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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涩之外
———布兰臣《语言之初》读记

高 健

一直以来，艰涩、隔膜、迷惑、焦虑、杂

乱等，是评论界解读布兰臣诗歌作品时的

高频词汇。的确，在布兰臣的诗歌创作中，

极具先锋意识的创作姿态、奇崛的个性化

表达、突兀跳跃的主题变奏以及繁复的现

代诗艺技巧等等，使其诗作犹如当代装置

艺术般具有强烈的颠覆性与冲击力。初读

之下，无处不在的陌生感几乎让人无所适

从。但在艰涩之外，不难发现，布兰臣的诗

作仍然不乏温情与和谐的一面，在怪诞冷

峻的表象之下，仍然暗藏一抹暖色。

总体来说，对童年经验的书写 、精彩

瞬间的诗意捕捉以及寻常事物的诗性开

掘，在布兰臣的笔下呈现出区别于艰涩的

诗歌质感。它们以丰沛的诗意与别致的诗

趣，丰富着布兰臣诗歌作品的内容层次与

阅读体验。

在诗歌创作中， 相较于单纯明朗的情

感抒发， 布兰臣更注重传达真实复杂的生

命体验与形而上的哲理思索。 面对不同的

生命体验时，诗人的书写笔调截然不同。当

开掘现代人尤其是成人的精神苦痛与内心

困惑时，作品中常常充斥着暴力、黑暗、阴

冷与绝望， 在表达方式上也以戏剧化和出

人意料的意识流为主， 营造出艰涩曲折的

诗学空间。但在书写童年经验时，诗人笔锋

一转， 温情美好的诗性文字在笔端缓缓流

泻，呈现出另一番诗学景象。在《金黄水面》

中，诗人写道：“将所有的美累计在一起/野
蛮生长的绿，我是黄昏散步的/学子，蹚过
你田野里的/金黄水面，交织成童年”。乡间

肆意生长的绿色植被、“金黄水面” 的鲜亮

意象，让人再次感受到童年的生机与活力、

自由与美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童年，被

诗人寄寓了治愈精神创伤的神奇力量。在

诗歌《召唤》中，诗人写道：“我从词语里找

到了/童年，这一张/藏宝图，留在那里/需
要我们，掉转船头”。与现代都市快节奏、碎

片化的生活与巨大的生存压力相比， 童年

生活的缓慢与纯真，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

成为诗人笔下人性的庇护所。 诗人在以艰

涩之笔开掘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同时， 对童

年生活经验进行了诗意书写， 赋予诗歌温

柔明亮的底色。

以敏捷的诗思把握稍纵即逝的瞬间，

并展开诗意化的联想与书写，在布兰臣的

诗作中也较为常见。 在创作中，布兰臣几

乎不关注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而是以诗

人的敏锐感知力， 突入主体的精神世界，

既以梦境书写现代人极度压抑的精神世

界，亦在独白与对话中解剖主体的内在困

惑。 在近来的一些作品中，诗人还以天马

行空的想象突进历史 ， 在解构与质疑之

间，重新审视历史的确定性与真实性。 而

在此之外， 布兰臣还善以敏锐的感知，捕

捉稍纵即逝的瞬间，以丰沛的诗意涤除艰

涩的苦味 。 如对水流蔓延瞬间的书写 ：

“水， 开始绽放/地面的伤口不停延伸/一
片喧哗/像一堆碎裂的陶瓷片/迅速拼接
了一枝新的花朵/方寸之间， 一种新型的
有序排列”（《东沟》）。 在诗歌中，诗人对干

涸的大地在水流的滋生与蔓延中重获生

机的瞬间，进行了传神的诗学演绎。 诗人

创造性地将伤口、碎裂的陶瓷片、“一枝新

的花朵”与土地的不同状态相连接，既生

动展示出不同状态下土地的视觉变化，也

透露出水流与土地生命力之间的深层关

系，体现出诗人敏锐的感知力与传神的艺

术表现力。

在作品中，诗人不仅能以敏锐的感知

力捕捉、传达稍纵即逝的瞬间，还善于以

独特的思考刺穿寻常事物的坚硬外壳，发

掘其中的诗意， 在体现诗人机趣的同时，

也带来区别于艰涩的阅读体验。 如《薪火》

一诗中， 诗人写道：“……用身体喂养激
情/直至熄灭”。 对飞蛾扑火这一常见的现

象， 做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诗意化解读，肯

定了飞蛾为了理想不懈追求的单纯与坚

定，与文学中的常规解释形成区别。 与此

相关，还有对“瓷”的诗意化解读。 “而瓷，

这时候突然闪现出/它先天的 ‘内在破碎
性’/瓷具， 当它容纳了一小口热烈的茶
水/并接近人的嘴唇/此时听到它与人的
窃窃私语/它热切地希望与人接近、 与人
相融/它只是一个第三者，并非想/把人据
为己有，或者/瓷，只是我们身体内部的一
种根源”（《恐惧———献给叶橹老师》）。 在

诗歌中，诗人结合“瓷具”这一日常器皿的

物理属性，展开形而上的诗学思考，在瓷

与水、瓷与人的多重关系中，透视人性的

复杂与脆弱，诗歌充满机趣，在熔铸诗人独

特发现的同时，也打破了常规的解读思路，

赋予诗歌浓郁的诗意与诗味。

在《春江花月夜》中，诗人写道：“他们
写下的诗句/一首比一首突兀、跳跃、多主
题，并不断变奏/他们用这些论调，来破译
他们的/统治失败、亡国、背叛和爱情”。这

几行诗，正可以说明布兰臣诗歌的创作特

点。 为了深刻开掘主体的精神世界，传达

人性的复杂与历史的悬而未决，他自觉取

法现代诗艺并不断创新，以自由跳跃的意

识流组结诗思，在诗意表达上不免艰涩费

解。 但在书写童年经验、把握稍纵即逝的

精彩瞬间以及寻常事物的诗意化书写上，

却又呈现出较为别致的诗意与诗趣，为其

诗歌带来艰涩之外的另一重诗学体验。 这

一部分创作与文字或许不能完全代表诗

人作品的特质，但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艰涩

所带来的压抑与黑暗 ， 丰富了作品的层

次，体现出诗人艺术世界的绵密多维。

（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文学院）

诗性时空：重构和探秘
叶橹

布兰臣的诗集 《语言之初 》 是一部

值得有心人多看几眼并给以研究和思考

的诗集。 他的这些诗， 因写作时间的不

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品质， 证明他是一个

不断有新的追求和不满足于现状的人 。

读他写得较早的一些诗， 依然能感受到

他的抒情意味较浓， 并且有一种对场景

的痴迷。

“光离我很近 ， 但触摸不到/它铺在
窗台上， 并在柱子的缝隙间游走/门外 ，

巷子在转弯/一阵抒情旋律牵引/晃动的
影子， 如潺潺的夜色/正隐秘地记录着某
些情节”（《参照系》），这几行诗对于 “感

觉” 的描述如一种潜意识的表达 ， 似乎

是难以捉模的。 但随着诗歌中“鸢尾的叶

子”“紫色蓬乱了下来”，以及“叶瓣间的纹

路很粗，像一条栈道”，还有“白铁架”“墙

壁上的蓝色图案 ”等等意象的出现，最终

却是： “似乎等着一场雨， 等着/一种更
为凌乱的发型， 等着它说出/‘时间’ 和
‘死亡’， 保持平静”， 这种在种种纷乱的

意象中突然进入对时间和死亡的感悟 ，

似乎暗示着布兰臣对生命的无常性所感

悟到的悲凉意味。 所以在诗的最后出现

的：“人们这样描述：我们已经失去了‘参
照系’/那蓬乱的紫， 正是我们回归空间
和/生理上的每次体验”，布兰臣好像是在

一连串无端的凌乱中， 不经意间进入了

一种生命无常的思考， 然而他的表达又

似乎不特别悲情。 本来， 偶然来到人间

的生命， 无论是作为动物还是植物 ， 互

为参照是它们的自然存在， 为什么我们

会产生失去 “参照系” 的观念呢 ？ 这或

许是一个永恒的哲学之谜。

选取这一首诗来加以评析，是因为从

他众多这类写人间万种细小事物的诗篇

中，会发现布兰臣是一个敏于感受长于联

想的诗人。 而他的另一类诗所呈现的特

点，与上述的简明随性恰恰形成另一种鲜

明的对比，这一类诗集中收在诗集第二辑

“东沟：沟通各中场景的中间地带”中。

东沟是布兰臣故乡的一条小河 ， 在

它身上寄托着诗人许多童年的幻梦和刻

骨铭心的记忆。 从这些诗中 ， 不仅读出

了他作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 ， 更读出了

他作为一个不愿为陈旧诗歌模式束缚的

大胆的追求者和探秘者的品质。

在布兰臣有关东沟及其周围环境的

诗中， 弥漫着一种可以称之为阴冷郁闷

的氛围， 他常常把历史和现实交织在一

起，不仅时序颠倒，同时也有人物之间的

混杂和“互文”。 读他的《东沟》《汉留》等

诗，会读出许多有关历史的民间传闻 、相

关历史事件中或英武或屈辱的人性表

现，以及他对历史的认知和解读。 种种无

法得到明确答案的传说是史实还是野

史，都是一团团历史的迷雾，甚至他自己

的出生 、经历 、爱情等同样如此 ，这些形

成了诗歌中一种令人难以把握的精神游

移。这样的叙述方式或细节呈现，在他的

心灵深处也是一种无解的谜 ， 之所以要

把这些五花八门的事物呈现在自己的诗

中， 或许正体现了他试图对客观事物实

行解构或重构的艺术野心。

在布兰臣的笔下 ， 历史事件也好 ，

现实情结也罢， 他并不想让它们呈现出

一种秩序井然的面貌， 而是通过自己的

诗性思维对它们实行重构和组合 ， 目的

就是让读者进入他的诗境之中迷途而不

知返 。 这种迷途而不知返的艺术境界 ，

其实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一次次探秘 。

他不给读者以明确的结论和答案 ， 只引

导人们发挥自身的联想力和思考力 ， 至

于你的联想和思考是否与他的意图相吻

合， 似乎也不是他所关心的 。 或许在他

看来 ， 诗人的心灵只是去体验去感受 ，

至于它们是否符合别人的体验和感受 ，

那不是他所能顾及的。

正因为这样 ， 这一类诗必然会给读

者造成一些隔膜与迷惑， 但应当尊重诗

人的自我选择。 更何况， 在布兰臣有关

东沟故乡的另一些诗中， 则存在着许多

满怀柔情与美好回忆的篇章 ， 这也让人

们在阅读他那些较为艰涩的诗篇之余能

享受到一些轻松和愉悦。

诗集第三辑 “迷楼 ： 秩序井然中的

姿态多维”，或许表现出布兰臣的另一种

追求。 他试图从古老的扬州文化传统中

挖掘和发现一些他认定有意义的东西 。

“向南 、 向北/弯曲的色块不断闪动/像
一枚枚熟透的果子 ， 落在城市郊外/那
儿 ，青砖碧瓦 ，古色古香/一座座迷楼正
悄然升起 ， 又在/我的体内慢慢沦陷 ”

（《坐标 》），如果不是因为有 “迷楼 ” 一

词的存在， 我们不一定会感到这首诗有

什么特别的意义 ， 但因为扬州有迷楼 ，

它或许就暗含了一种象征的意味了 。 扬

州的迷楼所隐含的故事， 成为人们审视

历史和体察现实的一种参照物 ， 它甚至

成为激发诗人一些诗情的导火索。

在布兰臣的笔下 ， 从他对故乡 “东

沟” 及其周边环境的回忆与描述 ， 到对

扬州当下各式场景的表现与领悟 ， 始终

贯彻着一种对历史可疑的质询和审视 。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在种种人物

的命运遭际中， 俗世的卑微同严肃的思

考相交织， 成为布兰臣思维方式的一大

特点。 所以他笔下的诗性时空常常会呈

现出错乱的倒置， 而现实中的人性则是

善恶并呈的复合体。

历史上特别是唐代诗人笔下的扬州

大抵都是一些外地诗人眼中的扬州 ， 扬

州本地诗人的呈现则有所欠缺 ， 如何从

他们的笔下认识一个真实的扬州 ？ 布兰

臣有志于此 ， 但他的努力还有待检验 ，

他诗集中涉及当下扬州的短章 ， 虽然有

一些独特的感受， 但要从全貌上进入扬

州的文化， 还需要深入地挖掘。

或许布兰臣对诗性时空的重构和探

秘， 也还是一种模糊的观念 。 之所以要

指出这一点 ， 是因为这个特点决定了他

诗歌的 “小众性” 品质。 他的诗中有许

多属于个人的 “私象征” 的东西 ， 还有

一些不为大众所熟悉的 “用典 ”，在语言

表达上的突兀性和跳跃性， 这些可以被

认为是其特点的艺术因素 ， 或许会成为

一些人眼中的缺点和致命伤 。 但既然作

出了自己的选择， 那就应当在自我坚持

中不断严格地审视和抉择。 因为，自我审

视和作出抉择是一个诗人的“主权”，唯一

的知情者是诗人自身。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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