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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雜彈（六章）

陳志澤，1943年9月出生于福建泉州。
中國作家協會員。現為中國散文詩研究會副
會長、中國散文詩作家協會副主席。2007年
在紀念中國散文詩90年活動中被評選為「中
國當代（十佳）優秀散文詩作家」。出版
《散文詩藝術技巧例話》《中外散文詩精品
解讀》等文學評論集、散文詩集、散文集、
詩集等25部。作品選入《中國新文藝大系
1976-1982散文集》《新中國六十年文學大
系》《中國散文詩90年》《中國散文詩百年
經典》《中國散文詩一百年大系》等選本。
散文詩集《愛的星空》獲1989年度華東地區
優秀文藝圖書獎。散文、散文詩合集《歲月
的回聲》《守望‧走不出故鄉》獲福建省優
秀文學作品獎。散文詩作品獲《詩潮》2016
年度散文詩單項獎。

李耕的字

當年，在我主持某刊期間，李耕先生曾

多次寄來散文詩大作。

讓我驚訝的是，挺拔、疏朗的大男人李

耕，與他稿紙上密集的娟秀小字反差太大。

他把稿紙當成一片空蕩蕩的田地，任由

他撒播種子。急促的呼吸不容許他從手上飛

出的種子一顆顆隔著限定的距離，火熱的心

跳不接受行距的規矩。

稿紙的方格完全被他忽略了，行與行之

間的空白也被他的字佔滿了。

他的字總是緊緊連接，有的幾乎重疊。

一行到頭了，另起一行也不跨越，一行行都

緊緊挨著，風絲也穿不過去。   

當然不會是他缺稿紙，也不會是他自稱

的「半瞎」所致——他的字我都能看得一清

二楚。

我體味著李耕先生稿紙上的字，體味著

他靈魂的急速遊走。我追不上他思想的電光

石火的閃亮腳步，牽不住他濃濃詩情的湧溢

流駛……

木頭

水靈靈的樹，涅槃了就成為木頭，從此

變得堅硬。

重壓與撕扯都難以改變它，唯獨聽從木

匠銳利的刀斧，變幻出盡善盡美的物件，釋

放出獨特的芬芳……

也有淪為燃料的時候——誰叫它容易著

火——但即使燃燒了，也要奮不顧身撕碎寒

冷。

上等的木頭，精心的製作，憑借鐵釘、

桐油灰的神奇連接，泉州「福船」名聞遐

邇。承載著商貿的山之重，和平與友誼的花

之美，浮起一條浩浩蕩蕩的海上絲綢之路。

做成船的木頭，絲絲縷縷纖維早已凝

結、膠合，浸泡于水而頂住水的滲透，更拒

絕腐蝕的滋生——木頭的船，絕不朽爛，絕

不沉沒……

風生水起的海，人類生活的河，游弋著

木頭無聲的寄托。

靈 光

黑暗淹沒了一切。

突然，白日高高的山嶺又凸顯在夜之

上，靈光三道閃亮在山腰巖壁間。

一連數夜，靈光重複著對黑暗的消磨，

重複著神諭的指向。

誰能解說奇跡的照耀？誰能領悟光明的

啟示？南天禪寺守淨法師斷言，這是「山萃

眾岳之靈」，非得建立起一個偉業。

靈光沒了。

靈光去了哪裡？它烙下痕跡的基座上聳

立起三尊直上高天的佛。

沒了，沒了。有了，有了。沒與有，動

人的對應，此消彼長的深邃。

接受光的指引，該雄偉的就準確無誤地

雄偉起來了。

完成了神聖的使命，光就又游動到新的

天地。

三尊石佛不忘記那光。卑微的我也尋找

那光。

我知道了，那光在黑夜裡，在風雨裡，

在閃電裡、雷聲裡，在迷霧裡，在雲深不知

處……

從日月星辰滴下的燦爛的光，從江河

湖海提取的濃濃的光，從上蒼意旨裡飛射的

清亮的光，一次次等待著冥冥中的一聲召

喚……

一種緣

台灣島是我們大陸肌體的一塊骨肉。

從地球深處爆發的地震，在台灣島就被

吸納了。

一些或疏或密的波瀾漾到了隔海的泉

州，就化作輕輕的摩挲了。

從太平洋險惡的狂濤裡撲來的颱風，在

台灣島就被撞得狼狽逃散了。有些零落的碎

片飄到了一衣帶水的泉州，還攜來好雨，為

乾旱的田畝解渴……

從遠處深海裡洶湧而來的熱帶氣旋，在

台灣島就被吞食得所剩無幾了，悻悻地栽落

到海的波濤裡去了。

有些居心叵測的霧霾偷偷摸摸爬上台灣

島的海岸，就被刺破、驅逐，讓起伏翻捲的

海濤舔淨了。

天設地造，台灣島是我們大陸肌體的一

塊骨肉，血脈神經能不緊緊相連？

通

不通則痛，動彈不得，只能癱倒。

腰疾又作祟。還好是到了大陸，推拿、

按摩、針灸的名醫有的是。

推拿真有妙功，推倒血液流動循環的障

礙，拿下纏繞的邪。

按而摩之，愛撫的溫暖灌注、瀰漫。

針灸的神針，最精確地抵達穴位，亮晃

晃、輕悠悠抖了抖，一陣隱隱浮起的脹，一

陣微微掠過的麻。

通了，血脈的淤塞打通了，舒暢像海峽

風，席捲那時常興風作浪的痛……

跪射俑

頭頂綰一髮髻，一朵中華民族精氣神之

花。

戰袍從未脫下——威武勇士最美的服

飾，明亮著青銅的質地與色澤，閃耀著無數

銳利的眼睛。

左腿曲蹲，右膝跪地。跪著，為了連

接廣袤的大地，為了巋然不動。目光直射前

方，，為了穿透敵情的詭譎，為了預見勝利

的曙光。

練兵場上苦練著？吶喊聲聲迸發。

引而不發？只讓氣血漲滿胸膛。呼吸屏

住了，空氣也凝固了。

殺敵的前奏？箭鏃即將嗖嗖射出——鏖

戰的沙場上百發百中的揚威，應聲倒下的侵

略者屍橫遍野……

有血有肉的跪射俑是強大秦國的一個意

象。

光芒四射的跪射俑不也是我們今日偉大

中國的一個象徵！

詩寄嶺南人老師
 弄潮兒

        您曾日啖荔枝三百顆嗎
        不辭長作嶺南人

        您的詩像荔枝一樣甜美
        像枇杷一樣誘人

        您的詩像楊梅一樣新鮮
        像羅浮山下四時皆春

        您獨步泰華文壇
        您創辦了東南亞筆會

        您的朋友滿天下
        您是我的好老師

07/28/2020

千里之外
雷安

千里之外，有我遙遠的故鄉。

記憶裡，清澈的流水，環繞著自家的

屋舍，還在緩緩流淌。

孩童的面容，無憂無慮，倒映在輕輕

晃動的水面上。

悠悠童年，天真的孩子，有一隻小綿

羊。田間的小路，青草滋長，孩子與小羊

左右徜徉。微風吹過，翻滾的麥浪，送來

陣陣清香。

黃昏，遠山上的斜陽，照著我們的小

村莊。兒時的夥伴，或三或兩，在屋外捉

迷藏。

那輕輕的腳步，壓低的聲響，讓人

辨不清方向；頑皮的身影，東躲西晃，被

發現後，小夥伴們笑得前俯後仰，恣意歡

暢。

夜色下，老屋的窗戶透出昏黃的燈

光，猶如小屋裡久久等候的母親的目光，

有焦灼，也有慈祥。

洗掉手上的泥巴，換下弄髒的衣裳，

歸家的小孩童酣睡在柔軟的臂彎上，耳邊

還有童謠環繞，迴盪。母親守護著孩子酣

夢，淺聲低唱。

柔柔的夢境，幸福綿長。

歲月悠悠，記憶中的故鄉，永遠溫

暖，明亮。多年以後，生養我的小村莊還

是我內心深處不變的天堂，讓人長久懷

想。

感謝考試
董建華

常常在報紙、網絡中看到關于考試制
度種種弊端的抨擊，但對我來說，不僅對考
試無任何意見，甚至對它充滿了感激之情。

我是一位世世代代居住在大山深處的
農民的孩子，依靠考試，讓我有機會站在高
中的講台上，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讀小學時，我們班共有30名同學，這
三十名同學中，只有我一個人考上了大學。
有人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不一定非
要考上大學才有出息。話雖這麼說，在城市
也許有許多沒有上大學的人，照樣做出了偉
大的業績，但作為一個貧困山區的農民的孩
子，要想幹點業績，真的不容易，我們班其
餘29名孩子，和他們的父輩一樣，繼續過著
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生活。

每 次 回 到 老 家 ， 總 要 和 他 們 敘 舊 聊
天，他們勤勞淳樸，生活艱難，在他們眼
中，我的工作穩定，旱澇保豐收，令他們羨

慕不已。
在 他 們 面 前 ， 我 卻 沒 有 一 絲 的 優 越

感，我常常想，幸虧我當時選擇了讀書，選
擇了考大學，否則，稍有閃失，我可能就成
了他們中的一員。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讀小學五
年級時，那是一個夏季的早晨，一夜的大雨
之後，沿路溪溝的洪水暴漲。我背著書包，
急匆匆往學校趕去。

「快來抓魚喲！」聽到喊聲，我轉過
身去，同班小夥伴兒小王站在一個小水溝
裡，雙手舉著一條鯉魚，對我說：「這條小
溝裡有好多魚，都是從水庫裡跑出來的，快
來抓喲！」

我走近小王身邊，他已逮住三條魚。
我放下書包，捲起衣褲，正準備下水時，叮
叮叮，上課的鈴聲遠遠傳來，我本能地收回
腳，提起書包，朝學校跑去。

小王在後面喊道：「不要上學了，這
麼多魚，我們不抓，等放學後，別人就抓去
了。」猶豫了幾秒鐘，我還是朝學校跑去
了，放學回來後，小王在我面前炫耀：「你
看我，抓了二十幾條大魚。」

小王的成績當時比我強，經過這件事
後，他常常逃學，特別是等大雨過後，或沿
著小溪溝捉魚，或到山上採摘松菌，每次收
穫都非常豐盛，沉迷其中，最後乾脆輟學
了。現在每當我們在一起聊天，談到這件事
時，他總是以此教育他的孩子：「如果當年
沒看到溪溝裡的魚，後來就不會輟學，也許
會和叔叔一樣，努力學習，考上大學，命運
也許是另外一番走向。」

我 算 是 幸 運 的 ， 始 終 選 擇 了 努 力 學

習，最終靠高考的幾張試卷，讓我脫胎換
骨,走出了貧困的大山。

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一個偏僻的小鎮
從教，能夠吃上「皇糧」，我已經心滿意足
了，努力從教，從沒有其他任何奢望。連續
從教了十屆初三畢業班之後，一天，妻子對
我說：「我們調到城裡去工作吧！」

「我們一無關係，二無背景，怎麼調
動？還是安心在這工作吧！」我堅定地打斷
了妻子的想法。

「 今 年 暑 假 ， 縣 城 高 中 公 開 招 考 老
師，我已經替你報名了，可不能打退堂鼓
喲！」妻子看到通知，早早地幫我報了名，
我只好應著頭皮複習、備考。

一百多人應考，角逐高中三名數學老
師的名額，感謝我平時常常看書，分析高考
走向，竟然在這次考試中以筆試第一名的成
績脫穎而出。接到高中的調令，我最好的一
位朋友送行時，悄悄問我：「你走了什麼路
子？送了多少錢？才調到高中去的。」

我笑著回答：「送了一百三十元，即
一百元的報名費，兩張十五元的車費！公開
招考，憑成績錄取，求誰呢？」後來這位朋
友在家安心複習，在第二年公開招考中，也
以筆試第一名的成績調走了。一張公開招考
試卷，讓我們有尊嚴的、堂堂正正地走出鄉
鎮，走向了高中的講台。

考試或許還有很多不完備的地方，可
能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對我們這些普
通人而言，考試就是改變我們命運的最後一
根稻草，它可能會改變我們的人生走向，成
就我們的夢想，至今，我對每次考試都心存
深深地敬意。

又聞窗外百合香
管淑平

「永日向人妍，百合忘憂草。」永遠向著陽光，永遠開得燦
爛，無憂無慮，灑脫自在，這就是百合給人的印象。

早年久居鄉村，也曾多次邂逅百合花開。那時，因沒有什麼
娛樂場所，因此，「逛山」也就成了我最大的愛好。去深山看飛
鳥相與還，聞野芳發而幽香，聽清泉石上流，常常幻想著自己就
是隱居在鄉野間的俠士。當看到在山風中翩翩起舞的百合搖曳著
它那嬌美的身軀的時候，心也一下子變得柔軟起來，像是俠士遇
見了自己心儀的姑娘一樣。

的確，百合這種植物比較特別，植株清麗，面容清秀。葉如
紡錘，呈對生結構，花有白的，也有紅的，白的是多才多藝的白
娘子，紅的是有模有樣的紅孩兒。但更奇妙的是，百合花苞初上
的時候，卻是一種淺淺的黃。

像是待字閨中的女子，含蓄與美貌並存，溫婉與詩意于一
身。當露水調皮地劃過的從它的花苞跳躍到了葉兒上，百合就悄
悄罩上了一層朦朧的美。

百合的美也贏得了無數詩人的駐足。宋人韓維《詠百合》

詩云：「真葩固自異，美艷照華館。葉間鵝翅黃，蕊極銀絲滿。
並萼雖可佳，幽根獨無伴。才思羨遊蜂，低飛時款款。」他就把
百合的天然的一面描繪了出來，從初生吐芽，到骨朵綻放，那種
生長過程中的細膩和貼切也盡在字裡行間，更不乏陣陣蜂蝶的襯
托和添彩。陸游也是喜歡百合的，他在窗前種了方蘭和玉簪花還
覺得不夠過癮，于是又種了兩叢百合。不禁靈感從中來，于是趁
興寫了首詩，「方蘭移取遍中林，餘地何妨種玉簪。更乞兩叢香
百合，老翁七十尚童心。」看來，愛美的心，真的是人皆有之，
連久經沙場、見過無數大世面的詩人也抵擋不住！這是草木的幸
運，也是詩人的幸運。

很多植物都集觀賞、食用、藥用價值于一身，百合也不例
外。到了夏天，百合花陸續開放，遊人們趕著花期，享受著夏的
爽朗和花的芬芳。待到初秋時，藏在泥土中的百合鱗莖又成了舌
尖上的滋味，可以作涼菜，也可入粥，還可以同他食材一起入鍋
清炒，成為一道家常的下酒小菜。至於它的藥用價值，就更不用
多說了，藥書裡記載，它歸心、肺二經，能生津潤肺止咳，化痰
清心安神。百合是尋常人家的寶，它的作用大著哩，是自然給予
人類最好的禮物！

如今，又是百合綻放的季節，淡淡清香風中飄搖，我已收穫
一地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