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双溪梓江
◎田文春

1
你来得不是时候

四月底，芍药花已摇落最后一抹嫣红

梅雨发潮，盛大的花期已给时间剔灭

逃出的药香一缕缕飞身藏于暗云

明年再开

你来得正是时候

那一川烟雨就是氤氲在你纸上的

水墨

提起，就是寒山星点，妇人眉黛

放下，就是湖光湿淡，妆台银镜

多少隐忍和静默在镜中深流

竹筏伸出蒿杆，划动一江秀色

给画中的留白，出其不意地点睛

2
最好是带上长箫

这才是同梓江最好的遇见方式

坐于青冈林，吹出胸中块垒，涩音

瘀滞

此时，你惊异于有歌声自北山传来

打开薄雾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

音韵悠长，时近时远，汪洋恣肆又

起伏有致

只要你有心，用力可撷下一曲

藏于箫孔点亮时光

田文春 女，中国诗歌学会会

员，作品见于《星星》《四川文学》

《诗选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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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外一首）

◎王旭全

它总是在人行道的树荫下

舒展自己的情绪

并借助一片落叶的响动，觅食

它很少鸣叫

有自己的处事之道

它总是轻轻地避开过往人流

像一阵风，掠过他们的焦躁

有时，这样的情景还发生在阳台上

它停下来，蹑手蹑脚地靠近那盆

君子兰

而我，正在阅读一篇1958 年的旧文

想起那些往事

想一个人也很美好

想一个人就想他的好，所有的好

包括跟他相关的一切事物

比如一杯茉莉花茶恣意生长的情绪

镌刻在杯上的唇印和指纹

一朵玫瑰花从缄默的含蓄到绽放

的热烈

藕和色连衣裙的婀娜和它散发的

淡淡清香

想一个人，就把过去的日子拉得

长长的

直至拉出一条优美的曲线

然后，弯腰拾起地上的碎片

王旭全 女，射洪人。著有诗

集《人 在 尘 世》《我 的 子 弹 不 转

弯》、小说集《天使望故城》。

两个人（外一首）

◎杨惟

我想拥有很多很多时间

多到可以仔仔细细

数清你眼睛里的每一粒尘埃

我想拥有无限的任性

任性到给每一片叶子

取一个只属于它的名字

我想把自己真正交还予自己

把所有的杂质

折叠起来

我想静静地

静静地只有我们两个人

等你

煮一锅汤

等到锅盖咕嘟

便轻轻地把火调到最小

温着，就这样替你温着整个夜晚

小灯亮着

懒散地倚在沙发上

神经轻微紧绷

电视也开着

我注视着墙上的挂钟

我在等你

我的风雪夜归人

我在等夜色把你交给我

把我们交给时间

杨惟 女，90 后，射洪人，四川

师范大学艺术硕士。

就在这个时候

我关注了雨水

这个时候我心情特好

而雨水，又下得恰如其分

稻谷要发芽，麦苗在走根

几乎就是在为浓春助阵

虽然雨水还有些凉意

但我心中，早已被燕子叫热了

被奔走的牛蹄，一踏

就是一个形状分明的脚印

我用目光在高空接住雨水

然后轻轻放在地面，像对待一个

刚临盆的幼婴

此刻，我还觉得大地特别仁慈

对每一滴雨水的接纳，是那么尽力尽心

持久

群山的沉默很持久，河水的流淌

也很持久

只有河边的芦苇，经不起

季节的引诱，几晃几晃

就白了头，只有突来的风

推了一下门窗

就赶忙溜走

村口的洋槐树，厮守故乡很持久

年年发芽开花，年年又把

浓荫增厚。山中的池塘很持久

屋檐下的燕窝也很持久

槐花

槐花揉进五月

炊烟浓稠

人们在一种芳香里，眼睛发亮

开始想麦子的归宿，大豆的用场

想得满口生香

那时，许多事物的姿态都放得很低

牛羊把头低进了草丛

云朵低到了，种田人的头顶

槐枝伸到了檐口

槐花始终用白色的香味

照亮简单平常的日子

谭清友 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见于《星星》《上海诗人》《诗林》

等，出版诗集《穿过黄昏的路》《逝水

依依》《平静，或者躁动》等。

雨水辞（外二首）

◎谭清友

去万源，或大巴山腹地
◎王粟

1
我在大巴山南麓长大——

开江的一座小山，大约也属于大巴

山的一部分

在大巴山南麓向北远眺

在大巴山南麓望不见大巴山

是一个事实

2
到达城时正是深夜

此时到达城远不止我一人

这样无效的相遇，每天都在发生

然后，把不幸叫作意外

把美好叫作缘分

把意料之中叫作一路平安

3
大巴山的大

和草原的大，和大海的大别无二致

大巴车在逼仄的峡谷中摇晃

大巴车在陡峭的绿色中攀爬

整整两个小时

它完美地避开了我认为的所有危险

对陌生，我们总是过于担心

4
我来到走马坪时，六百位学生

在六年前就陆陆续续地离开；这个

暑假之后

有一百位回来

他们看我的眼神让

我确信我也曾这样看过一个人，并

想象

多年以后的自己

王粟 本名王锡刚，生于 1993
年 1 月，现居遂宁。

岸上的鱼（外一首）

◎罗明金

鱼是捉住了

凼里的水却戽干了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

上游没有水流下

看客们的目光聚焦岸上

点赞，欢呼

谁还在乎一条鱼的生死呢

一片绿色的草地上

鱼跳跃挣扎

雷声和雨云都在远方

永远的钉子

永远不要

把自己打造成一枚钉子

硬扎而锋利的钉子

木匠都爱使用

当钉子被敲进某个地方

就不能自拔

当然

有人也想做永远的钉子

那是被钉在

不易锈蚀的，高处

罗明金 四川省作家协会会

员，作品见于《星星诗刊》《人民日

报》等，著有诗集《岁月有情》《情

到深处》《红尘情缘》。

按捺（外一首）

◎余良

请不要说，月色温柔

深夜里积淀的静默

像极了龟裂的大地

一粒潜伏的种子，无法按捺

内心激起的波澜，冲破厚厚的壳

等待雨落，也渴望雨停

我忧郁地盼望，祈祷

岁月的馈赠

直到晨曦来临，走出枯萎的林

你我之间

你我之间，就像隔着一片大海

茫茫无涯，我在这头张望，你隔岸

躲藏

苍鹰在天空盘旋，鱼儿在水面雀

跃

一只破损的小船，早被渔夫遗弃

我站在上面，向你靠近

你不经意地掀起层层巨浪

我不知道，何时

才能落入你的心

余良 就读于四川职业技术学

院，偶有诗歌发表于刊物。

桃坪（外二章）

◎徐元俊

把石头穿在身上。羌人，大山的

儿子，把万物雕成了神话。

除 了 朴 实 的 外 表 ，其 他 都 是 多

余。

仙人掌

不要风雨，只要阳光。此生，绝

不辜负上苍的美意。

无欲无意，却有一身让人敬畏且

带有温度的刺。

洛阳牡丹

洛阳安家，只因命里那根傲骨。

原是宛城的宠儿，却与百花格格不

入。

只钟情春天。在春天里焕发天

姿国色，陶醉万物。

徐元俊 生 于 1952 年 ，笔 名 原

俊，斋号积玉一壶。

（端午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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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晚
◎吴江

薄暮山为枕，烟村竹作帘。

花香飘院落，燕语歇房檐。

灶孔干柴火，盘中嫩菜尖。

风闲云挽月，好酒与妻添。

吴江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遂

宁市诗词学会副主席。

载酒歌
◎何智

乘醉每高吟，参禅还独斟。

停杯弹剑铗，狎卷听琴音。

风暖西山里，月迷南浦心。

欲归还濯足，沧浪水涔涔。

何智 生于 1968 年 1 月 14 日，

民盟盟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新华颂
◎余定顺

新华七十年，日月换新天。

国泰金镰灿，民安玉斧坚。

朱榴酬领袖，赤县涌风先。

盛世凌环宇，神州美梦圆。

余定顺 大 英 县 政 协 退 休 干

部，有《刍言集》《回声集》面世。

祭屈原
◎寇燕

汨罗江畔读辞章，遥祭忠魂酒一觞。

漠漠风帆悲亘古，悠悠船桨话沧桑。

九歌传唱三千载，天问长存累世芳。

沅水有情长潸泪，薛笺无语蕴离殇。

寇燕 女，四川省作家协会会

员，遂宁市诗词学会副主席。

鹧鸪天·春播
◎王晓春

和煦东风柳色新，一湾溪水绕

前村。香泥团作掌中宝，紫燕衔

来陌上春。

才播种，恰升温，百般呵护几

晨昏。嫩芽出土开心笑，尖似青

毫露似银。

王晓春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遂宁市诗词学会副主席。

蝶恋花·思乡
◎颜鹏

千里乡途烟锁雾。亭榭朦胧，

还忆蓝衫妇。江月映波心起舞，

林花飞尽梨云渡。

渺渺青纱催暮鼓。百日回肠，

望断黄昏路。盈袖更添思泪苦，

相逢不语春风误。

颜鹏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遂

宁市诗词学会副主席。

清平乐·九莲洲行
◎刘清和

九莲奇雅，浩荡涪江下。新绿轻

风吹韶华，美丽景观如画。

曲 径 幽 处 人 家 ，啼 鸟 舞 蝶 鸣

蛙，洲市相融如画，诗意放浪天涯。

刘清和 遂宁市文广旅游局退

休干部。

编者的话

端午是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是为纪念“辞赋之
祖”“中华诗祖”屈原而特别设立的。

为致敬先贤，《遂宁日报》推出遂宁诗人“端午诗会”
专版。呈现于此的，有现代诗，有旧体诗词，也有散文诗，
虽然诗写方式各有不同，但诗人们在艺术精神和艺术探
索上却异曲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