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到中年（外一首）
■ 赵群

我的思念
就介乎于一杯清茶放凉的

时间
在熟稔的日子里
我依旧端坐于缺氧的窗前
这是每天写诗的规矩
按部就班
通常 思绪是从空白中开始生发
偶尔借助一小口氧气
偶尔借助一枝飘渺的香烟
自知心神不济
也自勉老而弥坚
都说 人过三十天过午
只可惜了那些曾轻易蹉跎了的

盛年
时光的沙漏不因你的渺小而

停顿
岁月通常都会偷偷在平庸的伤

口上
再撒一把盐
温水中挣扎的青蛙
早已放弃妄淡果敢
恳请上苍再给中年人
一点驱驰的时间
往后余生
无论漫长短暂
都会有所回旋
在结局逐渐清晰时刻

让生命的轮盘
缓缓收敛

将错就错

总会遇见意见相左
总有绕不过去的某些波折
总在立见高下时
缺乏果断
总在追悔之中自我折磨
天刚擦黑时
尚可依稀辨别的小路
因何非要等待漆黑一团
四顾茫然之时手足无措？
人生许多坎坷都是自己
在有意无意间铺设
就算是个过客
也要力争合格
忍耐并非一个有效的良方
有时它会拖拽你将错就错
决断是人生必备的素养
和必修的功课
优柔顾盼注定没有更好的结果
站在汐岸看山
立于蒹葭看河
那辽远的一生啊
哪里还经得起辗转思量
哪里还经得起优柔寡断的

揉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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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深处最难忘怀的乡愁，便是

那一缕缕轻曼的炊烟。那袅袅飘升

的青烟是无尽的牵挂，是母亲的守望

与寄托，是游子回归的灯塔，是慰藉

灵魂的港湾，是红尘里最浓、最淳的

烟火气息。

堂前燕舞轻盈，呢喃私语，细软

动听，鸡犬之声挽留着最后一缕斜

阳，蓝蓝的天空刹那间被染成深红

色，千变万化的晚霞像一片波澜壮阔

的红色海洋。晚霞中晨炊星饭的老

农，头戴草帽，手挥锄头以大地为纸

绘出一副绝妙无比的画卷，在春天播

种希望，在金秋迎来丰收的喜悦，正

如朱子家训中所说：“一粥一饭，当思

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朴实勤劳的农民用行动把吃苦

耐劳、勇于奉献的传统美德代代相

传。夕阳景里晚归的放羊人，伴着头

羊咩咩的叫声，舞着手里的长鞭，哼

着小调悠闲地赶着回家的羊群。屋

顶上升起的炊烟纯洁、轻盈、缥缈，回

旋缭绕在屋脊上空，汇成一条条轻柔

的白色云霭，在村外飘荡摇曳，慢慢

散开变成层层薄雾，笼罩着安宁静谧

的村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柴草的

味道，飘过斑驳的屋檐迤逦蔓延。那

是童年的味道，是少小离家的千呼万

唤，是一代代乡里人生活的特征，是

乡村朴实的生活况味，是岁月长河绵

延不绝的荡漾。穿越滚滚红尘，拂去

岁月的尘封，触摸难以忘怀的记忆，

慢慢咀嚼着尘世间的繁忙与沧桑。

古朴的民风和乡村的宁静自然地融

为一体，氤氲的夜幕变得浪漫而虚

幻，如超凡脱俗的人间仙境，触动着

灵魂的琴弦。

炊烟是乡村的魂，是乡村古老的

史话，朦胧的烟霞隐藏着无边的温

暖，炊烟中飘来浓浓的饭香，那是家

的味道，是最好的疗伤灵药。走在繁

华的城市，面对红尘里的过客，咂摸

着人间冷暖，看透浮生若闲，总归柴

米油盐。任清风吹过，随一缕青烟铺

开无边的遐思，漫上云端，细听风儿

轻唱。光阴告诉我岁月匆匆，时光无

痕，转瞬间便穿越千年。人生途中匆

匆而又忙碌，不知不觉已慢慢变老，

思乡的情感愈加浓烈，趟过时光的

河，流走了金色的童年，在岁月的廊

桥回望，邂逅一路旖旎的美景，纵然

万般眷恋，只能细细品味烟火情怀。

无论是清晨还是黄昏，温暖悠长的炊

烟在梦中缠绕，如丝如雾，轻柔淡雅，

次第升起，幻化成曼妙含情的少女，

婀娜多姿，线条柔美飘逸。屋顶上的

狗尾草随风摇曳，时而有蜻蜓俏丽在

草的尖角处，白云苍狗悠然之趣，夕

阳染红了云霞，闪耀着灵动的美，陶

醉了如诗的光阴。冬天的炊烟，在风

雪中倔强地升起，又飘飘然于灯火阑

珊处。

生活中有时会遇到像风雪中的

炊烟，会迷茫，会失去方向，但不能轻

易放弃，天赋异禀者少之又少，要有

理想、目标，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不断

超越自己。人生就如同爬山，每一个

高度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当累了的时

候想想前方的美景，一定要为自己鼓

掌，为自己喝彩，坚定前进的步伐，有

时看似艰难时也许和目标就差一小

步，当你鼓足勇气战胜自己时，回过

头来再看遇到的困难已成为昨天的

故事。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超越

自己的过程，身处逆境时就当是一次

宝贵的磨炼机会，遇到阻力时就当是

攀登高峰的垫脚石，只有经得起考验

才能成为强者。当经历过无数次考

验后终会登上峰顶，才能看到更美的

风景，才会感受到“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的情怀。趁容颜未老，青春

还在，带着梦想不断前行，给平凡的

人生增添靓丽的色彩。

喜欢黄昏中的炊烟，可以是一种

惬意的平淡，在宁静中品味生活，浮

躁的心在炊烟中慢慢沉淀，给疲惫的

心留一些空白，修炼心灵张弛的韧

性。难忘家乡黄昏时缓缓升起的炊

烟，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牵着我的童

年记忆，想起少年时无论离家多远，

只要看到炊烟，就仿佛要投奔最温暖

的怀抱，就仿佛看到母亲在灶台前忙

碌的身影，又似乎远远听见母亲呼唤

儿女回家吃饭。我知道那是幻觉，因

为那是来自童年的声音，但耳朵里却

真切地回响着母亲的声音。

时光里的炊烟
■ 于俊杰

我喜欢看云，尤其喜欢看秋天的云。

北方的秋天，干爽，干爽得让人的心情为

之清凉。

北方的秋天，明快，明快得让人的精神为

之悠然。

在秋天里去望北方的秋云，任谁都会感到

那云显得深沉与成熟，那云显得大气与蓬勃，

即使散漫开来，也散漫得有韵致、有定力、有耐

心。时常站在固定的一隅仰望天空，那云有时

像绒绒的小狮子狗，有时像憨态可掬的波斯

猫，有时又像一位须髯毕现醉酒癫狂的老叟，

被风裹挟着，云卷云舒，不知何处是他乡。

北方的秋云没有春的寂寞、夏的烦躁、冬

的萧索，却有从云之深处涌起的许多对于季节

的怀想，犹如对于《西游记》传说一般浪漫情节

的痴恋，就觉得云也有季节的感知、灵动的思

维、变化的巧妙、耐人寻味的伸张。

小时候做过很多有趣的梦，总以为云端深

处会出现一个和蔼可亲的神仙，携领自己去做

一番大事业。而那梦在醒后的霎那间，忽然发

现不仅铺展着没有前途的幻想的美妙，又像玻

璃一般经不住毫无把握而支离破碎，说给谁听

都会觉得那是天方夜谭。少年的心思既经不住

诱惑，同样也经不住蔑视，所以，那一时期，常常

一个人伴着秋日凉爽的风，躲到小学校围墙后

面寂静无声的旷野，倚靠着一个土坡，将目光投

向高悬而蔚蓝色的天空，秋云则是蓝天的点

缀。我和自己的心交流自己的梦，向天上的白云

倾诉我的心声，仿佛复制着一个个不着边际的幻

想。我在心底默诵着“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

诗句，为自己设计出的未来蓝图感动到流泪。

我也曾追逐着云的变幻，在画纸上临摹它

的状貌，仿佛谛听来自天上的绝响，像卧龙跳

跃、像骏马奔腾，若溪水长泄、若凝眸潜思，虽然

我的画笔永远赶不上它多端的变化，但它们在

我的意识中定格，而且我始终相信，笔能传意，

秋云会懂得我的这份心情。

有一天，我途经少年旧地，特意跳下自行

车，怀着“眼前有景说不清”的心情，在我记忆的

方位中转了几转，没错。旧居已经在城市规划

中被整体拆迁，遍布的瓦砾间掩埋了我曾经的

快乐、曾经的幻想、曾经的眼泪。物是人非，忽然

觉得自己离开它太久了，足足有40年。据说这里

要建造一处生态宜居的小区，还旧居者以明朗、

宽阔的空间。我自然也向往这样的空间，不然，

六七十年低矮、潮湿的平房，怎么看也不像“记住

乡愁”中那些老宅那般滋润、那般富贵。

蓝的天光映着秋云的倩影，渐渐地勾画出

一段素洁的轮廓，然而，这里毕竟是我累积了

童年、少年不舍的情结。

随着年龄的增长，望秋云的目光里多了几

分惆怅，多了几分忧伤，甚至多了几分离愁。

有时在望的同时也在听，总觉得那云的无穷变

幻中自有它的乐感，自有它的旋律，自有它的

节奏，而且不拘泥于形态地起舞跳跃。记得那

一年游黄山，这种感觉来得尤其强烈。也是乍

寒乍暖的秋天，黄山的云是海的澎湃、海的汹

涌，走在通向光明顶的石板路上，那云几乎是

从脚下淌过，而我们的脚步仿佛是趟着云在行

走，或者说是云托着我们在行走，真真如大诗

人李白所谓“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秋云，是流动的诗，是长吟的赋。望秋云，

使我暂时忘记了城市的喧嚣，忘记了心中的负

担，忘记了生活的烦恼。在这个时候，云成为我

精神的寄托。尤当深秋时节，我愿将心底的爱

托付给秋天的云，捎去我的问候。

如今已过耳顺之年，岁月的风雨仿佛洗去

了自己一身的尘埃与积垢，那就挽起疲惫的

手，抖掉沉郁的失落，汇合到秋光潋滟的车水

马龙中……

望秋云
■ 瀛洲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

提高了，但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捉襟见肘。尤

其是在这地处偏远的小城。家住平房，白天上

班，一把不起眼的铁将军把着被风雨侵蚀得斑

驳陆离的木门，实际是摆设。也没有达官贵人

的深院高墙，爬房翻墙，小偷进来易如反掌。

家里先后两次遭遇小偷光顾。生来胆子

大，下班回家看到大敞着的院门家门，异常淡

定。家里除了日常吃穿，只有一枚金戒指算是

贵重物品。生来不喜欢穿金戴银的，痴迷写作

与唱歌。大批下海经商的小贩把磁带带进这

个小城，也捎来了新潮和时尚，也让众多的文

艺青年有了情怀的寄托。

一碗面一块钱，很少去面馆吃，磁带有几

十盘，不记得每盘多少钱，因为心里没有纠结

过它的价钱。我想，和一碗面比，会不会等价

或者超出了，到今天也不得解。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月工资不到70元，一

年工资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至今记得是680

多元钱。父母也惯着，看我爱听歌唱歌，便也

由着我的性子来。一个箱子是歌带，另一个箱

子是我的“作品”。

市电台有个文艺栏目，我的小说、散文常

常被播出，那时叫“配乐小说”“配乐散文”。

印象最深的是配乐散文《吉他声声》，写一个

在油田工作的小伙儿工伤截肢，但弹着吉他

唱着歌，抒发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坚毅的

情怀。编辑每次都会准时通知我啥时候播

出，我便在收音机前守着，然后，用空白磁带

录下来。

还有自己清唱的歌曲。风靡一时的邓丽

君歌曲，串唱起来有十多首，没有伴奏，唱得

情真意切。还有《红楼梦》的众多插曲、样板戏

等等，都录进磁带，不觉得和录下的文学作品

一起，积累了一大箱。

生活拮据，却简单快乐充实！在这个小城

的日报上，文艺版常有文章见报，杂志也时有

发表。文艺青年的做派足足的，一个未来的大

作家在孕育中……

对于小偷，我不惧怕。米面油被偷就偷了

吧，还有比我穷的，吃不上饭的，不然不会冒这

么大风险入室偷窃。我每月有薪资按时发放，

生活无忧。丝毫没有怨恨小偷，涌上的是一丝

伤感。进了屋，伸手摸一下箱子犄角，那枚金

戒指摸到了，舒坦的心感谢小偷，好在你没有

发现这唯一值钱的物件！

第二次小偷进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

人。福尔摩斯探案集看过不少，还是无法探出

究竟。这次，米面油没有丢失，家里的衣柜箱

子都原封未动，床铺也整整齐齐，只是一箱“作

品”、三排摆放的磁带不见了！

我顿时捂着脸哭起来，泪水顺着手指头

淌……小偷，你是怎样的小偷？！金戒指就在

箱子的一角，你怎么不拿去！

痛恨、无助、惋惜，让我恨不得把心目中

想象的小偷，撕碎了！孔乙己说，偷书不算

偷，还能说得过去，磁带被偷，是盗走了我的

灵魂啊！

从那以后，我的灵魂丢了。为了碎银几

两，为了提升没有穷尽的物质生活水平，每天

奔波在上班的路上和回家琐屑的家务上，不

再写作，也不再唱歌录音了……当成为赚钱机

器的时候，仅有的一点精神追求消磨殆尽了！

现在想起，对丢失录音带有点遗憾，再想

也都是不成熟的小作业，只是少了一点回顾，

仅此而已。倒是常常怀念这位小偷，想起他冒

险就为了自己那些磁带，异常羞愧！我觉得对

不起他的器重！他比我富有！

我想认识这位小偷，萌发了寻找小偷的想

法。荒诞吗？

我惦念这位小偷，如果两次是同一个人，

我想找到他，和他拥抱，他和我何尝不是在现

实和理想之间挣扎！如果不是一个人，那这个

人怎么知道我的录音带？难道是纯粹的“文艺

青年或老年”，带着挚爱光顾？我敬仰这个小

偷，我要告诉他：我不及你。

另类怀念
■ 赵淑芳

走在田间小路上，我晒着冬阳，看田园景色，

感觉身体暖融融的，心也是暖的。田间小路，古

人称南北方向为阡、东西叫陌，就有了阡陌一

词。陌上之意，大抵是指田间，也泛指田园，有时

也指不在城市中心的偏僻之地。比如唐代李白

《洛阳陌》诗云“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是说

在洛阳城的东隅之地，看花者太多了，人山人海，

惊动了洛阳城。我想，“东陌上”看花，一定有阳

光普照，二者皆为陌上风光、田园景象。

是呀，花和冬阳，皆为田园景色，让人着

迷。我站在田间，看陌上风光无限，那枝头挂满

的红柿子，近看像迷红的透视画，远观成了风情

画，让我满目惊喜，美不胜收。冬阳下的田间，

那小雏菊开了，花色杂淡，就像久别的人儿，笑

容可掬，开得犹如冬阳的温情。那灿烂陌上的

阳光，如歌养眼，让我心暖如酥，看菊成醉。我

在田间，远眺村庄，看见那老屋墙上、晒谷场上、

院落的树枝和晒竿上，晒着的红薯干，红晶晶的、

亮透透的，非常好看。在那儿，还晒有腊肉、腊

菜、红辣椒、金黄的玉米，多美呀。我感觉，那是

冬阳下的陌上风光，是异样的心灵图腾。

记忆里，我在一个叫橙乡的地方，置身陌

上冬阳下，看那儿的橘林一望无际，林间有村

庄、池塘、几块藕田、零散的冬水田。我近看不

够尽兴，于是爬上山顶，远远地眺望山下，那村

庄、河流、公路，尽在田野之中，阡陌纵横的缠

绕之间。我在山上，感觉天地特别清静，冬阳

也很清静，几只麻雀飞过，在草丛中觅食，在树

枝间飞来飞去。我身边，枯黄的草丛间，偶有

几只蚂蚱，在寒风里，无力地蹦跶几下，便消失

了踪迹，我想那是它顽强地活着，在冬阳下的

最后抗争。我想，我在橙乡的冬阳下，自己就

像只蚂蚱，或者像只麻雀，享受天地的宁静，清

寒的空气，努力让我的情绪释放、心情畅达。

我想着，大声地唱起歌来，我感觉我的唱歌，是

发自内心的，情不自禁，不需要听众，也不用刻

意，更不用掩饰，唱得舒畅就好。

冬阳下，陌上的农人，也是风光。多年前，

我在老家陌上，看见一个谢顶老农，在阳光下

给自己扣上一顶暖暖的帽子，他笑呵呵地走出

村庄，走向陌上。我知道，那老农，是去享受陌

上风光，以冬阳为乐。那情境，就像女人们，在

冬阳下晒出压箱底的被袄、鞋裤毛衣，在闲言

碎语中，说着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陈年旧事，

释放心情。陌上冬阳里，有人袖着手，叼着烟

卷，眯起眼的惬意，是非常知足的。我还看见

一个俊美的后生，在洒满阳光的路上，骑着摩

托车，一路风驰电掣，车后坐着他新娶的媳

妇。他们是回娘家，他们的灿烂笑容，让我想

到娘做的糍粑、甘甜的薯片，想到庄户人的稻

秆儿，乱象质朴，被冬阳滋润着。

那陌上，冬阳下，鸡鸭嬉戏，牛羊食草，土

地慵懒，万物冬眠。我在陌上冬阳里，想象农

具归家，那些镰刀锄头，闲置在墙根，还有柴禾

生暖，金黄松软的稻谷，颗粒归仓。我隐约看

见，儿时的一条木板凳，在冬阳下晒久了，油松

松的、敞亮亮的，我用手一摸像粘着糖稀，扯出

了长长的丝线，闻着有松油味。我想，人被冬

阳漂白了，也在陌上洗净了，那纤尘不染的，是

乡愁，也是乡情。

陌上的冬日夕阳，淡白清朗，挂在田埂上

像一轮明月。远村如歌，炊烟袅袅，小时候我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里，饿着肚子，赶着晚霞，放

学回家。那夕阳，辉映在陌上的草垛上，笑脸

憨态，让我的身心，像被晒热了似的，再赶路

时，不觉得饥饿。有时，我把手伸向夕阳，或者

伸进温暖的草垛里，感觉冰凉的手，被焐热了，

心也被温暖了。是哟，心似冬阳，陌上花开，那

开花的心情，是惬意的，也是放松的，那是享受

自然的恩赐，感觉陌上的幸福，那不是奢求，而

是现实，是那冬阳送暖的心灵火把，暖意温

馨。冬日陌上，晨曦弥漫时，天光盈满，我在这

时吃饱喝足，背着书包去上学。此时，我兴奋

得就像太阳出宫，内心亮堂堂的，那放飞的心

情，仿佛枝头吱吱啾啾叫着的鸟雀，一路欢呼

雀跃，走在暖融融的黎明，幸福的天地间！

我刚搬来这里的时候，在满眼青翠、满目

琳琅的窗外，她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直到她

在一片绿意盎然中探头探脑地绽出欢颜时，我

才知道她的名字叫作“紫薇”。

今年盛夏，这株紫薇树的花又开了，而且

更加绚丽迷人了。

在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的碧空下，紫薇树

翅状棱形的细枝绿叶随风轻晃起伏着，阳光从

枝桠的缝隙间筛落出斑驳的树影，隐隐有“其

中绰约多仙子”的美感。朵朵粉紫色、淡堇色

的小花恣意怒放着，以点缀之功求得点睛之

效。淡妆浓抹的花和叶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十分俏皮可爱。小暑过后，“三伏”旋至，空气

中湿度渐大、潮热弥漫，除去远树时而传来的

蝉鸣，溽暑的熏蒸仿佛凝滞了正午的时空，而

这却丝毫没有影响紫薇树的勃勃兴致。偶有

微风，树冠树梢便舞姿绰约地扭动起来，透着

一种轻盈、潇洒与自信。凭窗望去，好像一

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在挥手致意，足可使看

树赏花的人一扫疲态倦容，顿觉清爽、恬静

与惬意。

若逢浓云密布的阴雨天气，紫薇树则散发

出另一番味道。灰蒙昏昧的苍穹下，任何色彩

的对比度都更加强烈。视线所及，俨然一幅清

雅俊逸的动态山水图：庭院围墙外沿的线条勾

勒出画卷的轮廓，紫薇深棕色的枝干、苍翠或

浅黄的叶子层次更加立体分明，点点小花犹如

傍晚燃起的盏盏桔灯，跃跃欲试地在风中摇

曳，着实为这徐徐铺展的丹青添上浓墨重彩的

一笔。俄而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窗外的紫薇

树却临危不惊，依然逍遥自得。伴随着雨疏风

骤，清新的泥土味与青草香气扑鼻而来，雨点

淅淅沥沥地敲出音律平仄之美，仿佛只有她在

风雨中“敢以率直表天真”，任绿肥与红瘦在宾

主间自由转换、脱美而出，以落落大方、不卑不

亢的姿态听凭雨打风吹去。

相比欣赏她的风华绝代，我更偏爱其温恭

自虚，不与群芳争艳的性格。北方夏秋本是少

花的季节，她却在“人间四月芳菲尽”之时，于

不知不觉间绽苞吐蕊，花开满树，如披上一袭

华裳的妙龄少女，又似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

望之令人心旷神怡。对于周围的整体环境而

言，即使她美艳出众，也只是以其典雅端庄衬

景成境，从来“不占园中最上春”，断无孤芳自

赏的傲慢与狂妄。百日过后，她落红缤纷，宛

如曲终人散后卸下粉墨的坤伶，悄然掩去了舞

台上的出色与光芒，就算偶尔轻怨薄怒，也依

旧楚楚动人。深秋露重，作为对滋养的反哺和

回馈，花瓣早已将自己的一切归还了大地，从

容而深沉。及至寒冬，花叶褪去的她又以遒劲

屈曲的枝干、柔中带刚的树姿来展现风雅古

朴、忠耿低调的傲骨。这种仪态，毫无人工修

剪的刻意雕琢，标致美观而不落俗套。可以

说，紫薇树充满善意、颇富情商的应景与补位，

既与经年长青的松柏迥异，也和娇艳欲滴的牡

丹不同，更非窗下呆板沉寂的低矮灌木可比，

着实沁人肺腑，深得我心。

依天人合一的中国式哲学理解，山川草

木一旦有了灵气，自然别有禅机哲理，足以引

人发千古幽情。辛稼轩写《贺新郎》词说“我

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人与

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相遇相知的心灵共鸣由

此可见一斑——而这等超脱与自信我本是不

敢想象的。如今，在与窗外这株紫薇树朝夕

相伴，同看日出与月华之际，面对着她的婀娜

与笑靥，古仁人之心的别样怀抱，我也稍可体

会了。

陌上冬阳
■ 鲍安顺

窗外紫薇树
■ 路漫远

我与我（外一首）
■ 穆承军

我常常与自己打赌
他的答案从不迟疑
也不是渴望获得尊重
他是为了在赌局的过程中
寻觅答案里
那神秘几何的偶然
还有那飘忽不定的
背后的隐匿结局
但最后
我们总是翩翩飞舞
记忆终将褪色
只有我的面具
却总是始终如一

我的春天

每一片绿色的末梢
都掺杂着我整个冬天的呼吸
我试图无数次地
追寻真理的面貌
每一次都被真理打击的一文不值
冬天的雪
与春日的樱花
本是永不交融的生命
但我们创造的世界
让它们存在 存在
我大脑的每一处角落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