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围炉与君话春耕，微风带雨郁葱葱。
我担禾苗成画影，君执彩练舞当空。

一
一亩水稻一亩田，惹下平生半日闲。
农夫我辈也能种，行行诗句畏上严。

二
亿万村庄亿万农，亩亩相连总不同。
不是春风吹又去，的确秋月叩晓钟。

三
有心躬耕垄上行，粒粒珍珠粒粒情。
秋来赠君硕稻红，盘中闪闪最晶莹。

四
向君倾吐胸中意，荷锄笑看牧牛归。
童子问我何处客？横笛只唱弄晚炊。

于德北七绝六首

——大疫之前，往五常亿农种
植养殖专业合作社承包稻田一亩，
示为双耕有志。祈举国顺遂，人民
安康。成七绝五首，玆记之。

六
夏夜田垄看稻花，萤火点点照明虾。
兰陵三盏难成醉，叩打柴门到君家。

三月，为你摇落一树花雨。
如果你能仔细聆听，就如同看见可

能发生的事物，美好的日子就在眼前。
“我在这里。”
是的，我一直在这里。
春天的语言很容易理解，住在乡下

的母亲的话也总是那么简单的几句。年
过八十的母亲像一棵树在风中弯曲，每
每和我们聊起家常，总是本能地将头抬
起。一如当年后背上捆着孩子下地干
活，什么时辰了，她不大清楚，只能一次
次看看天空。

六个孩子的生日，母亲重复絮叨了

这么多年，竟然从未说错。而让我们
遗憾的是，至今她也说不清自己的准
确年龄。

当生活苍白如雪时，妈妈躺在了地
上。她的身下是一床有裂口的凉席。按
照乡下的规矩，快不行的人一定要从床
上抬下来，乡下管地上叫冷铺。

那时候我们什么也不懂，只知道哭，
偷偷地哭。兴许是感动了上苍，妈妈又
回到了床上。

那年我十一岁。天空的阴冷，像半
截儿梦穿过布谷鸟的叫声。一切就像风
中的花束，在火焰中拔高。

现在我闭上眼睛，母亲从千里之外
走过来，我想告诉她一些幸福的事情。
比如：

三月，为你摇落一树花雨。
一切都在这里——风声、花朵、雨

滴，关于生命的意义。三月是充满希望
的月份：最美的世界，来自女人的眼睛。

在假想的一树花雨下，我们从寂静
里听到声音。

童年，是世上最古老的孩子。我只
是在叙述一些琐碎的往事，我需要一些

简单的词语，比如田野，翅膀，还有
稻草人的早晨。

就像闪光的花朵扑向露珠，充满了
自己的神谕，低处的秘密，记忆是它的空
间，祝福是它的时间，而我们成为眼睛，
成为耳朵，无论如何，总要为这个世界留
些什么。

一些泪水，一些生命。

为你摇落一树花雨

三月点亮清晨的眼睛，春天沉浸于
众多的色彩之中。

复苏的呼吸声，仿佛就是接头的暗
语。第一根划过你肩头的树枝，像信
物。当风吹过

荒凉的面孔我无数次期待，这是我
想要的礼物。

比 梦 还 美 好 。 在 某 个 特 定 的 下
午，一场雨，放声痛哭。流逝的青春，
像夏天般火热。大地一片苍茫，在忽

明忽暗之间，像在等待米沃什的影子
出现。

你凝视着小草，目光仿佛来自彼
岸。故乡早年的想象，跟预言一样。那
不是一场持续的梦，献上我的祝福，你已
经成为葡萄园里的一名花匠。

在克拉科夫，你的香气将教堂磨光
的石板敲响，像惊雷般唤醒自己，并送出
闪电，河流在内心穿过和歌唱。

果园，阳光和归来的羊群，温暖眼前
的一切。

天空恍若大地的信仰。一阵风吹过
我的时候，它的耐心和我的耐心，似乎听

懂了彼此的声音。这多像有缘的人，一
句话，一个眼神……

我们的故事，坐在自己的花园里，恭
候风，拉响小提琴。

可爱 的 音 符 ，像 流 水 ，更 像 爱
情。在这三月的阳光里，搜索有关幸
福的气息。如期而至的花瓣从遗忘
中走来。

世界的空白处，阳光在透明的杯子
里，树在大地上洒下清晰的影子，万物或
移动或静止。

一切就绪。另一种沉默，敲打出自
然的光芒。

另一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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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粮油 健康无忧
HUAXINGLIANGYOU JIANKANGWUYOU

华兴粮油 健康无忧
HUAXINGLIANGYOU JIANKANGWUYOU

母亲的手
是我见过的
最奇怪的手
骨节粗大，皮糙茧厚
青筋隆起，爬满伤口
它枯得像老树
硬得像石头
这是一双吝啬的手
从来就没擦过手霜
也舍不得用洗手液
更没碰过什么指甲油
似乎只在最干燥寒冷的时候
才抹一点便宜的雪花膏
那淡淡的馨香啊
把母亲那颗年轻的心香透
这是一双勤劳的手
握过锄头
种过麦豆
挑过灯花
牵过耕牛
常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
打理一天的柴米油盐
缝补生活的捉襟见肘
把我们童话般的梦境守候
这是一双灵巧的手
剪过窗花
描过鸳鸯
扎过风筝

数过星斗
帮姐姐编过麻花辫
为奶奶绣过花鞋口
给我们平淡的生活啊
织满锦绣
这是一双温暖的手
擦过我的泪水
摸过我的额头
捧起我的天真
抚慰我的乡愁
带着永恒的温度
牵着我端端正正向前走
母亲的手
一定也曾丰盈娇柔
我注意它时却已如此枯瘦
母亲的手
一定也曾纤细灵秀
我捧着它时却不停地颤抖
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沧桑的手
也是我的世界里最珍贵的手
母亲啊，让我握住您的手
一如当年你拉着我的衣袖
不管春夏秋冬
任凭风急雨骤
走过人生四季
走过岁月悠悠
让不惑陪着古稀
让青丝伴着白头

怎么躲，也躲不过疫情和数字。
恐惧像只巨大的鸟，在啄食炊烟。

过年的感觉，一点儿也没有，甚至都不如
平时的日子好过。

宅在家里，心惦记外面。走出家门，
又怕遇见人。怕遇见那些戴口罩的人，
更怕遇见那些不戴口罩还咳嗽的人。混
迹于庚子年的春天，黑夜不再是黑夜。

这些日子，我们的生活规律被彻底
打乱，每日黑白颠倒，能够吃的食物也是

乱七八糟。尽管小区的入口可以凭通行
证外出，但我一直都没有到社区办理，此
时家成为唯一的避风港。

这些日子，我们过得并不好。每个
人的手里都握着生死两张牌。门前空旷
的广场，正以安静的方式在迎接春天的
到来。

等风止，等雨停，等远行的人，等那
让人心惊肉跳的数字归于零。

好了伤疤忘了疼，人类容易犯下喜
悦的错误。但愿这一次，能够让我们清
醒。我们倾尽一生想要获得的，什么也
比不上生命。一些花带来闪亮的启示，

该开的已经开了，而且开得很认真！
正如菩提树下的土地，埋下诚实的

种子，一定会生长出甜蜜。在这被管制
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等待着奇迹。

那么多的逆行者，从祖国的四面八
方汇聚，正在用生命和汗水拯救世界。
这一刻，看着你的背影我们互不相识，这
一刻，透过你的眼睛我们就是亲人。

“阳春二三月，草与水同色。”一切都
是可能的，当你我的善意变成大山的回
声，我们沿着安静寻找，从野花到石头，
从碎片到羽毛。

从虚无到春花烂漫。

沿着安静寻找

你我隔了八百年迷蒙的风雨
我看到八百年前的尸骨
这树的尸骨
我能读出当时的心电图、血压
也能读出当时升高的眼泪、无奈
竖起的怒发
风波亭，缢死了一个英雄
却不能缢死眼泪和怒火

我不知道这树是死于刀斧、绳索
还是一场飓风、一场山洪
残缺不全、只剩半边的树
就如偏安的土地
剩下的就是残山剩水

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即使爱情
即使江山

权力也会腐烂，任性也会腐烂
缢死岳飞的绳子也会腐烂
我看到这树的腐烂的尸骨
想高宗何在？莫须有何在？

人们发明了好多保鲜的方法
但王朝还是去了
这岳飞时代的树还是去了
我曾到杭州的岳飞的坟前拜谒过
我看到了保鲜的方法
就是把一个人装到所有人的心里
好人也好，坏人也好
这比保鲜袋安全、恒久
但坏人也能保鲜，这是我不能解释的
心里总是不舒服
只要岳飞活着
那秦桧也就活着

岳飞时代的树
耿 立

小阳秋（外一首）

大连点点

路熟。小道连着大道
大道通向小道。不习惯抬头
眼前的风景，听听就好

傍晚散步，感到夕晖落在背上
这辽阔的仁慈呀
陪着我上坡，陪着我下坡
又是一个小阳秋

蒲公英开花，银杏落下白果
十字路口，有人唱歌
有人哭泣

点灯的人，露出一天里最真的笑
而路过的人，擦肩就好

立冬词
不知何时下雨，蹑手蹑脚的
仿佛偷渡客，会随时
死在路上。

日历说立冬了。叶子说回家吧。

天蒙蒙亮，音乐照旧凄厉
每一段都是挽歌。

然而，任何形式的雨
总要——敲在某个人的心上

我们站在窗前，同时看到一朵花
摇曳着，那么完整地
摇曳着……

日历说立冬了，妈妈随手
理了理鬓边的白发

会跳舞的光阴（外一首）

吉祥女巫

尚无法截取，收藏
只因它正在进行
时而，是安静的碎步
偶尔有短时间暂停，或退后一些
调整一个新向，又继续

正反的指向并无不同

无非就是，金色的梦幻和绿色的现实
彼此交融，又各有立意
当然也不排除
有谁因为甘愿，而失去自己……

阳光只是照着，并无多余的诠释
阳光从尘寰里升起
照在它经过的每一事物……
一个“我”，许多个“我”，沐着光
在不同的走向里

比对从来都是无效
径自向前的必是无憾
不断回头的
想来还是多有不忍

许多个不再，许多个曾经
许多种，飞翔的姿势……

一条河流到底有多强大（外一首）

白公智

汲取了天地灵气
点点，滴滴，汇成涓涓细流
低头，走向人间

一路奔波，一路容纳百川
不问出处，不问归途
无论前途多么九曲十八弯
一条河都会义无反顾地
走向不知远的远方

走着走着就走成了一条江
走着走着，就把滚滚江河
都带进了浩渺无涯的大海

在大海里，所有河流都挤在一起
无风也三尺浪。若遇大风
整个大海就呼啸起来，惊涛骇浪
震天动地。一眼就能看出
一条河流到底有多强大

低处的痛
向阳的山坡，残雪早已融化
而背阴的一面，积雪像中年的
痼疾，不仅没有消融
反而雪上加霜。都说高处不胜寒
却不知低处，也有低处的痛
初春清晨，我在低处行走

霜风如刃
一再揭开棉衣裹紧的尊严
和温暖。而脚下的路
光滑如冰，找不到生活的着力点
和摩擦力，我怕我
一失足，尘世就掉进了万丈深渊

瞬 间(外一首)

张梦茹

一枚蝴蝶飘落
静止的晃动，燃烧的雪
漂浮的海的错觉
沉默空气中的声音流淌
午夜穿梭白日又回到午夜的帆

阳光下的泡泡
深邃的瞳孔溢满
争先恐后的鱼族
透明的风
剥开欲望的果壳

阳光下的红蝴蝶
降落如一枚书签
躺在钢琴怀抱的橘子
前一刻还在甜蜜酣睡

庄严的暮色收割
逃逸的星辰
转瞬即逝的牧羊人
撩拨醉人的春响

乡 愁（外一首）

张馨心

我是大山唯一的女儿
山溪里流淌着，我那清澈的童年
她绕过我屋后的秋千，越走越远
长大并离开，背着我的影子行走他乡
我知道，自己将和山坡那些蒲公英一样
白色的籽牵扯着袅袅炊烟
夜晚，静静飘上故乡的月尖
与那连绵乡愁一起
行走在我单薄的梦里
我那质朴的山，单纯的水
我那厚道的乡亲
我那慈祥的祖母
梦里我们紧紧相拥
喜极而泣……

五 月
你说
帮我整理每个五月的诗歌
我就想趁五月多写一些
写写那年抱回的羊羔
终于放弃哭泣开始奔跑
写写那年的雨水和太阳
雨伞、发卡、小碎花裙角
写写玻璃瓶中千纸鹤
在没月亮的夜晚，认真地飞
写写那朵凋零的玫瑰
余下满手刺，拿不出
拔不掉，徒增伤悲

你说
会帮我整理每个五月的诗歌
我就想趁五月写的温暖些
可是，今年的五月冰冷多雨
可是，今年的五月
我还没有遇见你

雪 人（外一首）

冬 雁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人
在漫天风雪，寂静的田野，树林
甚至于流水，长河堤
到处都是，雪人
雪把人裹起来。我不想写雪，我想写
雪的化身，用我的身体和灵魂
与一粒雪，发生真正的化学反应
我将爱上它。用我身体的温度，指甲和头发
用一把铁锨，把它堆成人形状
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雪人。多么美
多么美。多么美的雪人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
它都是美的——

“过于炫目的东西往往只是美好的瞬间”
它终将会在阳光下，成为一滩污水
尔后，从污水中站起来的
却是俗世中的，俗人

蝴 蝶
“她曾经张开过美丽的翅膀。”
这只蝴蝶——
她也是贵族，只是命运
把她定格在这个孤独而寂寥的，窗口
是的，就像母亲，曾经青春过的

她。除了伴随着她的吊瓶、针管、氧气管
越来越松弛的眼袋
她，曾经有过一头乌黑的长发，和
一只亮丽的发卡，卡着蝴蝶
是的，在她周围曾经有一群
蝴蝶一样的孩子
这群孩子，从蛹慢慢化成蝶，飞走
她的手一直握着，似乎要握住它们的翅膀

“我就是你手里握着的一只蝴蝶。”我笑着
朝母亲病床前，凑了凑。母亲看着我
不说话，也不笑。在她眼里
溢出几只，飞出窗外，飞在他乡的
——蝴蝶

月亮离我有多远（外一首）

王立世

在天上，也在河中
在云后，也在窗口
好像咫尺，举手可得
好像很远，遥不可及
忽远忽近，忽明忽暗，忽冷忽热
就像一个老朋友
隐于深山的迷雾
又像一个陌生客
突然来敲响柴门
月亮离我有多远
不是我说不清
恐怕月亮也说不清

你最好不要来
很小，小得放不下一枚钱币
很静，静得鸦雀无声
很干净，没有迷雾
风扣门很轻
雨敲打窗户也很轻
阳光不吝啬
月光也定期光顾
我已不习惯世上的尘嚣
和那些可耻的伎俩
你最好不要来
我怕无话可说，不欢而散
也怕你的春风遭遇难堪
更怕你破坏了我
这越来越小的世界

母亲的手
陈耀辉

记住春天（节选）
胡世远

华语诗歌（关东诗人）

微信公众平台推荐

张桂娟七律二首

春到人间

陌边篱角几桑麻，绿柳茅庐四五家。
水绕烟村鱼尾闪，云经阔野雁翎划。
清风雀吵高低树，斜日人迷浓淡花。
安借六如神运笔？暂将春迹片时赊。

探 春

莫待花残叹落英，寻春何意拟阴晴。
雨经杏蕊含珠泪，风住黄鹂绕柳鸣。
老树着红思旧梦，初枝染绿喜新生。
丹青尽写芳菲好，一曲山歌已纵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