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一

兜里仅有的半生山水
在你的面前，不过是微弱的一滴
夕阳下有风吹拂着我
和椰树的影子。海滩上的群沙
慷慨地展现着对天下苍生平等的胸怀

本以为曾经历过一些风霜
比如，早上有话像被石头绊了脚
晚上十点多兜里只揣着几块钱
一家人还被赶出了租赁屋……
这些磕磕碰碰远比不上被你的风浪
搁浅在沙滩上的那些贝壳
至少，它的影子里一直都能盛下
你的粼粼波光和如血的残阳

其二

夜晚，在你的平面上终于有了一点儿
安宁的趋势。有碎念忍不住想跟你
私下交换

比如父亲多年前被从粮站岗位赶回
务农
曾看到小脚的奶奶亲自下地扶犁……
比如，我从爷爷那里学会了玩川牌
其间的天地人和，至今未能理顺它们

比如有时揣着满满的激情去上班
在路上却因为青苔差点儿滑倒
走进办公室又遭遇到高深的眼神
——不，我不是要把这些都倾倒给你
你那么宽广浩瀚都始终难有平静
一介草民，贫瘠的内心
也不可能长出珍珠或者珊瑚
我只不过是想你帮我保守这些秘密

其三

北海的北，不是北方的北
北海和南海的关系，是在冬天里
就能直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是在北部湾，就能直接感受到曾母
暗沙
有按捺不住的暗潮在涌动

从这点上看就像黑夜在连接着黎明
至于汤翁台和火山口的关系
得到月亮湾去细细地打听
那些火山喷发出来的岩浆里
会有灰尘，也肯定会有执著与柔情
就像椰子树只是生长在大海边
而大海，早已是它的灵魂
从北海的椰子树上起飞的任意一只
海鸟
都能够在南海的每个浪尖上悬停

其四

我发现，你的阔大始终没法掩盖
亘古的水平。低于地平线了
从不羡慕珠峰那些冰雪的高冷
我的怀里有盛夏的忧伤，掉在海滩
恰好掉在一只寄居蟹的下午里

对着你的空旷放声高喊，声音
在随波荡漾的海风里永远不会碰壁
我明白，那是因为你在壮阔的波澜里
温柔地给我让了个空位
你的潮汐，就不会在我心里翻滚
但是我最终还是无法分辨
你把那些遥远的冰雪融化在了哪里

其五

在汹涌的人流里，我棱角依旧
今生注定不是你的源头
内心经历过的霜雪还远远不够
没有能肆意生长水草的胸怀。也没有
能装得下舟楫鱼虾的大度
在远洋的风雨里也随时会邂逅彩虹
可我只是千里迢迢奔腾的小溪
纵然撞击得粉身碎骨仍要保持着如
雪晶莹
努力向前。只因你就在远方
沿途那些知了的叫声、细碎的花和
晨钟暮鼓
早被打磨成一个又一个圆滑的鹅卵石
达摩院的高度，和你的深度相等
面对苍穹我只有步步后退
退成源头一滴水，退守峰巅一片雪
直到退无可退，从头再来

走廊

十二月的走廊在我们的交谈中
不亚于一个多愁善感的完整之体
离开的人想着回来，像那些
离开秋天的树叶，或天空的雨水
像那根庞大的柱子，在走廊尽头
完全忘记被雕刻遗弃的碎石
它们也想回去，回到石柱上的故乡
我们的故乡在风吹的方向
在走廊尽头，那垛墙的另一边
而墙浮雕似地阻档我们的视线
走进村庄的那个异乡人，他曾有
一根拐杖，上面有走廊一样的
花纹和野兽，追着他的看门狗
仿佛收到主人的指令，它咬破了
我们童年的黄昏，就像现在
我们交谈着，时间却在走廊里游走
空荡荡的样子，好似要撕裂我们
低沉的回忆。我们喜欢把更多的往事
揣在裤兜，不让时间看见
我们耐心地就着一袋芳香的瓜子
喝着越来越零碎的下午，夕阳
从左手进入，像一位衰老的旁听者
或一位失踪的守护者，它把
走廊的影子越拉越长，像我们的心事
右边的广场，又一次被钟声占领
又一次提醒我们，有的原谅会提前到来
有的一辈子也等不到，像那些失去

落叶

我曾在故乡那些废弃的地方
指认你，以一万只蝴蝶的翅膀
征服风的历练。认真的那股神态
像出庭的证人。而树林的沉默
像讲故事的干枯老人，他在故事里

坦然隐藏了铺天盖地的暴脾气
村里最后的寡妇，清朝残疾的女人
丈夫消失于一次不该发生的战争
她消失于一场自己点燃的山火
她像那些仅能完成一次飞翔的落叶
没有携带任何的忧伤。我也曾在
一棵雄性的银杏树下徘徊，在众多的
落叶中，找出最精致的那一枚
我把它夹于爱情的日记本，最终
它仅仅成为一个枯萎的标本
如同我并不成功的二十岁。现在
在喧嚣奔跑的城市，我们随意一瞥
就看见身穿着黄色褂子的环卫工人
他们弯腰扫着落叶，像扫着他们
被风一吹，就满地飘飞的命运
而那片被倒退的车轮卷起的落叶
它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它羽
毛一样
嵌入时间的记忆，让我
在岁月的流言蜚语中，看不出
我们之间，有任何一点差异

垂钓者

要从水里把鱼请出来，不是件
容易的事
他坐在那里，把狭窄的空间挤
压出尖锐的违和感
他把目光单调地延伸下去
深入水面的钩，包裹着他命运的饵
天空薄如蝉翼，影子逐渐下垂
被鱼杆驱动的苍凉，用它嚣张
锋利的嘴
咬波光粼粼里夕阳西下的灵魂
只有漂子一动不动，偶尔浮沉，
像深陷的垂钓者
除了他，没有谁垂青过它捎带的信息

大地的台面（组诗）
□张定国（德阳）

山中一日
那惊醒我的
不只是山中露珠，无言的滴落
那叫醒我耳朵
和错乱梦境的，不是空谷鸟鸣
也不是虚妄的风声
在山坳，在云彩边，在人间
一再发出美妙的回荡

迷梦，或是穿越？
牢骚满腹的浪子来到山中
夸夸其谈，指点俯首望见的江山
我是井底之蛙，我是翻了身的农民
我在诸眷痛饮，但我不能总是痛饮——

斟满！这空谷的酒香
虽没有幽兰次第开放
却满是充盈——
这个花，那个花，栅栏关不住怒放

而我依然是不醉不归的浪子
在诸眷门外一步三回头
背后的这个花一定落了下来
背后的那个花一定藏了起来
这摇摇晃晃的山中一日啊——
谁心中的野马脱缰奔跑起来

会有人
会有人爱我，会有人恨我
会有人等着我
会有人为我经年的牙痛
走遍万水千山找草药
会有人暗算我，会有人唾弃我
会有人指责我，会有人爱护我
会有人把我推上莫须有罪名的被告席
会有人奋不顾身于下陷的淤泥里救我
会有人装睡不回答我
会有人等不及我
会有人正在张弓搭箭
把一剂甜蜜的毒药瞄向我

猛然看见抱愧的事物
酒喝到半醉就停了吧
一个人的生活自由自在
西班牙的海浪美妙撞击，回荡在
你左前方女郎翘起的臀部。
酒喝到尚存自控就算了吧
清醒的人生应当忽略杯盏
张狂的浪子最怕回头
猛然看见抱愧的事物——
严肃的父亲，她控诉的泪眼，天
庭的呵责……
酒喝到自问自答就收了吧
良知从未远离，才气奄奄一息
你左上方蹒跚的身影，若隐若现
正试图拽住你不自信的手指……

直觉告诉我
直觉告诉我——
这一次，我对你的爱
又是一场错觉
这一次，我对你的依恋
又将迎来幻灭：直觉告诉我
这啤酒般碎掉的泡沫
周而复始，不断彩排
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真实上演
另一场巨大的幻觉
就这样吧，直觉告诉我

这一次，正如既往的无数次
和将来未来的无数次
毫无二样：从感觉，到没有感觉
从嗅觉，滑过味觉，到毫无知觉
就这样吧——
错爱一生的世界，含沙射影的生活
直觉告诉我
我对你的爱正如对全人类的爱
——
又无限依恋，又不断折磨……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这风中欲言又止的沙粒，这生死
轮回的秘密
我只想说：这一切都是直觉。

命运把我们——致J.Y
命运把我们随意打磨
成他想要的模样
他不想要的模样，爱的模样
恨的模样，爱恨交加的模样
厌恶的模样，威武不屈的模样
经历了无数挣扎，最后不得不
相信和接受的模样
山不转水转的模样
风的模样，石头的模样
钢的模样，口香糖的模样
泡沫泛起又消失的模样
你哭过的模样
我曾无限柔软的模样
我心硬如铁的模样
岁月的模样，有棱有角的模样
再也无棱无角的模样
时光倒流般奔腾的模样，像一条
试图重返源头的大河
在既往的未知里，我雄心勃勃
以为未来的岁月，可以更改和重
来的事物
有那么多……

距离
请丈量一下从玫瑰到心痛的距离
成华区到心脏的距离
请丈量一下
从我虚拟的放纵，到真实压抑的距离

从你以为我平平庸庸的距离
到我以为我该平平庸庸的距离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距离
相不相信的距离

从我或许真的才华横溢
到我不想拥有半点才华的距离

赤道到北极的距离
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的距离
从这个词本身，到产生美的距离

打火机到燃烧的距离
到点燃希望的距离，到幻灭的距离
从画地为牢到家的距离
从大隐隐于市
到夏花依然灿烂的距离，忍住表
达的距离

欲说还休的距离
我想忍住你的想往，却明白此刻
是徒劳的距离

直觉告诉我（组诗）
□戴长伸（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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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等等，给你说个事。快到酒店
时，父亲叫住了我。父亲说，今年叫上
他吧。我问，谁？父亲说，你姜叔。

不叫他！我口气生硬地说，
他欺负我们一家人欺负得还不
够吗？叫他干嘛？父亲说，就算
我给你求个情了，叫上他吧。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但
还是口气生硬地说，要叫你叫
他。父亲一下子笑开了。

往事如昨。
父亲退休前是乡政府的炊

事员。那年，县城某单位领导尝
到父亲炒的菜后，要将父亲调到
他们单位，但姜乡长不同意。

姜乡长说，除非从县城给他调
一个炊事员来换。那位领导只好悻
悻地走了。父亲若到县城工作，我们
可能去县城生活的梦，瞬间破灭了。

那年，我刚读初中，姜乡长
常常半夜来敲门，叫父亲起来给
他们弄吃的下酒。

在假期，我常常看见姜乡长不到
午饭时间就早早来到伙食团，手中拿
着筷子和空碗，往正在厨房忙碌、比他
大10多岁的我的父亲的头上乱敲。
他边敲，还边唱着不着调的自编歌曲，
内容都是埋怨父亲还没有把饭做好。

父亲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路，一
边要笑着躲他一直敲打着的碗
筷。我感觉血瞬间要喷出体外。
我飞奔过去，一掌打飞了姜乡长手
中还在叮当作响的搪瓷碗，又一掌
扇飞了他手中那双作恶的筷子。

姜乡长像被恶狗咬了一口，
呆呆地站着。

我一把拖起父亲用来撮灰的
铲子，指着姜乡长说，哪个以后再
欺负我爹，老子就跟他拼命。

很快，我被两个叔叔架到小
河边，丢在河滩上，骂道，小东西
啊，连他你也敢得罪，这下看你
老汉儿咋个收场哦！

父亲如何收场的，我不知道。当
天下午，学校校长找我谈话，什么话难
听，就把什么话送给我听。班主任事
后告诉我，要不是乡上书记来找校长
说情，你就回老家去打牛屁股了。

一年后，父亲到了退休年龄。
按当时规定，我哥完全够条件顶班，
吃上国家粮。但姜乡长将我哥打发
到当时“异军突起”的乡办企业去了。

没多久，姜乡长五音不全的
儿子，成了乡广播站的播音员。
听说，是我父亲主动提出的，自己
的两个儿子，都不享受顶班政策。

需要补充几句，多年以来，
每一年父亲生日，我都要早早地
回到故乡，请上亲戚和父亲当年
要好的同事，在镇上的酒店聚
聚。父亲连续3年向我提出喊上
姜乡长，我都断然回绝了。

生日晚宴与往年一样闹热。
我心有芥蒂地与姜乡长打着招呼，
敬着酒。多年不见，姜乡长看上去
比我的父亲还老很多。他一个劲
儿地对我说着感谢的话，夸奖我从
小就多么的聪明能干。

没喝几杯，他就醉了。父亲
要我与他一起将姜乡长送回住
处。姜乡长的老伴儿笑着说，今
晚，老头子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下了楼，父亲说，叫上他就对
了。姜乡长的儿子，几年前出车祸，
死了，老年丧子啊，唉。父亲又说，姜
乡长经常说起以前那些事，总说他对
不起我们一家人。他现在也是70岁
的老人了，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么多
年过去了，还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啊。

我长叹一声说，嗯。抬起
头，发现姜乡长家的窗，正对着
我们每年请大家相聚的酒店的
雅间。此时，雅间里，父亲的老
同事们，把酒交谈正欢。

回小镇陪母亲说了半天话
之后，便和往常一样，出门漫无
边际的走路。走到田儿垭，眼前
掠过久违但又熟悉的桐籽花。
仔细看，在一个山坡上，有两三
株不大的油桐树。它们，有的长
在岩壁上，有的长在斜坡上。弯
弯曲曲的树干向着四面八方伸
展着枝条；枝条上，缠绕着一簇
簇白中透红、红中泛黄的花朵。
暖阳下，花儿显得格外清新，格
外养眼。

不 禁 为 意 外 的 发 现 激 动
了。在记忆中，桐籽花在老家，
消失了有近四十年时间。喜出
望外的我，几经努力，穿过一片
开始泛黄的麦地，攀上一座长满
野草的山坡，终于和油桐树实现
了零距离接触。

几十年前的老家，漫山遍野
生长最多的，就数油桐树。场镇
周边的马鞍山、龙背石、青子山、

鱼房寨、桐岭山，都是油桐树独
步称雄的地方。

油桐树对季节似乎不太敏
感。当桃树、李树、杏树、梨树、
槐树等树木接二连三绽放花朵，
逐渐让空气弥漫温暖的气息后，
油桐树还处于冬眠的状态。枝
条上既不见花蕾，也不见嫩叶。
直到季节进入了季春，人们纷纷
脱掉了冬装，换上了春装。性急
的小孩，甚至跨越季候，直接换
上了夏装。这时，老人们就会劝
告说，“放牛娃儿不要侉（脱之
意），三月还有个桐籽花。”潜台
词是，油桐树开花时，气温还会
大幅下降。这话果然一语成
谶。黄昏时分，起风了，下雨
了。风一阵，雨一阵，气温瞬时
骤降，冻得衣衫单薄的人直打哆
嗦，赶紧从箱子里把厚厚的冬装
找出来，重新裹上身。

有人说，生于哪的树，便与

哪的人性格相同。这话不假。
油桐树树干不笔直，不挺拔，长
得弯弯曲曲，无以成栋梁之材。
而川北人，一般个头不高，说不
上魁梧，说不上伟岸，但却吃得
苦，受得累，越是逆境，越能逆势
而长。老家土地瘠薄，十年九
旱，成为油桐树最喜欢的地方。
但它们却能生长在瘠薄的山坡
上，甚至还能从石头缝隙中顽强
的站立出来。暮春时分，百花凋
零，它却舒展枝条，粲然微笑；金
秋时节，它的枝头，缀满累累果
实，期待人们采摘。油桐树果实
榨出的桐油，不仅是照明所需，
而且因为具有耐腐，耐磨，耐酸，
耐溶剂，耐热，隔水和绝缘性好
的特点，也是工业上重要的原
料。当年，老家出产的桐油，不
仅满足本地盐业生产的需要，还
源源不断地通过人挑肩扛，走向
县城，通过嘉陵江这条黄金水

道，运往重庆、上海，甚至漂洋过
海，迈向更广阔的天地。旺盛的
需求，刺激了油桐树在老家山山
岭岭毫无节制的蔓延。

油桐树渐渐在老家退出固
有的历史舞台，开始于上世纪五
十年代末期。一场轰轰烈烈的

“大炼钢铁”运动，开启了毁灭油
桐树的大幕。尽管实施“退耕还
林”后，老家那些光秃秃的山丘，
全部披上了绿装，但油桐树并没
有回归，倒是桤木、柏树、松树
等，占领了它们的地盘。

存在时，往往没有感觉它的
美好；失去后，反而时时涌出对它
的思念。这时，耳畔传来几声清
脆的鸟叫声。我断定，就是鸟儿
衔来的种子，才让久别的桐籽花
出现在老家的山涧。望着高高飞
翔的鸟儿，我大声呼喊：鸟儿呀鸟
儿，多衔来些种子，让家乡的山
川，重现桐籽花烂漫的盛况吧！

2019.4.14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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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籽花里的乡愁
□贾登荣（成都）

叫上他吧
□骆驼（成都）

路过大海
（五首）

□巴山狼（重庆）

北方的树（外二首）
□王峰（北京）

更多浣花溪散
文诗歌，扫码
上封面新闻。

1、

这些北方的树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它们！

躺在小河岸边
听着
树叶发出一阵阵的掌声

那一定是有人
在讲述
一场春雨的故事。

那绝不是喧嚣
是对
寂寞童年的奖赏！

2、

这些北方的树
如今也老了。

挑着
一担担疲惫的雪
在苍茫里
走着，走着……

那枯黑消瘦的手指
彻底
失去了掌声。

但这蓬松的，长满皱纹的脸

依然
仰望星空！

3、

哦，北方的树
让我充满愉悦的哭泣。

春天
我闻不到花香

夏天
我诅咒雷雨

秋天
我接住落叶

冬天
贴近你苍裂的树皮！

4、

北方的树
会不断
开合着银色的雨幕。

像一个巡山的老人
迎着风
走走停停。

让每一个迷途的鸟儿
都回到
森林中的小屋！

5、

北方的树
也会
意外接到木器厂的通知。

最后：
看看天空
看看大地

安慰一下身边的锯和斧头！

6、

北方的树啊
你生来坚强。

没有摇篮
无人庆生

也没有
妈妈起的乳名！

可是大家都认得你：

孩子口中的叶笛
青年眼里的诗句
中年他乡的回望
老年蹒跚的步履

是啊
我也认得你。

积雨云

世界上有从无而生的事物
譬如你——
或许，只是一丝微风

从海面，从深井
从五月之夜的露珠以及

朝阳升起后的霜雪

不可知的力平静地聚集
在无知无觉的天空
来自广袤宇宙的无，如今成为有

没人知道
你的体内藏了多少风
也无人知晓
你的后院豢养了多少条龙

那样无声的燃烧，不为人知的颤抖
你柔软的变幻，可怖的翻滚——

这些来去无踪的雾、风和泪水
也许只是为了向大地
倾尽一场壮丽的霹雳和豪雨的
热爱
亦或许，只是为了最终的消散
化为乌有，正如你
来时的惘然与虚空

荒原

哦，西北的荒原
我看到：你的花都开在冬天

你是地球紧锁的眉头：
“曾经沧海难为水”
为了这句爱情诗歌
你苦守着万年的干涸

你怀抱决绝的冷漠
尽除所有的绿色
这春天不度的戈壁旷漠

只留下枯燥的风
吹着四季巨硕无比的苍凉

让唯一的大河
咆哮着滚滚流淌
挟裹着泥沙混沌的悲伤……

你隐忍寂寞的能力
是人类远不能及

或许
只有在某个冷月夜
当一颗蓝色流星滑过头顶
身披沙丘的勇士
才会慢慢睁开冰窟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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