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兰桂冠诗人 Dichter des Vaderlands

Ramsey Nasr
诺姆西·纳瑟尔

诗人简介：诺姆西•纳瑟尔（Ramsey Nasr），1974 年出生于
荷兰鹿特丹，巴勒斯坦与荷兰混血。诗人，散文家，小说家，
演员，导演，剧作家，翻译。早期从事演艺， 2000年出版第
一本诗集便以其独特的风格及国际视野引起瞩目。创作产量
高，获得过许多重要奖项，2005 年被评为比利时安特卫普城
市诗人， 2009 年起任荷兰“桂冠诗人” （任期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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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选：

1. 欧洲之屋 p 3
the house of europe

2.  低等人与他的栖息地 p 7

the subhuman and his habitat

3. 最后的合唱 p 9
final chorus

4. 乌托邦 p10
UtopiA

5. 奇妙的一个月 p15
wondrous month



3

1. 欧洲之屋 the house of europe

我的邻居设想了一个大陆
一个滚动的王国，它带有极少特征
没有风或者回音，只有铺好的平原
使我们的生活完整绵长

公民们文明 遵纪守法
菱角消失 变得圆滑
如他们的语言，硬币和西红柿
和平地滚动在马路上

对秩序和家规的无止境渴望
也在我自己身上繁殖
我和我邻居接受对方
互为理想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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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时候当我入睡之前

世界燃起火
我轻柔地想到我的出生起源
闻到远方的你

小男孩一样的光滑皮肤下
一个充满刺目矛盾的坑
唤醒千百倍的坑

坑里填满了凯尔特人和卡特里派教徒
伊特鲁里亚人，摩尔人和马扎尔人
散发出酸臭奶味和雄性皮革味

坑里还填满西哥特人和原始斯拉夫人
撒米猎人朝北去
汪达尔人在低处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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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肉体膨胀并开始融化
巴斯克！撒克逊！墨洛温族人
撞到嫩排骨上

我成群地土崩瓦解 然后又聚到一起
变成我所有旅行前辈的
巴巴爸爸小动画人

这就是填满肉馅的欧洲

我的邻居设想了一个大陆
而我需要一间客房
一个装得下我混合起源的家
或者干脆一个睡觉的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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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一个不舒适之处
带有旧式的角落：设计拙劣的
通风装置，不完整，但真实——
一个地窖和屋顶之间的支撑物

为我建一所生锈的房子吧
抗拒那飞有黑鸟之田野的眩晕神话
抗拒波佩林赫的罂粟
和奥斯威辛的金牙

抗拒迷雾和清晰的前景
为我建一所艰辛而痛苦的房子

（明迪 译 Tr. by Ming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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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等人与他的栖息地
the subhuman and his habitat

欢迎来到牛奶和蜂蜜之地
这里生长无花果杏仁杏子
非比喻性地长在通融的树木上
吃吧今天随便吃
乘出租车去第一个路障我为你付帐

我父亲在第二个路障等待
他会用油面包止痢草芝麻
招待你为他的座上客
星星压在他的屋顶上
在那里睡觉吧给他反引力之爱

日子对父亲而言 辛苦而必需
找一个有手推车的小孩吧
赶着毛驴或徒步走过山崖
跟在别人后面不断告诉自己
我们现在是动物这是许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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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在灰尘中弹跳
从那个治愈过病人的城市归来
烈日下糖尿病与癌症
许多年老的生病的出汗的动物
但这正是本来的用意

在我们流汗登山做动物的日子里
正因为这是原本的用意
他们殴打并猛踢动物
有一天我们会产生出牛奶和蜂蜜
有一天甘露将从人的手上落下

如果这听起来很疯狂哈比比
想想在路的几英里之外
真正的男孩和女孩紧张地坐在
星巴克外 作为一种抵抗
为性命担忧而喧嚣

（明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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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后的合唱 final chorus

并非死亡在冻结你
并非死亡在窒息你
而是两样同时 甚至更多
死亡之脚踢进黑暗
“出口”指示灯前后闪示
死亡仁慈 无限的仁慈
相对于这具无生命体
下沉 从帷幕处下沉
沉下去

座位是空的 舞台这么小
帷幕没有缝口 没有边缘 完全没有

（明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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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乌托邦 UtopiA

（《乌托邦》一诗为安特卫普大学而写。诗的标题指
涉举世闻名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摩尔关于理想世界的
著作。书的开篇就是主人公站立在安特卫普大教堂的
正门，这本书后来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
文本之一。摩尔一生试图将信仰与理性相结合。他的
原则是拒绝做一个政治猫爪，如此，他宁可在1535年
被斩首，也不去迎合君主的意愿。“一个人失去头也无
妨”成为他的座右铭。这首诗是向头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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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仍然梦见岛上的人
在这个城市短暂逗留
他来了 来看我们的女神

随着一个隐秘思维的暗流
岛上人站在年轻的大教堂前
令她的圣口——目瞪口呆

一片空，冲上岸之后她躺在他的脚下
一副全新的泰坦骨骼
一个沉重的玛丽去祈祷

对她而言到底是爱还是敬畏
使她女孩子气地把他推到水中
然后突然冒出泡 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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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悬在他炽热的头颅下
（肿胀的头骨下两只细小的腿）
围着她飞旋 满怀疑虑？

她带着窗口跟随他肆意飞行
昏眩时才充分意识到
这原来仅仅是他俩交配之舞的开始

此时他的头形如同一个奇妙的蛋
直到接近西南塔附近的某一处
他才轻轻拍了拍它——破晓之时

岛上的人猛然敞开：温柔的烟花
慢慢地覆盖住她，阿尔法 欧米茄
或希伯莱字母 雪片一样盖住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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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卫普市的上空噼里啪啦
神经与肌肉接触处，抛物线，酶，Z型轴
对于她来说他是一个超合理的风暴

这就是咎由自取 当你的后脑
在某些问题上绝望地分叉 喷射
你的脑花沿着窗户飞舞

岛上的人走了——喝酒失控，他自己
能给她的只有脑袋 别无它物
他找到她的时候她比现在轻浅

这古怪的半个千年之后
她心甘情愿地敞开大门等待
小舌一样的十字架悬垂在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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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女神此刻梦寐着新的年轻
男女 把一个呆笨的城市
如同音箱举到嘴边

露出硫磺一样的智齿
用爱之箭去骚扰未来：学徒们
啤酒般涌入，砸开我们的头颅

踢自己一脚吧城市的良心
与你的颅骨做朋友，喂它
做你自己头脑的对手，让它受罪

以更高的技巧应对，别只顾现金
高瞻远瞩：在众多的愚昧之辈中
做一个怀疑的岛屿

（明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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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奇妙的一个月 wondrous month

在那美妙的一个月
事物过剩 花朵累累
我的胸口像罂粟一样旋起
肋骨如华丽的羽毛一样伸展
放开我单薄的舌头吧
消耗比喻如同消耗水与火

我感到羞愧 田地里一小快神经反射
在雨水和风之间被遮盖太多
对灌木 树枝 荆棘不够敏感
我抓住我的死亡之光
在透明的耻辱的金光四射的喷嚏中

揉搓
它发现了我 哦多奇妙 我就在那里
少 足以让最多的羞愧
但这是我的痛苦 绝对的爱

（明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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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诗歌中译从英文转译

英文译者：David Colmer
中文译者：明迪 Ming Di 
幻灯制作：《诗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