多少语言在他们身边穿梭，儒雅如诗

雪

黑山里的雪，一行羊蹄印，爬上了山坡
与那山崖上舞蹈的人，狩猎的人，汇合为一处
好像它们从未隐去，一直出没在深奥的黑山中
怪不得，那些泉水会被饮用
那些野草会被啃食
它们高高低低的生活，它们陡峭的日子
却没有被这沉默的雪说破，只有这一行蹄印
牧羊人在山谷，驱赶着那一行蹄印
渐渐消失于深山，我当是他们刚刚从岩石走下来
去赴约，寒冷的天气里
谁会为他们点燃一堆篝火
此刻，黑山的黑，是一堆灰烬呢
还是一座黑炭

长城下的一队骆驼

这一队骆驼从敦煌而来，那一队骆驼向敦煌
而去
它们在这一条峡谷相遇，互相也只是
摇了摇铃，铃声四溢，漫上山峰，似乎很远的地方
都能听到
这里有水，水流过的地方，草像蝗虫
这里来的骆驼，那里来的骆驼
汉代的骆驼，唐朝的骆驼
像扫把一样，一扫而过，蝗虫就飞走了，水就干涸了
后来者，就等着，后来的水
各自护着身上的货物，而紧贴胸口的
永远是一块玉，将来可以磨出两个镯子和一对
玉佩
长城下的一队骆驼，风里，雨里
它们望着前方，像一座座蠕动的城堡

神奇的大西北孕育了多少中国新诗界的英雄豪杰，昌
耀、周涛、林染、胡杨等都创作出了许多名篇佳作。胡杨的
诗龄最长，四五十年灵感不衰，堪称中国新诗坛奇迹！胡
杨的诗思想深刻，情感饱满，形式完美，技巧纯熟，尤其与
生养他的那方水土血肉相连，真情真实。近年胡杨醉心于
当地文化风俗风情研究，成为著名的文化学者，让他的诗
更为厚实，让他酿出更香更纯的醇酒，香飘诗坛。

我今年三月就确定了一定要参加此次胡杨作品研讨
会，1994年，我在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西部文学研究所专门
从事西部新诗研究时，胡杨就是我计划研究的西部十大
诗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还在《阳关》杂志发表过我评论他
的文章。但是因公务特殊事情不能到嘉峪关参加盛会，
特代表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祝贺！

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所长 王珂
2019年6月28日于南京

欣闻胡杨先生诗歌研讨会在嘉峪关举行，特致以热
烈的祝贺！

甘肃诗歌八骏之一胡杨先生，立足河西走廊，书写
大漠戈壁绿洲，勤奋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西
部诗界具有标识性意义，在当代中国诗坛具有较大的影
响力，其诗歌精神和诗歌艺术值得深入研讨。

希望胡杨先生借此东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出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优秀诗篇。

祝胡杨先生诗歌研讨会圆满成功。
甘肃省文学院
甘肃省八骏文艺人才研究会
2019年6月27日

欣闻胡杨先生诗歌研讨会在嘉峪关举行，特致以热
烈的祝贺！甘肃诗歌八骏之一的胡杨先生与《星星诗刊》
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1985年，就在《星星诗刊》发表处女
作。长期以来，他立足自己脚下的土地，以孜孜不倦的实
践精神，实现着自己诗歌创作的突破，并一步步从狭小的
地域走向全国，是当代中国诗坛上的实力诗人。

希望胡杨先生能够通过此次研讨会，不断拓展自己
的创作天地，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未来的诗章。
祝胡杨先生作品研讨会圆满成功。

《星星诗刊》主编 龚学敏
2019年6月27日

大型秦腔《八棵树》及胡杨作品研讨会专辑
编者按：

胡杨诗选胡杨诗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