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着乡愁上路
（外一首）

◎海南儋州/陈健南

故乡的影子塞满了口袋
一掏便是一个地名。
这些地名像是流放的犯人
至今我都无法用国语一一念出
风吹的时候我会把口袋捂得更紧
一不小心生怕与故乡骨肉分离
这些年路过异乡的每一座城市
故乡的影子被磨得越来越小了
有时候我会小心翼翼地掏出
反复的用中指数着 数着
惶恐遗失了我便是故乡的分裂者
这些年驮着故乡行走在城市马路上
每走一步 都会吐出一个乡音

如果

在一本破旧的词典寻找一组
带火花的词
如果这是命运的重组
我要撕下诗意那一页
这些年我们被无数个词重组
像极了多重罪犯反复调换监狱
生活像是打翻的西红柿
我们如一地编织着孤粟
如果你在一本破旧的词典
听到带有高尚字眼的词组嘶叫
请你一定要撕下
归还给那位
一生被诋毁交换的人

陈健南 出生于 1994 年，海南省
儋州市人。现就读于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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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子（外二首）
◎上海/孙思

槐树花白的时候
嫂子进了门，进门第一年送走了爹
第二年送走了娘

村人说，嫂子命硬
先克公后克婆

从此，每当我放学回来
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
在娘曾经翘首相望的地方
总立着玉米杆似的嫂子

冬天里
嫂子永远是一双旧单鞋
而我是村里最早穿上棉鞋的孩子
我背的书包，是孩子里最好看的
上面有嫂子亲手绣的兰花

嫂子说，兰花是长在山缝里的花

嫂子看不懂我读的书
嫂子常常以一种聆听的方式
坐在冬夜的火盆边，静静地守着我

大雪纷飞的时候
嫂子不能下地干活
嫂子就倚在门框上看雪
嫂子一边看雪，一边对我说
她姑，都说姑娘雪花命
飘到哪家是家

嫂子很寂寞
喜欢捧一本厚黑学的哥
于嫂子是一本无法尽释的天书

嫂子没有孩子
嫂子唯一的家当是我和哥

我上大学那一年
成了名人的哥，遗弃了嫂子

从此，每到大雪纷飞的日子
我就想念嫂子

想嫂子这时
正倚在谁家的门框上看雪

想嫂子还会不会说
姑娘是雪花命

二哥

初中毕业的二哥
在我的家族，是个纪念碑似的人物

八岁看三国，十三岁评水浒

十五岁初中毕业那一年
奖状贴了一屋子的二哥
却不能再上学，从此十五岁这一年
雪原一样，让二哥觉得冷而白

二十五岁时
二哥写出了第一部剧本
后来二哥的剧本在全国无数个城市
被演得风声水起

大我十二岁

挖过河挑过土杀过猪
吃过七十二般苦的二哥
一直像一座山，立在我的背后
也是我的心里

即便已过六十
二哥的语言依然锋利如刃
常常通过电话，凌厉地穿过黑夜
抵达我的耳边，让我幡然醒悟

剧作家的二哥
不愿生活在大城市
他说乡村可以成为一面镜子
城市不行，镜子还未及置起来
却因为压迫和追赶，碎了一地

二哥在电话里
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彷佛
听到南风吹动老家院们的声音
觉得那是旧年的自己
正被二哥牵着，向自己走来

巧儿

圆脸大眼睛
不知道父亲是谁
从没进过学堂的巧儿

她被放大的身世
如一块时间不准的名表
日夜不停地奔跑在大街小巷

村人们，看巧儿的眼睛
如看一棵被脱光衣服的树

巧儿很单纯
巧儿不知道这样的眼睛里

有刀

十八岁那一年
会唱很多民间小调
还会唱地方戏的巧儿
在报考县文工团的舞台上
第一次插花傅粉

巧儿最终没被带走
巧儿不知道，她在舞台上舞着的水袖
只是人生的一个戏曲

二十岁那一年
巧儿要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听说那儿很穷，巧儿的丈夫还有病
这个病有个奇怪的名字
叫“裸奔”

“裸奔”，就是夜晚脱光衣服
在大街上奔跑

巧儿是唱着歌走的
那时正是秋天，一丝丝的风
从更远的天空里走来
它带回了巧儿的歌声

巧儿的歌声
在村子里余音绕梁
三日不绝

孙思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
诗人》副主编。著有诗集《剃度》《月上弦
月下弦》《掌上红烛》。有诗收进《中国新
诗鉴赏辞典》《中国新诗 300 首》《中国年
度经典诗选》等各类选本，有评论获第七
届冰心散文理论奖。

春日池塘
◎浙江衢州/静夜听雨

无非是姑娘家家的眼眸蓄满了春水
昨个，晓风又吹绿了杨柳岸
小荷才露了尖尖角

搬弄是非的蜻蜓就倾巢出动啦
几枝芦苇挺直腰杆
年轻就是好
水蜘蛛、小蝌蚪、三寸锦鲤，它们围
着水草一圈圈

井水不犯河水

岸边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
也好
像微风吹出了涟漪

静夜听雨 女，浙江衢州人。
2015年 6月习诗，偶有作品发表。

春日池塘
◎重庆/北鱼

先是到达麦苗上的风
开着一列绿皮火车过来
然后是乘坐春日航班的蝴蝶
来看油菜花，桃花

不争论是不是
农家打造的终点站，被雨水
铺平的池塘
可不可以接住降落的春天

几只游动的鸭子
它们见好就收
回到岸上梳洗羽毛
转过头，像我从记忆的口袋里
掏出那面带着体温的小镜子

北鱼 重庆铜梁区人。《大沽河
诗刊》网刊编辑。曾在《齐鲁文学》
《重庆晚报》《安源诗刊》等 40 余家
报刊发表诗作 200余首。

春日池塘
◎福建莆田/郑朝阳

你在原来的位置
遇见池塘。时间没有改变它的形状
只是在春日，满满的
一池天空的心事。无论仰望
还是俯视，目测白云
没什么两样
水上水下，一些事物被你的用词
斟酌高深了

当你心若止水时，那些浮萍、水葫芦
遮掩了一群蝌蚪
游入心里的秘密。有一面镜子
像是要告诉你
这些疑惑，欲言又止

郑朝阳 作 品 散 见《福 建 文
学》《星星诗刊》《绿风》等五十余家
报刊杂志，出版诗集《那晚的风》。

我愿意遮住我视线的，是一片山林
我愿意被一叶障目。
在夹皮沟，我们沿着细叶林不断深入
如同一种返回。
更像是一种接受。
高的松树，矮的灌木
蝴蝶往返其间
快活的速度
比在别处看见的更轻盈
白鹭越过树梢，消失在山那边
我也曾在这里消失过
很多年。
现在我接受了

把眼前这百来米的土坡
称之为山。

野湖

来到这里，我的不屈之心已渐渐低垂
野荷如丛，覆盖了大半个湖面。
你无法辨认出，哪一片荷叶是我

妥协吧，我们都曾被取代过，
关于唯一，永恒，伟大的爱情
上世纪生疏的词汇，湮灭于湖水之中。

在这人迹罕至的野湖，我所看到的事物
都与我平行。不出意外，它们将与我终
老。

张小美 女，湖北天门人。著有诗集
《独自离开》。诗歌散见于《汉诗》《中国
诗歌》等刊物。

夹皮沟（外一首）
◎湖北天门/张小美

春日池塘
◎吉林辽源/琪轩

顶着三尺阳光
辐射、折射。芦杆正在思考——
如何用心里的空，传递温暖
给水下的根须

雁群埋头习字。即使，飞速的眼神
忽略了池塘里的枯枝，岸边学步的
孩童
一字和人字
都不是今天的败笔

有人折柳，有人欢呼
满地杨花蒸发出绵柔的情话
或许，欣欣然的镜像只是在排练
一个告别仪式

琪轩 女，本名田秀芬。作品
见《诗刊》《诗选刊》《作家》《飞天》
《山东文学》等。全国诗歌比赛多次
获奖。

春天的温泉
浸泡着旧时的我们
我们迷恋着那时的
青春，也迷恋那时的身体
我们追逐打闹
心存愉悦，想用这最干净
最直接纯粹
以水做传导

来溶解岁月
完成一次追忆和怀念
这远远不如我
等待的时间那样漫长

遍地落叶

遍地落叶，一片两片多片
叠加又分离，成散漫存在
所有逝去之物
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形状
稍加留意，就能分辨出
它们细密的纹理
像时光的阡陌，暴露在白天

一坨坨能垫高年轮的
光阴，把生命的含蓄更加内敛
被自然挥就在大地的相框
被冬天慢慢卷起画轴
收起一幅艺术的绝笔
和自己的背影做着别离
我身上的某些东西
或许多东西被带走时
徒有的失落和纷乱
都还不是静止的。

峡谷行云 女，“新保定诗群”成
员。著有诗集《峡谷行云》。诗歌散见
于《诗选刊》等，有作品入选《河北青年
诗典》。

温泉（外一首）
◎河北保定/峡谷行云

战栗
◎云南昭通/雷平阳

那个躲在玻璃后面数钱的人
她是我乡下的穷亲戚。她在工地
苦干了一年，月经提前中断
返乡的日子一推再推
为了领取不多的薪水，她哭过多少次
哭着哭着，下垂的乳房
就变成了秋风中的玉米棒子
哭着哭着，就把城市泡在了泪水里
哭着哭着，就想死在包工头的怀中
哭着哭着啊，干起活计来
就更加卖力，忘了自己也有生命
你看，她现在的模样多么幸福
手有些战栗，心有些战栗
还以为这是恩赐，还以为别人
看不见她在数钱，她在战栗
嘘，好心人啊，请别惊动她
让她好好战栗，最好能让
安静的世界，只剩下她，在战栗

雷平阳 出生于 1966 年。著有诗集
《基诺山》《云南记》《诗选之山水课》《悬崖
上的沉默》《雨林叙事》等。

樱桃红了
◎辽宁沈阳/红娃

藏于格律之中，疏于赞美
却多过我的修辞
水红色的肌肤，映衬贵族的血液
她遗失的历史沉睡于民间
秘密的进化和繁衍
是风暴中被省略的部分
在我的青春年代
我不再与樱桃相遇
如今，她已在血脉中发育成熟
樱桃在六月集体涌上街头
像长于乡野的丫头
贸然闯入的姓氏
不亚于水果家族一次红色的飓风
这总让我想起少年
邻家女孩的那颗樱桃树
它瘦小而酸甜的果实
一部分在我身体中停顿下来
一部分在时间中生根
或许也曾身困重城
但从没有在血脉中走失
从另一处投递过来
当樱桃在白瓷器中，在街头，在风里树间
和盘托出
我的讲述是匮乏的

她打翻案板上暗哑的座次
她在自己的气味里伸展腰肢，放浪形骸
她沉默，但足可以傲视
饱满而多汁的肉身
已从偏房的丫头
摇身成为无冕的王妃

红娃 女，本名王蕾。有诗歌发表于
国内相关报刊杂志。

春夜
◎黑龙江大庆/王国良

夜色阑珊，蜘蛛
爬上文字，编织一张网
打捞远去的落日

风拍灯窗，一枚松塔
走在回家的路上
怀抱满天星光

鼾声又起，谁家的梦
拉响汽笛，让远方更远
今夜恐难抵达

我们一起熬煮着爱
即使熄灭炉火

也能闻到岁月的幽香

王国良 现居黑龙江省大庆市。中国
石油作家协会会员，北大荒作家协会会
员。出版诗集《祖母绿》。诗歌散见于《星
星》《诗潮》《海燕》等刊物。

春天多好
◎北京/爱斐儿

春风吹开高天的流云 也吹动
低处的生活 被岁月挟持的灵魂
以风后天空的蓝法 保持安静的辽阔

细雨侧身走过三月 留给杨树
成串的花絮 柳枝初绽的嫩芽
用不可更改的绿色 阻止我说出
诸如“怀疑”这样的词语

一如既往流向下游的河水
必将流经两岸的桃林与平坦的原野
据说，麦苗拔节的声音铺天盖地
依旧掩不住一个忧伤的日子缓慢临近

爱斐儿 女，本名王慧琴，现居北京，
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出版诗集《燃烧的
冰》。诗歌散见于《山西文学》《诗选刊》等
刊物。

防风林
◎山西大同/喙林儿

突然，就凉爽下来
突然，就安静下来
突然，一束光线停了下来

沙柳蹲在地面，探看着林间秘密
看一只鸟对另外一只鸟鸣叫出的深情
一棵白杨树庞大的树冠动了动

和一群蚂蚁一起
向着更纵深处的幽谧探看
放逐，或者遗落
无关烟火人间和那些风的消息

喙林儿 女，本名吴献花，山西大同
人，医务工作者。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诗歌散见于《诗选刊》《星星》《绿风》等刊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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