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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World One Moon 

2014 Mid- Summer Poetry Reading With Art Performances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月亮 

2014 年纽约仲夏绘画诗歌戏剧沙龙 

CAAC | Gallery 456 （纽约 456 画廊）    INM Foundation （纽约 INM 基金会） 

 

 

这次活动是 CAAC | Gallery 456 （纽约 456 画廊）和 INM Foundation （纽约 INM 基金会）以“同一个世

界同一个月亮”来倡扬人类一家亲的胸怀。 

 

6:00PM-8:00PM, August 8
th

 2014 

456 Broadway, 3
rd

 Floor, New York NY 10013 

CAACARTS.ORG | 212-4319740 | EVENTS@CAACARTS.ORG 

 

主要参与者 Featuring： 

诗歌朗诵 Poetry reading by 

Lu Ming（鲁鸣）、Wang Yu（王渝）、Yan Li（严力）、Yang Hao (杨皓)、Fang Zi (方子）、Li Fei (李斐)、Chen An （晨安） 

琵琶、戏剧表演 Lute and Theater Performances by 

Byron Wu （吴建华）、Alan Chow (周龙章) 

绘画即兴创作 Art Performance by  

Liu Yue（刘悦） 

 

活动分四部分，但可以互相穿插进行。 

第一部分：在纽约的用汉语创作的诗人朗诵自己喜爱的或者近期的作品。 

第二部分：朗诵今年中秋节（9 月 8 日）将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第六届中秋国际诗会上朗诵的国外诗人有

关月亮以及对诗歌看法的诗，从中可以领悟不同文化和地区的人们对月亮与诗歌不同角度的隐喻和移情。 

第三部分：琵琶演奏、京剧演唱。Byron Wu （吴建华）、Alan Chow (周龙章)。 

第四部分：即兴绘画创作。Liu Yue（刘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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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第二部分作品选登 

1，已故瑞典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的月亮诗，他是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世界现代

戏剧之父。 

月亮 

太阳已经西沉，晚露 

熄灭那火焰，天空之火 

水面上变得那么黑暗 

水面上变得那么黑暗。 

这时月亮从礁石上升起 

在波浪上放射出光芒。 

太阳！你只照亮白天—— 

而月亮，是黑夜里的朋友！  

译注：此诗选自《斯特林堡书信集 1858-1876》243 页上 1875 年 10 月 9 日给友人卡尔·古斯特夫夫妇的信

件。斯特林堡当时居住在斯德哥尔摩外的海岛上，精神不振，这对夫妇来探望后刚刚离去。信中作者表

达对友人来探望他的感激之情，把他们的来访形容为十月的阳光，而离去后留下了黑暗，但友情依存，

就如月光。但此诗之后作者也哀叹：“嗐，我真不会写诗——”。（翻译：万之） 

 

2，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201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应邀为本次中秋诗歌会选出他诗歌中使用

了月亮意象的诗。 

俳句，选自《哀伤贡多拉》  

1，幽兰复幽兰。 

轻巧滑过众油船。 

正是明月圆。 

2，夜晚流淌 

从东方涌向西方 

速度随月亮 

3，橡树与月亮。 

光明与沉默之星象。 

冷冷的海洋。 

俳句，选自《巨大的谜团》 

1，出了一点事。 

月亮照亮了房间。 

神早就知道。 

 

自九零年七月 

那是一次葬礼 

而我感觉到了 

死者读我思想 

比我自己更好。 

  

管风琴沉默，众鸟歌唱。 

墓坑在外面的烈日之下。 

我朋友的声音留在那里 

留在那分秒时间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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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着汽车回家 

被夏日阳光看透 

被雨和静谧看透 

被那轮月亮看透。                                  （翻译：万之） 

 

3，印度女诗人拉蒂·萨克塞娜的诗，她是双语网络诗刊《www.kritya》的主编；担任“克里迪亚”文学基金

会理事，藉此组织了多届国际和国内诗歌节。她参与创建了麦德林“世界诗歌运动”和土耳其“代尼兹利诗

歌节”，并担任成员和亚洲代表。此外还作为亚洲代表在一些高校中从事相关活动，例如在威尔士参与创

办“世界诗歌运动”，并担任成员和亚洲代表。 

诗的语言 

 

我的笔尖有个过滤器  

我的词语从这里过滤出来细如沙粒。 

时而几个词、几个拼写、几点意涵 

粘在网眼上，于是 

语言像潺潺的声音一样生出来。 

 

批评家总是认为诗歌的语言 

不可能潺潺流淌 

甚至语法学家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语言。 

 

我把拼写、意义和元音 

从过滤器的网眼上拂掉，收回，专注于语言。 

 

涂抹了修改， 

它仍然不是诗。 

因为它涂抹了修改 

 

我离开语言和过滤器 

只用会飞的词句， 

像风筝一样在情感的天空中飞行的词句。 

 

我的诗在地上行走 

看着天空的脸， 

 

我的笔尖  

没有过滤器 

 

现在甚至没有批评家看一眼 

我的诗。                                               （中译：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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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瑞典诗人、作家谢尔·艾斯普马克，1981 年获选为瑞典学院院士。1987 至 2004 年曾担任诺贝尔文学

奖评委会主席。到 2012 年已出版过十一本诗集、八本小说、七本文论集：最著名者为《翻译灵魂》，《诺

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艾斯普马克认为诗歌是翻译灵魂的实验，是形象语言对精神的塑造，他

的诗歌创作技法“大体与中国古代诗人的技法相同”。他相信诗歌既是独立的造物，也是改变世界的工具：

“诗反抗现实，从而使自己产生意义。”                                                                

这文字强迫灰烬重新变成明月 

你们把我当作了颜真卿， 

那支直立毛笔的大师。 

但皇帝发现我另有用处而不仅是艺术。 

叛乱造反已摧毁了此时代的王国。 

儿子把刀插进了父亲的身体 

妇女就像母鸡一样被宰杀。 

我们继承的现实已经崩溃。 

是啊，连月亮都烧成了灰烬。 

  

在抵抗叛乱时我表现的英勇 

让我升迁到了大臣的位置。 

但我对朝廷贪官的直言批判 

惹起了最高的丞相的怒火。 

他派遣我去晓谕斥责叛军的头领李希烈 

用我的生命来偿付这种侮辱。 

  

然而李某要收买我。 

听说他在花园里点燃火堆， 

我敢说不就威胁我把我扔进大火。 

当我自愿地朝火焰走去， 

我又唤发起他的敬意。 

实际发生的事情记忆只想删除。 

  

我年过半百才发现的风格 

会把这一切告诉你们。 

一个笔划柔顺开笔柔顺收笔 

柔顺就如我久爱的那个女人 

但字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战士。 

只有这样文字才有能力介入。 

  

现在我到了我低垂的草叶最尖端。 

在龙兴寺里的最后一夜 

一边等待刽子手到来一边书写。 

那直率而实在的文字 

把内涵还给那些被抢劫的词语。 

这文字强迫灰烬重新变成明月， 

将水塘充满成为月亮的一面镜子 

也把胳膊还给庙宇中的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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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想来缢死我的人 

对这文字的力量感到惊恐。 

  

只有月亮是唯一的朋友 

你不用去寻找“伟大的观念 

而应该去享受生育的愉悦 

然后和你的女人出去走入月光里， 

倾听唯一的鲁特琴声， 

感觉清凉的空气掠过脖颈。 

这个忠告你得自我，李贽， 

一度也尝试过教你写作 

就好像野兔蹦跳猎鹰冲击 

并非为了让人引述。 

别想为你自己做什么辩护 

说很多人要烧毁你的书。 

那些真正的文本 

在手的书写中就燃烧—— 

带着发黑的边缘纸张卷曲。 

就在这根头发的最末梢 

你要盖起你的草房而没人看见 

找到你的一座最高学府。 

我对你感到失望。 

难道你忘记了我被投入监狱 

就因为我鼓动人不断提出疑问， 

只有月亮是唯一的朋友 

而一把剃须刀是收尾的画面。                                  （翻译：万之） 

 

5，美国诗人伦纳德·施瓦茨（Leonard Schwartz）著有多部诗集，最近的《在元素》，《假如》均出自法宝

出版社，还有丑小鸭出版社的《七次重读图书馆》。他近年来主持“跨文化诗学”的广播（电台和网站）节

目，也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大学，研讨会，诗歌节朗诵和演讲。美国著名诗人约翰·阿什博瑞说，“ 伦纳

德·施瓦茨的诗优美地阐述城市生活的计划，其中想象的建筑，看不见的紧张和意外”。 

古老单元  

我凭直觉感受到月亮的光辉 

在这没有窗户和时间感的屋子里。 

毕竟最古老的单元，是月亮 

语言被它反射的火照亮。 

我要找的不是月亮 

而是在低潮时围着镜子打转的梭鱼。 

我要找的不是月亮， 

而是单身母亲在孩子身边入睡 

我要找的不是月亮， 

而是一个女人在责怪黎明的冷漠 

我要找的不是月亮， 

而是细心的幽灵，某个嘎嘎作响的神秘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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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服务部，请送六份月亮。 

寂寞时清醒和睡梦更容易混为一体 

在别人那里不可能，除非你碰巧 

处在恋爱中或者或者是正在给它打电话。 

我要找的不是月亮： 

不会变化的是变化的意愿。 

我要找的不是月亮： 

在雨中推着小车穿过胡同。 

我要找的不是月亮： 

野狗、吉普赛人、绝望的男人 

在拜占庭废墟的残垣断壁中露营 

我在清真寺里想着月亮。 

低垂的吊灯和躬身的信徒 

挤满阴影下的月亮屋。 

把月尘撒到竖石纪念碑上 

如果你能找到月尘和竖石纪念碑。 

我要找的不是月亮， 

而是雷电轰鸣和一阵珍珠雨 

我要找的不是月亮， 

而是眼里容不得无知的大伊玛目 

我要找的不是月亮， 

而是在卢佩龙出没的狼的鬼魂 

我要找的不是月亮 

而是些野狗在撕碎一面新月旗 

我要找的是月亮，  

这是我要找的月亮， 

是月亮的伤口，月亮的 

慕求，月亮里的子宫 

月亮里的螺丝，壁橱里的 

射毒眼镜蛇，射毒眼镜蛇上的 V 字印 

我要找的是月亮 

这是我要找的月亮……                               （中文翻译：王浩、梅丹理） 

 

6，美国诗人梅丹理（Denis Mair 汉学家、诗歌翻译）译作包括冯友兰的《三松堂全集自序》（夏威夷大

学出版社）、真华法师的《参学琐谭》（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朱朱的《一幅画的诞生》（2010）。诗歌翻

译包括《麦城诗选》（Shearsman Books,，2009）、《台湾新诗选》（哥仑比雅大学出版社，2005）、《当代中

文诗歌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其个人的英文诗集 Man Cut in Wood 于 2004 年由洛杉矶 Valley 

Contemporary Poets 出版。喜欢探讨《周易》中的文化符号，相关的文章贴在：www.yijingpoetics.net  

下面这首诗是他最近直接用中文写的： 

伽利略的眼光 

 

伽利略第一次用望远镜观察月亮 

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圆圈 

本来无法知道是陨星撞出来的坑 

http://www.yijingpoetic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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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发现这些圆圈的轮廓 

靠近光源的一边都带着一条黑线 

不靠近光源的一边是一条亮亮的弧线 

伽俐略刚好学过素描，知道光影法的观察方式 

受过艺术熏陶的眼光很快能判断出 

这些圆圈应该有深度，是一个个陨石坑 

在这个时候，理性和审美走上了一段共同的里程 

看到陨石坑的人，跟月亮的真实存在拉得更近 

能感受到月亮那种亘古如长夜的寂寥 

能够对比出我们生在地球上有多幸运 

为什么地球几乎没有陨石坑？ 

难道柔美的空气也成了我们的保护神？ 

理性借助审美，对月亮的处境有所体会 

那种无情的曝露，那种永远没有风吹雨打的荒凉 

那种无法孕育生命的死寂，而我们一生 

跟那种死寂要擦肩而过不知多少次？ 

这点就为月亮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 

在人类观看的长河中，有时要借助伽利略的眼光 

但有时我们跟更古老的古人一样 

凭着天上一颗光秃秃的特大卫星 

能够对比出自己家园有多么了不起 

这就是月亮特别神秘的地方 

我们本来能够直觉到它的荒凉 

并借鉴那种荒凉来热爱自己的家园 

甚至把荒凉解读为宇宙间一种神圣的本质 

也成为众多寂寞的心灵一种互相挂念的镜子 

我们本来就能意识到月亮的绝对荒凉 

我们还要仰赖它的荒凉，让人间变得温暖一些 

后来伽利略不过是提醒了我们一下， 

让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就能意识到的事 

这就是人类特别神秘的地方 

 

（2014 年 7 月 15 日西雅图至洛杉矶的火车上） 

 

以下是三首中国诗人以月亮为题材的诗： 

1，彭國全  1938 年出生在南海之滨的廣東台山广海镇,1984 年移居美國纽约, 是海外華文作家筆會會員, 

纽约華文作家協會會員。 

中秋明月 

 

嫦娥換上一襲縞素的新衣裳 

今夜, 以護士的細心和溫馨 

護理天下遊子的思鄉病 

 

纖纖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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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起熠熠的銀針 

一根 一根 

向每個“望鄉穴”對準 

扎淺，扎深, 扎匀 

默默地拿捏着抓心脑肺的乡情 

 

中醫經典所認同的經絡 

不通則痛    通則不痛 

 

今夕今夜今時 

即使針灸千針萬針 

我的經络还是没通  

皆因萬千思绪堵塞   

害得嫦娥像一只自言自语的 

玉兔 

 

2，万之（陈迈平）瑞典籍中国作家及诗歌、小说翻译。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

小说和长篇诗等。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和教书期间，参与外国戏剧改编演出并把阿城小说《孩子王》改

编为电影剧本（陈凯歌导演）。根据北岛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幸福大街 13 号》瑞典语版曾经在斯德哥

尔摩演出。近年来，他是瑞典诗人谢尔·艾斯普马克的诗歌与小说的中文翻译，（已经在中国出版三册），

另外，他还翻译并在中国出版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的书信集。 

我的月亮   

我的月亮没有圆缺 

只有心情扫描出图像 

我的月亮不反射阳光 

日食就暴露出全部真相 

我的月亮没有任何份量 

比鸟还轻盈地四处飞翔 

我的月亮没有轨道和方向 

东南西北逍遥而又无常 

我的月亮没有观念思想 

梦的摇篮幻觉的温床 

我的月亮没有神话传说 

没有嫦娥桂树和吴刚 

我的月亮没人分享 

一枚悬在空中的私人图章 

 

3，严力。诗人、画家、作家. 1954 年出生于北京。目前居住于上海、北京、纽约。 

体内的月亮 

一个、两个、三个。。。。 

无数个月亮 

国家和家庭 

甚至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月亮 

http://baike.baidu.com/view/61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8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8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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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 

登陆心愿的内部密码！ 

 

那些惦念、愿望、祝福 

甚至诅咒 

尽管被不断地刷新 

但离不开体内的那轮月亮 

所以啊 

分不清天空的古代和现代 

也量不出 

东、西方的仰望有什么差距 

价值观的尺寸到处都很清晰 

而无限的自由主义 

则远在人类体力够不着的深处 

 

纵览天下吧  亲爱的 

没有一场风刮错姿势 

没有一场雨从半空缩回去 

除了被文人们特意扶持起来的 

修养 

但是亲爱的 

你知道吗 

那轮体内的月亮 

却遵守着身体制度的圆满 

在修养之外                                                      20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