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蜜周
  
  
   第⼀天
  
   叶落到要去的路上
   在⼀个梦⾥的时间
   周围像朋友⼀样熟悉
   我们，却隔得像放牧⼀样遥远   faire paître /graze
   你的眼睛在⽩天散光 astigmatique 
   像服过药⼀样 pris des médicaments
   我，是不是太粗暴了？ cūbào brutal
   “再野蛮些 yěmán sauvage ; grossier
   好让我意识到⾃⼰是⼥⼈！”
   ⾛出树林的时候
   我们已经成为情⼈了
  



   第⼆天
  
   ⼭在我们⾯前，野蛮⽽安祥     xiáng prometteur
   有着肥胖⼈才有的安祥
   陌⽣闪了⼀个回合 shǎn éclair 
   你不好意思地把⼿抽回               chōu tirer
   又觉得有点庸俗 yōngsú  vulgaire
   就打了我⼀个⽿光                       dà ěrguāng gifler
   “要是停电就好了
   动物园的野兽就会冲破牢笼       chōngpò faire une brèche/ láolóng cage
   百万庄就会被洪⽔冲⾛！”
  
   第三天
  
   太阳像⼉⼦⼀样圆满             satisfaisant ; parfait
   我们坐在⼀起，由你孕育着
   我⽤发绿的⼿指拨开芦苇   拔 bá / lúwěi roseau



   ⼀道闪着⾦光的流⽔
   像⽉经来潮                                     yuèjīng menstruation láicháo menstruate
   我忍不住讲起下流的⼩故事              insupporter/ obscène ; cochon
   被竖起⽿朵的⾏⼈开⼼地摄去          shùqǐ dresser l’oreille/ absorber (取 shèqǔ)
   到了灯⽕昏黄的满⾜的时刻
   编好谎话
   拔⼲净裤腿上的野草刺         拔 bá  enlever 刺 cì épine f /kùtuǐ la jambe d’un pantalon
   再亲⼀下                                             qīn embrasser ; donner une bise
   就飞跑去见衰⽼的爹娘……             shuāilǎo vieux & frêle ⽗母 
  
   第四天
  
   你没有来，⽽我
   得跟他们点头
   跟他们说话
   还得跟他们笑
   不，我拒绝                  jùjué  refuser



   这些抹在⾯包上的愚蠢                          yúchǔn stupide ; imbécile
   这些嗅东西的⿐⼦看货物的眼睛          xiù sentir ; flairer
   这些活得久久的爷爷
   我再也不能托着盘⼦过礼拜天了          托盘 tuōpán porter plateau
   我需要遗忘                                              yíwàng oublier
   遗忘！车夫的脚⽓，⽆赖的⼜⽔    conducteur/ jiǎoqì mycose ; wúlài sans vergogne
   遗忘！⼤⾔不惭的胡⼦，没有罪过的⼈民     dàyán-bùcán se vanter sans vergogne 
   你没有来，⽽我听到你的声⾳：
   “我们画的⼈从来不穿⾐服
   我们画的树都长着眼睛
   我们看到了⾃由，像⼀头⽔⽜
   我们看到了理想，像⼀个早晨
   我们全体都会被写成传说                            légende
   我们的腿像枪⼀样长
   我们红红的双⼿，可以稳稳地捉住太阳    zhuō saisir
   从我⾝上学会了⼀切
   你，去征服世界吧！”                                   zhēngfú vaincre



  
   第五天
  
   看到那根灰⾊的烟囱了吧                            yāncōng cheminée
   就像我们肤浅的爱情⼀样                            fūqiǎn peu profond, superficiel
   从那个没有带来快乐的窗⼜
   我看到残废在河岸上捕捉蝴蝶                    handicapé ; bǔzhuō handicapé
   当我⾃私地温习孤独                                    wēnxí réviser 
   你的⽛齿也不再闪光                                    shǎnguāng luire, briller
   我们都当了真                                                prendre au sérieux
   我们就真的分了⼿
  
   第六天
  
   你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



   从开始。
   你真的不爱了？
   真的。所以可以结婚了。
   你还在爱。
   不爱。结婚。
   你只爱⾃⼰。
   （想着别的事情，我点了点头）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直都在欺骗你。                          tromper ; faire croire
   （街上的⼈全都看到了
   ⼀个头戴鸭⾆帽的家伙                  yāshémào chapeau en forme de ornithorynque / type
   正在欺侮⼀个姑娘）                      qīwǔ intimider ; maltraiter
  
   第七天
  
   重画了⼀个信仰，我们⾛进了星期天        foi ; croyance
   ⾛过⼯⼚的⼤门



   ⾛过农民的⼟地
   ⾛过警察的岗亭                             gǎngtíng poste de garde
   ⾯对着打着旗⼦经过的队伍         défilé
   我们是写在⼀起的⽰威标语         shìwēi démontrer ; manifester / biāoyǔ slogan
   我们在争论：世界上谁最混帐     混账 hùnzhàng insolent, impudent
   第⼀名：诗⼈
   第⼆名：⼥⼈
   结果令⼈满意
   不错，我们是混帐的⼉⼥
   ⾯对着没有太阳升起的东⽅
   我们做起了早操——                      exercices matinaux
   　　　　　　　　　　　　　　　　
  
   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