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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枝莲
■梅萨

旋律分明更像是汉地宅院里的甜言
蜜语。廊檐亭台上的月亮弯弯，
是
我似乎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另一种旖旎情致。
因为五月的理塘依然白雪皑皑。
但梅萨属于辽远，属于空旷，
这是梅萨的诗句。读到这句
属于冷冽，
属于山河磅礴的广袤藏
诗，我的眼前便浮现出一幅壮阔
区，
而不仅仅是康定一隅。尽管文
而绮丽的图画：雪域高原，千峰之
学表达与地域维度的关系越来越
间，大风激荡，经幡猎猎，一个身
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
尽管梅萨跻
着曳地藏袍的女子站在风口，皑
身于其中的康巴作家群风生水起，
皑白雪包裹着她，环佩叮当缭绕
已然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
着她，她眯起眼望向天空上面的
象，
但我还是不想顺手揽起
“故乡”
天空，道路前面的道路。她在等
和地域文化资源的理论武器评析
谁，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份
梅萨，在我心里，我们始终只有一
情，将辜负这旷世的等待？黄昏
个共同的故乡。喜马拉雅，
巴颜喀
渐次褪去，终于，她站成了海子诗
拉，贡嘎雪山，阿尼玛卿，
“金子一
里的一个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
样的山上开满了金子一样的鲜
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破碎。
花”
，
连绵的山下总是连绵的草原，
这是我对梅萨的想象。事实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在蓝天
上，梅萨娇小，纤柔，而且温婉，合
白云下自由迁徙”，马蹄飞扬长袖
群。但多么奇怪，从第一次知道
如云处，
梅萨一袭长裙，
款款而来，
她，一直到见到她，朝夕相处中成
一百零八颗红珊瑚在她的手腕上
为亲密的朋友，我一直都顽固地
璀璨如火，她黑色的鬈发随风狂
坚持着自己的这种想象。我心目
舞，
波涛起伏……是的，
事实上，
她
中的女诗人梅萨，她的鲜艳要更
就是如此美丽，而且大气，有着荒
狰狞一些，快乐要更爆发一些，孤
野一样的力量和自由。
独要更决绝一些。
这样的一个梅萨，
必定是通过
梅萨是四川雅江人，
在甘孜州
她的诗歌被建构起来的。除了诗
府康定工作，
那个藏语叫达折多的
歌，
还有什么更能勾勒出诗人最真
地方，
那个被一首月亮弯弯的传世
诚、鲜活的面容？这个夏天，当我
情歌映亮的小城。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遍遍地打开梅萨的诗时，
我感受
那朵溜溜的白云，
在绵延不绝的吟
到了一种交汇的震颤。
“日落，
一头
唱中，
端端溜溜地撩动了多少爱美
牦牛走向天边”，这极具镜头感的
多情的心灵，
使他们对遥远的康定
诗句一下子把我带到了甘孜草原
小城滋生无限的憧憬。记得一次聚
的天地苍茫中，曾经，我无数次地
会上，
梅萨理所当然地被大家叫起
被那样的黄昏之美击中，今天，它
来，红着脸颊唱那首《康定情歌》。 再一次通过梅萨简洁有力的造句
可是，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那绝
俘获了我。她说，
“极寒高地，
暴雪
然不是属于她的歌吗？
“李家溜溜的
肆虐/一年四季只能用冬天来谈
大姐，
人才溜溜的好哟，
张家溜溜的
论”
。她说，
“七月，
如火的北京/你
大哥，
看上溜溜的她哟。一来溜溜
的那件白色 T 恤让我人面桃花 /
的看上，
人才溜溜的好哟，
二来溜溜
雷电交加伴随一场大雨/有些爱情
的看上，
会当溜溜的家哟……”
这散
在七月阵亡 ”。她说，
“心的周围
发着浓郁的农耕文化气息的歌词和
布满了眼睛的血丝……”我得承

评兼论

梅萨诗歌

少数民族诗人

写作的

超越
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或者诗人
通常会被贴上民族作家的标签，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部分评论
家先入为主，只盯着作者的民族
标记而不客观、深入分析作品本
身之外，作者自身的学识修养、思
想境界、胸怀气度和写作格局是
将他们限定在民族作家范畴内的
一个重大因素。沈从文、老舍、张
承志、阿来、霍达、扎西达娃等，评
论者在论述他们的作品时都忘记
了他们的民族身份：他们作品已
经超越种族、民族观念和界限获
得了普遍性意义，他们作品内容
反映的同样是本民族的历史、传
统、精神和文化，但是体现出的却
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内涵、现实困
境和价值走向。
■马迎春

绽放在茫茫雪原

■严英秀

作 者 简 介 ：梅 萨（实
名：杨勤）女，藏族，四川
雅江人，现供职于甘孜州
委群众工作局。中国少
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四
川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
文学院创作班学员。作
品在国内多家刊物发表，
获第三届四川少数民族
文 学 奖 ，出 版 个 人 诗 集
《半枝莲》、
《史诗的家园》
（合著）。

的

认，梅萨的诗自然，本色，甚至简
深刻的孤独与悲怆，
痛苦的苏醒和
单，
清浅，
但更真挚，
热烈，
从不似
告别，
“一个人的夜晚”
，
她
“以雪为
是而非，从不无病呻吟，从不欲盖
墨，以石为砚”告诫自己：
“不许守
弥彰，它们是有形体、声音、温度、 着长夜嘶声呐喊/雪原的回音漫无
色彩和重量的表达。
天涯”
。一个迎向缘起和相约的女
梅萨喜欢写雪，
她的诗里总是
子是幸福的，
而走过
“割舍和凋零”
小雪曼舞，
大雪纷飞。这样的诗歌
的女子，
她，
是强大的。
意象自然源于她生活之地的海拔
“ 我 的 笑 ，宛 如 一 朵 燃 烧 的
地理。是不是，
梅萨的康巴也和青
莲/绽放在被月光雕琢的古城”，
藏高原上的许多地方一样，
长长的
梅萨说。很显然，梅萨喜欢莲，
风雪季节迷蒙了春的概念，六月， “莲”是她诗歌中的另一个关键
草才泛青，
七月，
众花始开，
那姗姗
词。除了频频写到莲，她的诗集
来迟的高原之夏啊，
在走过了许多
也直接以《半枝莲》命名。如果说
的地方，见过了许多的好风景之 “雪”是梅萨的此在，地域，物候，
后，在今天，我依然认为它是世界
生活，情感，那么“莲”就是梅萨的
上最迷人的夏天。可是，
九月的第
彼岸，精神，灵魂，信仰，智慧。在
一场风雪就让羊群、
海子和那些斑
此境遇中分分合合，下陷，沉沦，
斓的格桑之花在凛冽的肆虐中褪
在对彼岸的追求中生生不息，超
尽了颜色，而后便又是漫漫寒冬。 脱，飞升，朝向至真至善至美的澄
事实上，
这听上去令人颇感遗憾的
明之境。
“ 莲”在藏族传统文化中
物候，使那片土地上的太多事物， 的象征意味是不言而喻的，梅萨
在接近坚硬和凛冽的同时，
更接近
深谙藏人心理，拥有完全的藏人
美，
更接近美的本质：
汹涌而来，
惊
视角和觉知。雪域净土，无限地
鸿而逝。而梅萨笔下的雪，
正是这
接近太阳，接近神的呼吸，慈悲无
种美的具象化。雪，
承载着整个藏
边的佛光沐浴中，梅萨不停跋涉
民族的内在诗意，
镌刻着民族文化
在她的民族和这片土地所赐予她
最深刻的烙印。对“雪”
绵密往复
的命运之旅中，赤诚谦卑，以写诗
的深情述说，
凝聚了一个雪域女子
的方式触摸生命的本真。她的
全部的情感。这里，
有对故乡的热 “莲”之语就像一首首境界舒放、
爱和坚守，对民族的眷恋和归依， 格高思逸的藏语古歌，字字行行
对文化的自觉和追寻，
也有对爱情
都是向往神性追问人性的心灵独
的缠绵和领悟。一个雪中的女子， 白，吟唱着对高原母土对民族文
更能懂得守候的意义。然而，
不尽
化的挚爱深情，对神圣信仰的执
眺望，继而无奈幻灭，太多的爱情
着求索。生与死，苦与乐，流逝与
都精于此道，
当渴望中的那一场美
恒久，领受与馈赠，她知道这些都
好盛大的相遇，
理想中的那一份天
是一辈子的事，唯有潜行修远，方
长地久的拥有，
终于像雪一样扑面
得始终。由此，她拥有了生活与
而来，又像雪一样倏忽而逝，等待
德行之美，找到了尘世之人穷其
的人站成了怎样的一枝料峭寒
一生苦苦寻觅的精神家园，也建
梅？怎样的一副执念于无望春讯
构了属于她自己的诗歌风骨。
的傲抜冰雕？
“ 雪海茫茫，心境岑
一个被雪花滋养，被莲光照
寂/候鸟的最后一次迁徙/将雪原
耀的女子，她和她的诗，注定是要
的天空分割东西……”
梅萨写出了
被时光祝福，被岁月玉成。

文学上有句说滥了的话：
民族的就是
第三小节，
“那是一代土司的御用音
上惊恐万分/突然我看见淡淡的月光下一
世界的，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通过描写
乐/是德格印经院《贝叶经》上抖落的音
双手/在半枝莲花的眼泪中”
，
这小节中那
本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价值、信仰及时
符/‘ 卓 波 拉 当 卓 波 拉 …’/曼 妙 的 弦
宿命而又坍塌、
破碎的梦有多种理解，
可以
代变迁，
达到揭示人类世界某些共同的本
律 起伏的音韵/在古朴的藏餐店里/感
是破碎的爱情之梦，
可以是抒写民族历史
质的层面，
这时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梅萨
受玛拉亚清爽的凉风/珍珠七十二凝人
上的某次危机之梦，
还可以是理想破灭之
的诗歌创作处于一个中间位置：
某些诗歌
的药香/在我的面前漫山遍野”，第三小
梦。而我
“我囚在您的对岸，
在一块摇摇欲
作品已经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获得了意
节似乎并没有顺着爱情这条线索发展下
坠的石片上惊恐万分”
，
我最终获得拯救，
义上的升华，
有些作品还依旧陷入过时的
去，它拐了个弯，转而说起德格印经院
那是因为“您”伸出的援助之手，其中的
民族主义泥潭。从梅萨的诗歌创作可以 《贝叶经》上抖落的音符和古老的藏药， “您”
不是
“你”
，
作者用上尊称，
再次表达了
看出她努力超越自身的努力。
而在诗歌的下面，作者还加了一段似乎
对以藏传佛教为主的传统藏文化的崇敬。
比如《半枝莲》这首诗，
作者将这首诗
是注释性的文字，它帮助我们理解诗歌， 在作者心目中，
藏文化不仅仅是她一生的
歌的题目作为书名，
可见这首诗歌是比较 “此时，我在一粒藏药中顿悟：老虎的胡
爱恋，
更是在她精神危机时获得拯救的途
重要的。的确这首诗歌能够担当这一重
须、雄狮的鬃毛、童子的尿液、少女的经
径。本节后面的注释性文字进一步印证了
任，
它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
首先，
可以
血……”，如此，诗人就是在追忆古老的
本首诗是既可以当爱情诗看，
又可以看作
当成爱情诗看待，全诗分为六小节，第一
藏族文化传统，并对其生生不息的活力
是对本民族传统的热爱、
依恋和对理想的
节描写了一个偶然邂逅的场景，
“有些饥
充满了信念。但如何理解前面两节抒发
追寻，
“月光如水，
尽浣三千群山……是什
饿的身体/在河水靠近的地方/与下班的
的爱情呢？显然，这里的爱情和藏民族
么分隔了彼此？灯火阑珊，月色依旧如
族群擦肩而过/红尘中冥冥的点数/我的
的传统文化合二为一了：藏民族的传统
虹。等待，
终究是黎明？还是晨曦或是雪
脚步放慢在一段注定的时间/你匆忙喘息
文化精髓正是她深深眷恋的爱人。
夜里，
那个痴情的玛吉阿米……成为今天
的招呼/抢在我来不及思考的戏言”
，
这里
第四小节，
“ 那个前世/曾经居住在
所有卓玛望穿秋水的守侯？
‘我放下过天
的
“饥饿”
可以理解为生理上的饥饿，
也可
岭国的女子/珞缨缀珠瑰姿艳逸/在星月
地，
但从未放下过你，
我生命中的千山万水
以理解为精神上的饥饿，
下班途中碰见了
争辉的天穹留下一路沉香/天空与光明
任你一一告别’
……”
。
她认为是注定的人，于是，偶然的会面使
躯体与鲜血/阿尼玛沁寄魂的夜/那只鹿
最后一小节，
“这个春天/是是非非的
一段感情如同画卷缓缓展开。
那只至臻的红鹿/是否还将那叶仙草深
边缘/野草和荒原在迎接一场火的到来/
第二小节，
“那一刻不知所措的酒吧/
深轻含……”，这节诗歌第一诗段继续沿
被缚在高加索的普鲁米修斯/怎么也不曾
有些尴尬有些紧张/暧昧的灯慵懒的曲/
着第三节在历史的轨迹上运动，
“ 岭国” 想到/当阿波罗的火种/漫延整个地球的
黄色的酒迷失的人/我无心考虑这次赴约
是指格萨尔时代，泛指历史传统，阿尼玛
时候/在冰雪覆盖的雪域之巅/滚动的火
的目的/隔壁的电视竟然在播放梵高/我
沁是一个山神，仍然是对藏民族历史文
舞蹈的火曼妙的火……”，本节中野草和
的心没在意你怅然若失的眼神/而是努力
化传统的追忆；本节诗歌后半段“望着你
荒原在等待一场火，
作者接着用了西方神
的容颜泪水盈满双眼/唯恐在醒来之前
地向你讲述梵高的生平事迹/这位史上最
话中普鲁米修斯的典故，
让期待的
“火”
划
白日已尽/而你成了我永生无限的心
伟大的疯子/用 14 朵向日葵把整个世界点
过天边的阴霾，闪耀在香巴拉，作者在这
亮/把一个干瘪的妓女供奉在他灵魂的殿
疼”等句子，再次将诗歌情绪带回到爱情
里似乎是要表达对民族精神永不熄灭的
的轨道，至此，作者心目中恋人和藏民族
堂”
，
这节描写他们在酒吧见面的事件，
诗
信念，但是结尾“也许只是一朵花一片叶
歌中引入了梵高这个充满象征性的形象， 文化传统完全叠合了。
一粒沙一滴水/载着你短暂的停留/远远
第五小节，
“那场梦/充满宿命的梦/坍
一边是隔壁电视里播放梵高，
一边是暧昧
地乘虹而去……”
又表达了某种失望的情
塌 破碎 逃离尖锐的画面/从天而降的激
灯光下迷失的人，如此强烈的对比，是在
绪，
这再次让我们觉得这是一首爱情诗。
流将我囚在您的对岸/排山倒海 乱石堆
暗示他们的悲剧性结局？还是精神性与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物质性的矛盾？或者信仰与世俗的矛盾？ 砌 泥潭深渊/我在一块摇摇欲坠的石片
论：
《半枝莲》内涵丰富，既可以是爱情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电话：
（0836）2835756

电子信箱：gzrb@gzznews.com

1、正午
有些饥饿的身体
在河水靠近的地方
与下班的族群擦肩而过
红尘中冥冥的点数
我的脚步放慢在一段注定的时间
你匆忙喘息的招呼
抢在我来不及思考的戏言
亲切的笑脸 真诚的态度
我的眼睛记下了你手中白色的手机
一串刻骨铭心的数字
2、那一刻不知所措的酒吧
有些尴尬有些紧张
暧昧的灯慵懒的曲
黄色的酒 迷失的人
我无心考虑这次赴约的目的
隔壁的电视竟然在播放梵高
我的心没在意你怅然若失的眼神
而是努力地向你讲述梵高的生平事迹
这位史上最伟大的疯子
用 14 朵向日葵把整个世界点亮
把一个干瘪的妓女供奉在他灵魂的殿堂
从此 这个特别的酒吧 特别的电视
格格不入的两个场景
你记住了那个剜割自己耳朵的画家
3、那是一代土司的御用音乐
是德格印经院《贝叶经》上抖落的音符
“卓波拉当 卓波拉……”
曼妙的弦律 起伏的音韵
在古朴的藏餐店里
感受玛拉亚清爽的凉风
珍珠七十二凝人的药香
在我的面前漫山遍野
4、那个前世
曾经居住在岭国的女子
珞缨缀珠 瑰姿艳逸
在星月争辉的天穹留下一路沉香
天空与光明 躯体与鲜血
阿尼玛沁寄魂的夜
那只鹿 那只至臻的红鹿
是否还将那叶仙草深深轻含？
当薄暮合上睡莲垂下的花瓣
我望着你的容颜 泪水盈满双眼
唯恐在醒来之前 白日已尽
而你成了我永生无限的心疼
在莲花盛开的日子
我把全部生命归作世代的虔诚
恩宠我 请允许我盛装出席
5、那场梦
充满宿命的梦
坍塌 破碎 逃离 尖锐的画面
从天而降的激流将我囚在您的对岸
排山倒海 乱石堆砌 泥潭深渊
我在一块摇摇欲坠的石片上惊恐万分
突然我看见淡淡的月光下一双手
在半枝莲花的眼泪中
幻化 五彩缤纷 以绛红的手印
用 108 种姿势曼舞我的岸边
多么美妙 似乎一种声音呼唤
魂牵梦萦 在没有任何迟疑的瞬间
我的手伸向您 跨越弱水烈焚的危机
您坚实的身躯被我今生的泪水全部打湿
6、这个春天
是是非非的边缘
野草和荒原在迎接一场火的到来
被缚在高加索的普鲁米修斯
怎么也不曾想到 当阿波罗的火种
漫延整个地球的时候
在冰雪覆盖的雪域之巅
滚动的火 舞蹈的火 曼妙的火
划过天边的阴霾 气贯长虹
升腾在香巴拉遥远的天国
升腾在五彩云霞佛光闪闪的圣地
也许只是一朵花 一片叶 一粒沙 一滴水
载着你短暂的停留
远远地乘虹而去……

诗，表达爱情的失落，也可以是对民族传
统的追忆和热爱，同时还可以看作是表
达一种幻灭的理想，而所有这些在诗歌
中交织在一起，并且可以通过以佛教为
主的藏民族传统文化而获得拯救，达到
心灵的某种平衡。当然这类含义较为丰
富的诗歌在诗集《半枝莲》中不是很多，
其他如《佛度有情人》
《世纪，永恒的相
逢》等都可以有多种阐释。这类诗歌体
现了梅萨在艺术上做出的努力。
上面论述到梅萨诗集中优秀诗歌具
有的丰富含义以及她的精巧构思，不仅
如此，她的诗歌跳出了个人的狭小圈子，
放眼民族，承担起了她所谓作为民族诗
人的责任。比如《佛手上的念珠》
《牦牛
的故事》
《那是我的草原》等诗歌都是放
眼外部世界，表达对草原的热爱、对本民
族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关注，诗歌大多写
得大气开阔，立意高远。
此再以梅萨诗歌《一个人的夜晚》为
例，简单论述一下少数民族诗人写作如
何超越的问题。这首诗歌从写作技巧角
度讲虽不能说完美，但是语句干净，历史
和现实交融，将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有
对历史的追忆，对民族精神涅槃的信念，
艺术角度讲是不错的一首诗歌，但是其
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这首诗歌的一个
缺点。
“ 镜中的我为何如此憔悴/我用苦
涩的忧愁和无尽的自责/把自己灌得酩酊
大醉/守不住雪山 守不住帐篷/守不住只
容五尺身躯的天葬台……”
，
这种思想不是
不能表达，
这样表达说明还没有实现自身
思想上的超越，
还在民族主义的圈子里打
转，
这种思想上的局限有损于诗歌的美学
品格，
进而把自身限制在了民族诗人的范
畴之内。诗歌接下来这样写道：
谁在历史
的暗处击鼓呐喊/挖掘机搅拌机装载机
……/坚执而顽固/把与我患难与共的泥土

和石头粉碎捣毁/放佛在几个小时内可以
把整个世界重新组合”
，
这个地方完全可以
升华：
现代文明冲击下的环境问题，
家园问
题，
精神归宿等方面的问题完全是当今全
人类面临的共同话题，
为什么一定要局限
在民族主义的范围内呢？当然我们完全有
理由认为这是梅萨早期的作品。很多诗人
之所以被称为民族诗人，
笔者认为，
主要就
是从思想上讲的，
他们的思想格局没有完
全打开，
一旦实现思想上的升华，
其诗歌的
气度和格局自然不是狭小的。
其次，
在对藏民族佛教思想的艺术表
现上有待进一步提高。笔者注意到藏族
诗人们似乎热衷于在诗歌中表现佛教观
念，藏传佛教为藏文化的精髓，在诗歌中
表现原本很好，但是表达的方式却不好。
诗歌作品中直接出现大量的佛教用语，
比
如，
轮回、
证悟、
涅槃、
加持、
观想、
往生、
开
示等，
有的诗歌甚至就是赤裸裸的佛教思
想的表述。诗歌以情动人，
过多的佛教的
直接用语，赤裸裸的宣扬佛教义理，还不
如读佛经。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化佛教思
想为艺术的表达，
转化为对某种哲理的感
悟，
这方面应当借鉴的例证是王维。比如
他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
萼。涧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意象如此
鲜明，情感如此饱满，何曾有一个佛教的
词汇，
完全将禅宗思想像盐粒溶入水中不
见痕迹。再如《鹿寨》：空山不见人，但闻
人语响。返景入森林，
复照青苔上。禅宗
的空静幽、无住等的思想隐含在画面当
中，
并不是佛教用语的直接引用。这样的
含蓄表达增添了艺术魅力。
总之，希望少数民族作家、诗人打开
自身思想格局，抛弃那种唯我本民族文
化独尊的狭小气量，兼收并蓄，努力汲取
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创造出
更加优秀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