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雨水中等待，在惊蛰里祈祷，
甚至忽略了春分之前响起的第一声惊雷。

你祈求世界永远和平，空气永远清新，
天空永远蔚蓝，景物永远明亮，
盘桓于胸腔内外的浓霾一去不返，
怡人的春光在每一个路人的脸上永远停留。

但是，季节的反应留存着地理学意义的差别：
北方继续干旱，犹如皲裂的大龟背；
江南的雨呵，丰沛到泛滥，
无论上天还是入地，都在讲述水的故事。

清明，白色的杏花重归寂寞，
泣血的杜鹃早已在尘世的喧嚣中沦陷。
哦，可以相互交谈的朋友愈来愈少，
而需要纪念的人物愈来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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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其相

或有雪或有雪

连续几天的雨
时令，仿佛在加速赶往某个目的地

它调动水汽，作为北风的武器
针刺般地剥夺舒适

它调动乌云，每天克扣一部分昼
这是给温和立冬的脸色

网上传来冷空气的消息
我们准备着，希冀着

◆ 张天吉

傍晚，太阳照在东边的镜子上
时光好像回复到很久以前
此刻，风铃在响
我唱起了歌

午夜里歌声再次响起
我的记忆也再次想起
我看见她的影子
和我的影子在跳舞

星星说：“今晚只有爱情，只有他们。”
月亮笑了

温 暖温 暖

我穿着臃肿的皮毛大衣
走进满是春意的院落
我与院子相隔了一个季节

我本想只看看铁线莲
却不小心欣赏了整个春天
我与主人相隔了一个爱好

我小心翼翼地嗅摸着
大脚还是踩到墙角的花草
我认为匍匐的
不是春园的主角
朋友说，在这个院子里
没有谁是配角

微风吹着叶儿沙沙在响
她们深深地互相称赞
在微蓝的天空下
我看到花草全都有了灵魂

春 日春 日
◆ 张端阳

那一个四月
山色葱茏
连同年岁也青葱
时空太久远，已经忘怀
那崖边曾有过一枝花

就在那高高的悬崖之上
有那一枝花
攀折不够，拽也拽不着

只有抬起头凝望她
在明媚春光中柔情摇曳
伴着山风和鸟鸣，她
览尽清泉汩汩，溪涧奔流
阅尽山花烂漫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她也做了青苔的饰物
完成了春泥一样的虚空

崖边一枝花崖边一枝花
◆ 张淑芸

每一片叶子都跳起舞蹈
把故事写满天空
像贪恋
一个金色的年华
像告诉凛冬
不要坠落
一个幸福的梦
趁秋意还够深长
趁麦香刚被烘烤
不管怎么飘
任由风寻找一个方向
没有远行的铿锵
也要原地打转的宿命
做个撒欢的孩童
不在流浪里驻停
不在世故里终老

叶 舞叶 舞
◆ 刘 凯

我拿起一块薄冰

朝向那太阳

我要赶在它融化前

把那火种点燃

一声鸟鸣 （组诗）

◆ 李 成

一声鸟鸣
天朗地清

一声鸟鸣
把无尽的山岭穿越

室内的多少金属器皿
都屏气凝神

一声鸟鸣从地平线上
把时间分开：昨夜与凌晨

一声鸟鸣
世界从一线曙光中诞生

一声鸟鸣，此刻只有一声鸟鸣
地球沿着它的方向旋转、轻松

一声鸟鸣，多少翅膀
在人心里扑棱

一声鸟鸣，划破了宇宙的寂静
而这声鸟鸣包含的寂静更深

弯腰的人——
你拾起的是一株株遗落的麦穗
你拾起的是一株株麦穗灌浆的声音
你拾起的是一缕缕秋天的阳光

你拾起的是你身后的一条条麦垅
你拾起的是一个秋天，一片秋野
你拾起的是你身后的村庄头顶的天空
你拾起的悄悄遗落的阳光

你拾起的是米勒那个穷画家
你拾起的是千万人的视线千万人的灵魂
你拾起的是我千百次——
而此刻，我是一株麦穗握在你手心

你们都是我最迷恋的事——

如果不能像一只鸟儿翱翔太空

那么宁愿化为一尾鱼，潜飞海底

而此刻当我们轻轻拍翅

天空与大海便比翼齐飞

我的口袋里总是装着
一枚从故乡带来的石子
我让它贴着我很近
总是能感受到我的体温

这枚石子，我取自故乡的路边
因为我看到它孤零零滚落草丛
它的身上有车辙的痕迹
还有那先天带来的隐隐的斑纹

它像我一样，已经深深地
打上了故乡的烙印
当它诞生的一刹那，熔岩
给予它故土的因子与成分

在这人海茫茫的都市
我们似乎总是相依为命
我向它诉说我的孤独
而它总向我回忆故乡每一处的风景

遥远的雪峰，绿色的松林
池塘清浪翻滚，白色芦苇摇动
正是这一切使它守身如玉
没有滚染上都市的烟尘

一枚从故乡带来的石子一声鸟鸣

拾穗者
——读米勒的同名油画

一场永恒的比赛

天空与大海

一手拨拉娴熟的算盘
算过集体的账目
清清白白
算过自己的生活
简简单单
算过苦日子
也算过甜日子
只是从不算计人
更不会计算
一生为儿女们的付出

想起生命中温暖的人
想起青灯黄卷，熊熊炉火
想起久别重逢的冬天里
一次次把他乡，抵做
故乡的村庄

想起雪夜
听音乐，闲敲棋子落灯花
就忍不住
把空空的茶杯
一次次蓄满
忍不住，把咽下去的茶
都当做隔世的月光和
今生的雪水

远天茫茫
夜色一波波涌到我脚下
渤海湾的细纱绵软如往事
滑腻如童年，温柔如爱语呢喃
有人风中回首
有人船舷静默
有人在水中打捞青春之贝
一个老人，呆坐海边
任凭少年戏水激起的浪花
溅湿他空洞的晚年

算账的父亲
◆ 孙 伟

我立在冬天
◆ 申宝珠

北戴河小景
◆ 梅玉荣

一条逼仄的街道，日夜睁着
眼晴。那些于黎明或夜晚
进出街区的人，大多表情神秘

有长辫子，从民国里甩出
花窗内美人移步，其声咿呀
檐下，两只鹦鹉对吟，关关雎鸠

一座姓顾的宅院，收拢了一批文人
吟诗、饮酒、作对，谈论时事和美女
掀起一街文风。几粒修辞偶尔从
飞檐上坠落，夜隐入夜色

一条朝北的老街，有人走过
前世，有人走过今生

小北街

◆ 姜 华

雪花姑娘迟迟未归

多情的北风

在村口，唱着情歌

痴痴等候了一个下午

牛羊归圈，鸡鸭入笼

慵懒的大黄狗

躲在厨房里

就着灶台的余温，梦见

白天的骨头

黄昏隐去，寒鸦扑腾

晚归的丝丝冷雨

伴着一盏昏黄的灯火

轻轻摇曳，乡村湿漉漉的梦

乡村冬晚
◆ 马从春

立 冬

立冬后
门前的黄菊花还开着
麦地一片寂静
稻草人隐入云层
天空倒置

收获信仰的鸽子
站在光秃秃的树枝上
衔起夕阳的余光
把晚霞穿在自己的身上

收藏泥土的涵厚
人类把语言嫁接在种子里
大地总在傍晚时分
升起蓝色的信仰

在大屯镇生活久了
我能听懂它的鸟鸣
寂寞的风，悲伤的雨，激动的春雷
口若悬河的溪流

那些演奏小夜曲的蛐蛐
在高处拉大锯的蝉鸣
在深夜写诗的夜莺
这一切，都让煤矿的黎明充满了期待

只有那些三班轮换的煤矿工人
不舍昼夜
仿佛亲爱的陀螺
在八百米深处，抱着风枪旋转，旋转

流水无情人有意
一年年忘了季节

◆ 刘佳琳

被小镇遗忘的人

◆ 马亭华

仰望天空 （组诗）

◆ 汪剑钊

你们颠覆了关于天使的成见

你们是一群与死亡打交道的人，
颠覆了关于天使的成见。
留恋尘世的烟火，以凡俗的形象出现，
在地狱的入口处站立，
口罩遮盖了嫣然的脸颊，
臃肿的防护服裹住了婀娜的身姿，
只有眼睛还保留着爱的原动力，
美好的福音则来自你们粗糙的双手。
朴素莫非是天堂最真实的标记？

哪有什么无畏的逆行？你们
不过是顺着良心的轨迹背道而进，
你们背转身流下的一行行眼泪，
也不能使奔涌的长江增高哪怕一公分。
但白衣沾染了痰迹与血污，
仍然在暮色中闪烁纯洁的光辉，
恰似璞石储存着坚强的意义。
仰望天空，我发现月亮和星星也是石头，
相比天使的称呼，我其实更愿意
叫出你们的小名，哦，善良、朴实的姐妹！

生活在酸子界的村民
内心总在向往永定与和平，
就像村口那一条狭长、涓细的水流，
渴望着大海的接纳，
为此他们不惜抹掉山样的棱角，
甚至愿意牺牲粗粝而憨淳的个性。

辽竹坪，一栋吊脚楼悬空而立，
耗尽一代又一代人的耐心与劳力；
门前，年迈的栎树半卧半立，
死亡与生命正在叶脉上秘密地拔河，
绿黄参半，绝不是作为风景，
而是一枚枚残片，承载童年遗留的记忆，

青山的纯朴，绿水的闲逸，
逐渐凝合成田野上根茬似的缄默。
不如以诗为名来相聚，劳作，歌唱，
扶持一下内心深处的贫困，
或许，也可以走到田垄抓起一把泥土，
填塞体内某处的空洞……

和平村叙事

清 明

是的，已经是冬至，
我独自把每一个字与词挨个掂量，
赶在群体性雪花飘落之前。

感情降到零度，
去掉负数，也去掉正数，
一切重新开始，
在镂空的树洞触摸成长的意义。

我，站在我的身外，
眯眼端详无谓忙碌的一尊躯壳。
从今天开始，尝试重新做一个婴儿，
与环形的符号成为亲密的邻居。

冬 至

需要纪念的人物愈来愈多，

但可以相互交谈的朋友愈来愈少。

桃花已在昨夜凋落，李花却尚未开放，

必须给时间打一个绳结。

捱过了一段漫长的冬天，
从立春日开始，你便期盼那个风和日丽的节令，

手握一枝乌鸦遗弃的枯枝，
享受自由涂鸦的快感，
接受声音与象形的爱抚……

哦！感谢母语，这皱纹密布的汉字，
美是艺术的初恋，——蓦然回首：
诗，再一次逼近生活的内核。

冬至日的夜晚，在入九的寒风里哆嗦，
有点沮丧，但我不绝望。

◆ 砚无税

冬至不冷

今日冬至，零度左右徘徊
长夜深沉，灯像万千
一朵晚霞，沿着上弦月的弯弓滑翔
波光明耀透散出春意微醉
广寒宫近在咫尺，桂子树下水袖起伏

人间天上，谁主沉浮
失算的玛雅人，又该笑你蠢蠢欲动
抛却烦心事，木鱼也喑哑
谁愿将一生写给游离和浮萍
任意流光，在月下低吟轻弹
有你陪伴，冬至不冷

一叶孤筝，满天流霞
虚空的日子摊开展平，装裱岁月
欣然拾起一地记忆远近
透过丝网，海棠摇曳，风景依旧
且有一朵使性的云，逆袭无畏
把自由寄送——
长空归雁
大地无比厚藏
矫情的寂寞无地自容
赶海的人儿，纵情一方绮丽星河

伫立在这冬至路口
冷暖交替
倾情守候一朵流光清影
期许，祝颂，月神由远及近
人海中，微雨茫茫，旧游何曾忘
凋零即为新生，风尘皆由过往
君且信，独有一念向月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