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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犁
李培竹

        走進農家院子
        一眼瞥見古老的木犁
        一件最受莊稼漢喜愛的
        耕田工具，如今
        靜靜地貼在牆壁
        站成一幅平面幾合體
        鏵尖上的斑斑銹跡
        掩飾不住昔日裂土的鋒芒
        光滑陳暗的弓架
        拭去厚厚的灰塵
        還能折射出早年的輝煌
        而它的主人，如今
        甚至不屑多看它一眼
        熟悉的搭檔，老牛
        也早已不知所蹤
        只有少見多怪的城裡人
        還會稀罕地與它合個影
        反芻著酸澀的記憶

秋天的邊緣
陳理華

 一大片被大水沖成寸草不生的亂石灘，有著戈壁似的荒涼，

淡而暖的陽光鋪陳在一地的石頭上，如碎了的心事，一塊塊，一堆

堆，纍纍而去。站在這寂寥山村的秋天邊緣，紅塵裏的春恨秋悲，

被眼前的蒼涼渲染得微微發黃。

冰涼的風穿過髮梢，像夜幕下的露珠，順額角緩緩而去。遠處

鬢髮如霜的蘆葦，似沉睡千年的美人，剛剛醒來，正對著一汪清幽

河水，整理髮髻，端詳著蒼老的容顏，它簡直無法相信，這一夜之

間的驟變。

葦的一生，讓人多少感到些許生命的無奈。

亂石灘邊，一株纖弱小樹迎風而立，細碎的花，秀秀的紫色，

帶著不畏艱難的笑容，在我面前卓然綻放。有點兒像「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的女子，弱弱的。我的心似有一股暖流經過，在曠野，

這也許就是一段絕美的神話吧？

出于好奇，原本要側身而過的我，停下，細細地看這花。一

塊大石擋住了一些細細的泥沙，這不知名的花就在這兒紮下了它的

根，也不知是小鳥帶來的種子，還是大水把它衝到這兒？或者這兒

就是它祖祖輩輩的家？

被一場聲勢浩大的流水帶來的石頭佔領了，于是，它不得不艱

難地生長在這石縫裏頭，守候著這一片寧靜。如此嬌嫩、孱弱、渺

小、無助，沒有理由不讓迷茫的我心生愛憐，伸出手很想為它遮擋

一下這秋日的清寒。我知道，這花要是開在萬花叢中的春天，一定

是毫不起眼的，更不會有人為它動容。看來花不一定都要絕美，而

要看它開在什麼地方，開在什麼時候，人也一樣！

那花有點像葛籐的花，細細碎碎，一串串的，葉子如花蛤的

殼，呈小小扇形，碧綠碧綠的，似乎很輕易地就讓人讀懂那一份來

自心底的傾訴，又好像是母親的叮嚀，必須小心地拾起，仔細地珍

藏，然後在一個寂靜無人的午後捧出來，閱讀那份難得的溫暖，來

撫慰一顆在生活的風口浪尖裏容易受傷的心。

一陣似有若無的香飄然而過，像是哪位女子不經意間隱藏在紅

塵深處的芳菲，誰遺落的柔情似水，正不著痕跡地從心尖上劃過，

伸出手，很想抓住一縷。

身後時光，隨不遠處清清的河水，悄然無聲地逝去，在這叫不

出名的花香一絲一縷的浸潤中，仿若有一種理想，一種精神，一種

叫堅強的東西，穿越夢境拂塵而來，于是，心開始飛過田野，飛過

叢林，飛過那條看不見的河流，遊走在紛繁的塵世之外，冷眼旁觀

人世間春夏秋冬的更迭。

此時，我似乎頓然醒悟，歲月裏的冷暖，真的無關風月，無關

心情，也無關塵世的一切俗事紛擾……如此，原本有點僵硬的心，

竟變得柔軟淡雅起來。

炊煙之上
肖洪湖

1
卸去鋼筋水泥固宥的紛沓雜念，對狹

窄的山路坦露真誠。

用老農的步履，穿過阡陌田野，細嗅

葳蕤的莊稼手語，將自己嵌入日暮山青之

中。

手抵眉梢作簷，目光漫過參差的草

木，草木簇擁的低矮農舍，以觀炊煙。

曠野的風流淌進身體，草色波浪起

伏，溢出甜膩，日落而歸的腳步邁出自己

的節奏。

每一個親近泥土的人都心存虔誠，總

要把身軀拉低些，更低些！

給一棵顫顫巍巍的老樹讓路，與一豎

行走的鋤頭聊天。

跨過熙熙攘攘的荒草，與懷抱纍纍果

實的莊稼握手。

聽汗水澆淋黃土的聲音響徹黃昏，聽

田埂邊突兀的蟲鳴一聲聲聚攏天色！  

從幾聲似曾相識的鳥叫裡，勾勒農

忙的雙搶往事，黃牛的影子在前頭若隱若

現！

從鼻翼出發，探尋骨子裡的秉性：一

捆柴火脾性粗獷，一盤小菜婀娜多姿，一

杯米酒蕩氣迴腸！

不用描摹屋簷的寬懷，火光裡微醺的

姿態；不用感受月光的柔情，誰的眉色會

露出梨花如少女的羞赧；不用收拾飛雪的

蒼涼，自瓦楞中點燃母親頭上的寒霜。

像一場宿命裡的相遇，像同一種血液

的相融，筋骨相連，呼吸與共！

   當你喊出一句濃郁如棉的方言，就

抵達光陰似箭，射中鄉愁的初心！

炊煙之上，是土地坦露的祖德流芳，

是千秋百代敬畏的神砥！

2
炊煙裊裊，如乳呈現生命的原色，如

樹擎立在白雲深處！

如根須，插在瓦房上，血脈源遠流

長，流傳四方，照顧所有念叨的目光；

如白鹽，向天空灑去，雨雪饋贈後的

回音，支撐一行行抒情。

炊煙向上，追逐白鷺高調的飛翔，投

身彩虹與蒼穹，擁抱幸福的悲壯！

看到炊煙，可能會想到家或家鄉，也

可能會離家越發遙遠！

但它從來不是一個人的炊煙，不會為

一個人離去就不再升起，也不會為一個人

到來苦等簷上！

 炊煙之上，是層次分明的飛鳥，是隱

藏村莊秘密的雲朵。

這是承載萬千孤寂靈魂的月亮，是懸

掛千年綿延不絕的詩句，是你我遙望遠方

的寄語！

在時光裡優雅綻放
金明春

她在靜守一個人的時光裡，堅持優雅

和淡然，堅持信念和夢想，堅持著堅韌的

力量，堅持著靜美綻放的獨自芬芳。

就這樣堅持了下去，就這樣在時光裡

優雅綻放。她的文字韻致淡雅，靜如蘭、

挺如松。她的潤澤之筆靜靜地描寫著那些

不堪回首的往事，本應是讓人扎心地痛，

但卻是冷靜得讓人感歎，正因如此，更顯

其張力。她就是楊絳。

一位中國著名的作家，戲劇家、翻譯

家，通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93歲出

版散文隨筆《我們仨》，風靡海內外，再

版達一百多萬冊，96歲成出版哲理散文集

《走到人生邊上》，102歲出版250萬字的

《楊絳文集》八卷。

該怎樣堅持下去？堅持下去，需要一

種力量。「你的問題主要在于讀書不多而

想得太多。有些人之所以不斷成長，就絕

對是有一種堅持下去的力量。好讀書，肯

下功夫，不僅讀，還做筆記。人要成長，

必有原因，背後的努力與積累一定數倍于

普通人。所以，關鍵還在于自己。」「少

年貪玩，青年迷戀愛情，壯年汲汲于成名

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壽幾何，

頑鐵能煉成的精金，能有多少？」這句句

掏心窩子的話，一句句直砸到我們心坎

上。如果不能抵抗流年，那就反思以應。

微笑著，選擇了堅持，該是一種人生的多

麼壯麗的綻放。在當下如此浮躁中，你內

心的淡定更顯珍貴。可是，分分鐘，我們

都捧著我們「轉基因」「進化」而來的可

移動身體器官——手機，觀天下「奇」

事，品世間「畸」情。在忘我中，尋找自

己的影子;在鏈接中，進入迷茫;在PS的圓潤

中，自我陶醉夢幻的魅影;在碎片閱讀中，

撕碎思想的翅膀;在手指的游離中，滑落堅

持的方向;在喧囂中留有一份沉靜，浮世繁

華，不忘初心。別走著走著就停了下來，

別走著走著就丟掉了自己。別在不斷的張

望中模糊了自己的信仰，別在不停的彷徨

裡失聯了原本的初心。

責任，是你堅持下去的力量；擔當，

是你堅持下去的力量；初心，是你堅持下

去的力量；夢想，是你堅持下去的力量；

情感，是你堅持下去的力量；信仰，是你

堅持下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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聒噪與低調（外四章）

白炳安，中外散文詩學會理事、中國
電力作家協會會員、廣東作家協會會員。已
在《詩選刊》《詩潮》《散文詩》《詩歌月
刊》等發表作品。散文詩集《詩意肇慶》
榮登2016年中國散文詩排行榜。獲得首屆
「DCC杯」全球華語詩歌大獎賽三等獎、第
四屆曹植詩歌獎三等獎、首屆「蘇東坡杯」
全國散文詩大獎賽二等獎。著有散文詩集與
詩集多部。

一隻蟬，單頻道的發聲器，在樹上尖銳

地叫著。

一隻蟬誤把自己當歌唱家，每個夏天都

翻唱陳舊的「知了」歌，作為另一種語言發

表林間。

避開陽光的猛烈照射，躲在蔭庇裡，竭

力唱著的那只蟬，在別人聽來，似乎為自己

唱頌，實在是聒噪。 

一隻鳥，自然的歌手。

發表過的鳥語有幾尺厚，唱過的歌上千

首。

一隻鳥，此刻棲在枝丫，拍打了一下

樹葉，在蟬聲四溢之時，停頓了一下，不雀

躍，陷入沉默。

靈 物 

從倒下的那刻起，枯軀砸疼了大地。那

是一截木頭，被棄于人間的廢木堆。

是誰從中挑出了它？不，是發現了它：

被鋸可斷，但雕不朽。

是誰耗去寶貴的時光，一點一寸地精雕

細琢，把那顆死心雕活過來。

有了五官，頭戴花冠，身披帔帛，手持

蓮花，腰佩花飾，加重了信仰的份量；

有了魂，左瞧右看，是觀音的神態。

它一睜眼，讓一個生無可戀的人，遇到

了命運送來的靈物，在流淚的地方，看到一

絲慈善的光。

 

農家樂洋溢著色香味

把一片荒廢的土地梳理一遍，只保留一

小片草木，讓它變得空靈，一擁抱春風，綠

了。

建個農家樂，在門前賦予一道水與幾棵

樹，跨小橋流水而過，遇到一個不大不小的

空間，看見光和影。

一棵芒果樹孤站中間迎候風來雨去。

幾個房間之間都有留白。每個房間安置

一個空調、一張桌子、幾把椅子，洋溢著農

家樂的氣氛。

車在跑，聞香的鼻子追著農家菜的氣味

而至。

鹹菜炆鵝，是一道鄉野的回味；冬菇蒸

雞，鮮美滿足了素葷交合的胃口。

留下一片笑聲，填滿農家樂。

北嶺的野泳池
 

北嶺分娩的野池子，採集幾束光線，不

分白晝，嘩啦啦地擦洗著不大不小的空間。

可泳，可浴，可泡一缸的清涼，澆滅地

表的夏熱。

有一眼泉水，從上到下，袒露內心的清

潔。

像山的心臟，增一尺，會變形；少一

寸，會失真。

它野于與野草野樹野籐野石同處一起，

接受泉水百丈沖洗，誘惑來幾個美女沐浴、

游泳，用飛濺的水花撩撥幾張臉，拍打出一

片驚叫聲。

一接通池子的水流與人的感觸，在人體

裡刺激出清涼、快活。

即時用一池清泉洗濯人性的污穢，還原

心靈的清白。 

石嘴山之書

1
光有石嘴而無舌頭舔一下高原的額頭，

只是出示一張塞上煤城的名片，也能證明書

寫黃河曲折的流淌。

而石嘴在吞下一個地方的荒草後，吐出

種子，入土，長成大片的樹木。那兒的人就

可以取消荒丘，生出綠化之念。

這是虛擬的山的化身，以城市的名義而

出產優美風光，容許腳步親近，更樂意看見

一隻螞蟻爬過來，不像有些人形的山高不可

攀。

 2
這是寧夏的一顆明珠，穿過被風霜剝落

的層層黃沙，在玉皇閣上亮出載入史冊的光

芒。絕非是蝙蝠棲息之地，也不是似是而非

之嘴，不吃噁心的蝙蝠，不因有無煙煤的黑

而被背上一個地方的污名。

 3
回憶那個上午，我站在石嘴山的一個

高處，看到一隻不知名的鳥兒在樹上喳喳雀

躍，然後騎在時空的背上，被春風帶飛。

看到煤場，想到礦燈照亮井下的黑暗，

在掘進中，照出石嘴山的眉飛色舞，彷彿采

煤工的人生，不再是朦朧的意境。

幾十年過去了，石嘴山市又有了煤一般

的上升勢頭，支撐起一座座高樓。

4
石嘴鋒利如刀，橫切山地的溝谷，打

通古往今來的孔道，聯結中原古老的農耕交

通；再甩一個響鞭，沿著北方的草原遊牧出

一曲曲悠揚的情歌。

遙指的遠方：是否有蒙古包和大漠的孤

煙？

是否就是華北平原的水旱碼頭？

5
褪去月色的大西北，收集最美的陽光，

供養給寧夏，一點都不減花兒的情感。容忍

沙湖蕩漾著水性的脾氣，允許154種鳥類棲

息，打破天地之間的遼闊寂寥，讓天鵝、灰

鶴、白鷺吃出一方濕地的肥美。

而石嘴山更是熱情好客，歡迎來自五湖

四海的遊人，每一條街道，每一個景區，都

不會對那些足跡的深淺，做出挑肥揀瘦。巧

用烏金的色彩來描繪前世今生。

站台上揮著的手臂，不再是傷心與別

離。

火車搭載人們及生活，繼往開來，一閃

而過，獲得風一般的歡呼。

6
身在沙湖的濕地，大片的風刮起來了，

我還在猶豫，把手插在褲袋中，不敢拿出一

點鳥食喂鳥。

而沙湖看似比我通靈性，大方，內心備

足了一份愛，不限制那只白鷺在它的濕地逗

留多久，放任兩隻細長的腳踩出水的落魄。

有鳥從濕地毫不費力地飛起，與雲霞一

道快活，相看不厭，不忍離開滴下眾多藍墨

的天空。

7
在石嘴山，不是冬天，絕口不提冰雪的

秘史。

即使在植物的場地，種植沙冬青、野大

豆、酸棗，也要抽離秋天的荒涼部分，在陽

光下的庭院、牆頭、山坡，製造無法讓人忽

略的蔥蘢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