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雨时节的四明山，细雨蒙
蒙、云遮雾罩。

从四明山山门，驱车前行约 15
分钟，进入浙东著名小镇——梁弄
古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高大
的明示牌：浙东延安。这是一片古
老的土地，文明千年的长弄短街，
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名人学士；这
是一片英雄的土地，数以万计的浙
东儿女，谱写着一曲又一曲的壮丽
诗篇；这是一片秀美的土地，绵延
百里的四明翠竹，摇曳着一波又一
波的迷人流韵；这是一片富庶的土
地，幸福百姓的金色引擎轰鸣着一
阵又一阵的创造乐曲。

据志书记载：四明山周围八百
里，二百八十峰，峰峰相次，状如
莲花，疑近星斗，山顶极平整，有
方石如窗，中通日月星辰之光，故
曰“四明山”。

沿线人文荟萃，遍布着众多文
人墨客的足迹，500多年前，李白写
下：“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
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的恢宏的
诗句，黄宗羲、刘长卿等数不胜数
的名人，寄情四明山水，让四明山
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历史底蕴，作为
浙东“唐诗之路”一线的重要组成
部分，四明山散发着自身独特的魅
力，让人们流连忘返。

以余姚梁弄为中心的浙东 （四
明山） 抗日根据地旧址群，是全国
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曾有无数
革命志士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留
下了中共浙东区委会旧址、浙东行

政公署旧址、浙东抗日军政干校旧
址、浙东银行旧址、浙东报社旧
址、正蒙学堂旧址等十余处红色革
命遗址，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
人民抗日救国、拯救民族危难的光
辉历史。由此，四明山成了抗战名
山，梁弄被称为“浙东延安”。

在讲解员深情款款的话语中，
了解了浙东儿女热血澎湃的抗战故
事后，跟随朋友的脚步，来到了四
明山北麓，两脉青翠苍黛的山岭
间，一片轻波荡漾的微水，澄碧、
明净、柔滑、细软，一条青石板
路，又被水劈成两半，左右相对，
互为映衬，这就是被称作浙东“南
泥湾”的前溪湖，她映照过一群平
凡的抗日英雄的身影，著名的大生
产运动在此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溪
旁一株千年的老樟，绿叶繁枝在风
中轻轻摇摆，仿佛在叙述着抗日英
雄们的过往。

余姚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莫过
于被人们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
为“儒家四圣”的王阳明，并冠之
为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
家和军事家。他所开创的“阳明心
学”，集“儒、释、道”三家之大
成，强调“心即理，知行合一，致
良知”。其“天泉四句教”：无善无
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
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
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
论的更具体的阐述，为后人所共识。

位于余姚市城区阳明西路北的
王阳明故居，占地 4600平方米，建

筑按传统的中轴线对称布局，阳明
广场南端，耸立着高大宏伟的“新
建伯”牌楼，穿过牌楼，迎面就是
王阳明的全身铜像，仰视之，铜像
庄严富态，与我心中那个瘦小而博
学儒雅的圣人形象相差甚远。故居
大厅楹柱上的对联：溯姚江一派，
斯为正印；集心学大成，共仰宗
师。充分肯定了其在哲学方面为世
人所作的贡献。大厅寿山堂系三开
间高平房，高大宽敞，寿山堂内，
明间廊下，挂有姜东舒所书的“真
三不朽”匾，这是对王阳明一生在
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准确而绝
顶的评价。

“阳明心学”传入东瀛日本后，
一直为从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时期
的统治者所推崇，毫不夸张地说，
是“阳明心学”促进了近代日本跨
入世界列强的行列，而在他的诞生
地中国，却没能产生如此大的作用
和影响，这也是我心中久久不解的
疑惑。

余姚市南约 10 公里处的四明
湖，湖面 20平方公里，是杭州西湖
的两倍，环湖皆山，七十二峰，远
近翠黛相间，湖中有八字桥、野猫
湾、丁山、玉兔岛等五座小岛，形
成了五个湖心岛，好似镶嵌在明镜
中的五块翡翠，更增添了四明湖的
魅力。湖心的玉兔岛面积约 250亩，
其形状酷似玉兔，当地人讲，月明
之夜从湖边远眺，犹玉兔拜月煞是
好看。岛上的四明湖度假村，现已
成为浙东休闲度假的极好去处。

时正微雨，阴云四合，满湖笼
烟漫雾，一片苍茫，乘快艇从湖中
穿过，碧绿的湖水拍打着艇帮，发
出欢快的水声，快艇激起的浪花高
高跃起，热情亲吻着乘客的面颊，
闷热中顿感凉爽。

我梦中的江南是杏花烟雨的佳
丽地；是秦淮河里的桨声灯影；是
咿呀声中的乌篷船；是移步换景的
苏州园林；是绍兴醇香四溢的女儿
红；更是小镇石板巷里雨中撑着油
纸伞的丁香一样的姑娘。而“一川
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
季节，淫雨霏霏，连月不开，给予
我的感受是燥、潮、闷、热，一天
湿透几次汗水的衣衫，让诗与远方
的浪漫荡然无存，心情也有欢娱变
为烦躁。转而又想：梅雨的日子和
一年四季相比，毕竟是短了许多，
留在我心中最多的还是风中摇曳的
青青竹林；如轻纱薄雾中时隐时现
的亭台楼阁；使人闻声即柔情的吴
侬软语，还有余姚那唇齿留香的黄
鱼面、酸甜可口的梅子酒。

余姚二日
□ 余世乔

从幼儿园接小孙女
回来的路上，她对我说，
老师要几片桑叶。我
说，好啊，老师喂养蚕宝
宝了吗？她说，是的。
我说，那好吧。还记得
我让你看过的桑葚吗？
那棵树上的叶子，就是
桑叶。现在桑葚已经没
有了，桑叶还在，咱们可
以掐几片送给老师。

小孙女高兴起来。
回到家里，我拿着废弃的拖把杆，像拐棍一样拄着，并
准备好一个干净的塑料袋。出了小区的大门，右转，
没多远就有一棵桑树。树长在墙里，而枝叶却伸到墙
外。我和小孙女高兴地看到，桑树的树枝并不高，不
需使用任何工具，只轻轻地一伸手，几片嫩绿的叶子
就能摘到。我们细心地摘着，一片一片地数着，有十
片了，她十分满意。有几个路人问我们，要桑叶干嘛
呢，是泡茶喝吗？我耐心地解释说，不是泡茶，是喂蚕
宝宝。他们好心地想帮我们，但被我婉言谢绝了。

几片青青的叶子，在白色的塑料袋里，十分好看，
在孙女的小手里上下飞舞。仿佛我们得到的不是桑
叶，而是美丽的蝴蝶。

回到家里，精心把桑叶放好，预备着明天一早去
幼儿园的时候带上。我幸福地回味着摘桑叶的过程，
忽然又想起了久违了的乡下生活，想到了桑树、桑杈，
想到了蚕茧等等，于是，几句诗便产生了：

桑葚去了，你还是那么快乐
嫩绿的叶尖
把那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装饰如画
我在打麦场里
挥舞桑叉的时候
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麦穗的箭镞
射落夕阳
如一枚桑叶
射落从远古而来的茧壳
将几行诗句随手写在手机屏幕上，自己认为满

意，就发在只有我们8个人的同学群里。并附言说：
“一首小诗，半辈子的生活。回味过去，珍惜眼前。”不
一会儿，同学“天行健”跟帖——“真能扯，把桑叶、桑
叉和蚕茧扯一块去了。活大半辈子才知道啥样的人
是诗人，就是能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扯到一起去。还
雅称什么跳跃思维、发散思维？”

这话看似贬低实际上是在褒扬。我想，他一定读
懂了诗句，并且也和我一样想起了曾经的农具——桑
叉。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吃上饱饭。那时候，我们在打麦场里翻场、垛麦
秸垛，挥舞桑叉，心情是多么愉快啊！尽管有时候累
得盔歪甲斜、汗流浃背，但心里是丰收的喜悦。一晃
几十年过去了，收割机开到了田间地头，桑叉的作用
也越来越小。尽管桑叉也和其他农具一样，躺在了民
俗博物馆里，但挥舞桑叉的记忆却挥之不去。

桑树、桑叶、桑葚、桑叉……都在我们的书本里、
话题里，关于它们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在5000多
年的华夏文明史中，桑树及其文化时刻与我们相伴，
演绎出许多故事。仅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
有关桑树、采桑、桑葚的诗就有20多篇（首）。秦汉以
后，特别是唐宋以来，对桑树的描写更是层出不穷，卷
帙浩繁，条条细流汇成了中国桑文化、桑制品的长
河。学生时代读《陌上桑》，谁不想遇到一位像罗敷一
样漂亮的采桑姑娘？如今，与桑树、桑叶相关的成语
如沧海桑田、桑中之约、收之桑榆等还富有生命力。
不但桑树全身是宝，就连桑叶的药用价值也值得大书
特书，更别说养蚕业、丝织业漫长的发展历程了……

桑叶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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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剑出鞘

小 说一
老裴看着那粗糙而有些坚硬的皮肤，胸

腔里狠狠地憋了一口气，于是那气力暗暗地
通向右手持着的尖刀，呲——一条直线从脖
颈到耻骨划去，白的肉红的肉就像农民犁地
一样翻开了。那腹部忽然现出一团东西，老
裴未加思索，很老练地用刀尖一挑，羊水从
撕裂的胎衣哗地流了出来，一窝粉嫩的猪娃
毫无生气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老裴老婆
快速掂过来那个萝头，双手捧住一窝猪娃，
小心地放在了里面。豫东乡村把粪萝头简称
为萝头，萝头既可拾粪，又可撮垃圾，还能
盛其他东西，是一件家家户户日常的劳动和
生活用具。

“啊——”老裴觉得头要炸开了，尖刀
落在了满是污血的地上，双手紧紧地箍住
头，径直向屋子里走去。老母猪用挤成一条
缝的双眼瞄了他一下，心里却有些纳闷，这
个老刽子手，今天怎么了？

老裴老婆顾不得收拾萝头里的死猪娃，
边走边用水裙擦着双手，嘴里不明不白地嘟
哝着：“老裴，咋了？你咋啦？”话音和人一
同赶到了屋里。

“手巾，快， lái （豫东方言，勒的意
思）住头，lái紧......”老裴果断地命令着。
用手巾 lái 住头的老裴感到整个头都麻木
了，麻木得整个人像飘浮在天上。“萝头，
拽下来，它砸我，拽住，拽——”

“这大白天发癔症。”老婆对老裴的胡喊
乱叫很不耐烦，“啥萝头，你歇着吧，萝头
在外边，我去收拾萝头里的死猪娃。”

老裴听到“死猪娃”这句话，觉得那只
萝头撞击的力量更大了。“哎吆，我哩娘
哎，萝头我哩亲爹哎，你行行好，别砸头，
别......”萝头没有理会老裴，依然发疯了一
样撞击着老裴的头。老裴被撞得奄奄一息，
蜷卧在床上像一窝死猪娃躺在萝头里。

老裴老婆悄悄走出屋，把死猪娃埋进满
是血水的粪坑。

二
第二天天不明，老裴老婆推着肉车子赶

集。这是她和老裴的分工，老裴下乡收猪、
屠宰，老裴老婆赶集卖肉。

老裴起得有些晚，迷迷糊糊地在院子里
转悠着，看到那个萝头，脑子里又像炸了一
般。“你个龟孙！”一脚把它踢到了粪坑里。
装过死猪娃的萝头进了粪坑，可老裴脑子里
的萝头就是出不来，而且是旋转着，又开始
撞击他的头。不能再 lái头了，再 lái，他觉
得脑子就要挤出来了。他存有很多坛子老
酒，自从他爹的元宝看病花完之后，老裴就
喜欢买酒存酒，喜欢自己独酌。他不想再跟
村里的爷们一起喝酒，唯恐再弄出裴家裴的
那一套来。爹就死在裴家裴的手里啊……咕
嘟嘟嘟，到了大半碗，手撕一块煮熟的猪
肝，不知轻重地喝了一大口，又不知轻重地
咬了一口猪肝，这才有些章法地独饮起来。
裴家裴，你不是有四个儿子吗？你四个儿子
能让你大碗喝酒吗？哼，四个儿子管×用？

他狠狠地骂了一句粗话。咕嘟嘟嘟，又是大
半碗，奶奶的，这酒就是好药，萝头不动
了，他脑子里竟然有些清醒。今个不下乡
了，萝头要是再砸我的头，收的猪要是跑
了，那我老裴就亏大发了。不下乡心里就搬
去了一块石头，难得喝酒的好心情。喝，我
要把这个萝头喝得没有踪影。喝老酒成了老
裴最大的渴望，那酒到了嘴里不辣不呛，老
裴感到舒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第二碗酒
就又见底了。一连干了五碗，那可恶的萝头
又出来了。这个狗日的萝头，我上辈子是谁
得罪你了？你个龟孙萝头专意来跟我作对！
他想再喝一碗，压一压狗日的萝头，忽然就
听到院子里有响动。

三
老裴老婆这次赶集卖肉又跟人家吵架

了。自从她生过三个孩子，自从她生的三个
孩子都没有见到成人，自从她生过三个孩子
以后就不能再生，她越发有些脾气了，总是
无端地跟买肉的吵架。今天早上头一炮买肉
的要买后臀尖，她硬是跟人家抬杠，说
láitīao （豫东一带称猪的排骨） 炖着好吃，
人家说我不炖着吃我要炒着吃，她说你说你
的炒着吃我说我的炖着吃，那人看着她有些
异样，便训斥了一句“废话”背着手离开
了。她恼啊，一赌气喊开了，减价了减价
了，买一斤送半斤，呼啦啦转眼间便把猪肉
卖光了。心里堵啊，肉车子刚在院子里停
下，便看到粪坑里滚着个萝头。不过啦不过
啦，好好的萝头扔到粪坑里……

老裴看到老婆又把萝头从粪坑里掂出
来，脑子嗡地一声炸啦。一个箭步冲上去，
奶奶的，你个龟孙萝头，顺势一脚踢到了墙
外，然后捂住头跑回到了屋里。

裴大娘刚好走到这里，萝头便滚到她的
脚下。那萝头常年被血和油浸染，荆条很是
柔软，虽然被老裴狠狠地踹了一脚，却是毫
发未损。裴大娘认识这萝头，就顺手捡起
来，开始她想给老裴家送去，后来却下意识
地回家了。裴大娘把萝头放在自家院子里，
端详了一会儿，不知怎的就想起了往事。裴
大娘的男人走得早，还没有来得及给老裴家
留下根苗就走了。她不敢改嫁，一个年轻媳
妇开始了难熬的孤寂，她从小向往的天伦之
乐已经冰封。可是总有化冰的时候，那个向
往便开始折磨她。她就跟着另一个裴大娘学
会了接生，这个没有生过孩子的裴大娘比那
个生过孩子的裴大娘接生更能接到人家心里
头，因为每次接生她都把生孩子的妇女当成
自己，每次都把接生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
子。她的名气超过了那一个裴大娘，三乡五

里去接生，日子过得很充实。她把接生的孩
子看成是世间最美好最善良的宝贝，一听到
婴儿的哭声，便觉得自己心里头涌出一股暖
流，裴大娘脸上每天都挂满了温和的阳光。
可是，她给屠宰户老裴老婆接生，却让自己
的心上乌云密布。在心里淡淡地叹了一声：
人啊，哎——她想当面说服老裴，一想到老
裴杀猪时那熟练的动作，心里便不由自主地
打了一连串的哆嗦。

四
大闺女十几岁，是家里的好帮手，早早

地起床带着二闺女到地里干活去了。小闺女
五六岁，还在睡懒觉。这时候是难得的清
静，裴大娘坐在院子里静静地想心事，看着
萝头想心事。一忽儿，那萝头竟飘忽起来，
在脑子里晃来晃去，晃得心里烦躁不安。

那是十几年前，她第一次给屠夫老裴老
婆接生。婴儿刚哭出声，老裴便冲进屋里，
一看是个闺女，脸上立马能拧下水来，顺手
掂起脚边的萝头，把用布包着的婴儿塞进
去，怒冲冲地走了。不好，这个老裴——裴
大娘看了一眼入睡的老裴老婆，顾不得洗
手，收拾起接生工具便追出屋外。

老裴拎着萝头往村南边上的惠济河走
去。他站在河堤上，看着滚滚流淌的河水，
愣愣地站住了。裴大娘听到老裴自言自语地
说，她再是闺女，也是俺的亲骨肉啊，说啥
也不能叫河水冲走，不能……

在村外乱坟岗子上，裴大娘抱起声音沙
哑的婴儿，亲了几口，便来到她接生的另一
家。这是我从外村拾的孩子，你奶水旺，吃
几口。裴大娘抱来的孩子就是俺家的孩子，
奶水管饱。婴儿吃饱了奶水，就冲裴大娘
笑。

老裴回到家，一脸惋惜地就对老婆说，
孩子生下来哭了一声就断气，真是见鬼了。
老婆抱歉地朝老裴咧一下嘴，想笑一笑安慰
老裴，脸相却比哭还难看。

过了两年，老裴老婆又要生产了。裴大
娘进屋的时候，老裴正在给他供的神灵烧香
磕头。裴大娘也烧烧香磕磕头吧。可我接生
从来不烧香磕头。这是我给你留的后臀尖，
磕吧。碍于面子，裴大娘点了三炷香，磕了
三个头。顺产，裴大娘很轻松。未等婴儿哭
出声来，老裴抢过来婴儿，一看，脸上立马
又能拧出水来。他顺手捡起一块布，把包住
的婴儿塞进萝头里。当他冲出屋门的时候，
婴儿扯起嗓子大哭了一声。裴大娘顾不得拿
老裴给她的后臀尖，便赶了出去。在村外乱
坟岗子上，裴大娘抱起声音沙哑的婴儿，亲
了几口，便又来到她接生的另一家。这是我

从外村拾的孩子，你奶水旺，吃几口。裴大
娘抱来的孩子就是俺家的孩子，奶水管饱。
婴儿吃饱了奶水，就冲裴大娘笑。

老裴回到家，仍然是一脸惋惜地对老婆
说，孩子生下来哭了一声又断气了，真是活
见鬼。老婆想对老裴抱歉地咧一下嘴，却没
有咧成，泪水就顺着眼角往外流。

又隔了五六年，老裴老婆才怀孕。老裴
是想让老婆空空肚子，转转运气。我就不
信，俺天天吃肉，就生不出四个儿子来。他
裴家裴穷得叮当响都能生出四个儿子，我
……老裴想着，忽然心里有一种惧怕的感
觉。又到临产。裴大娘看看脚边的萝头，就
想急于看到婴儿，然而婴儿总是不肯出来。
这个孩子是害怕老裴吗？裴大娘累得一头大
汗，身上没有了一点力气，找个妇女来帮帮
忙吧。找啥妇女嘞，自己的老婆，我帮忙。
三个人又是折腾了几番，婴儿似乎觉得躲不
过去，只好硬着头皮出来。老裴只是乜斜一
眼，就要包住塞进萝头里。脐带，脐带，裴
大娘嘟哝着剪断脐带，婴儿使劲地哭起来。
老裴老婆听到几声哭喊，脸上露出一丝微弱
的笑容，她感到浑身酸懒，便少气无力地睡
着了。

老裴走出院子的时候，咔喳喳几声雷
响，接着就是像河流一样的雨水冲了下来。
老裴老婆眼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听到了雷
声还是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在村外乱坟岗子
上，一丛荆棘的下面，经过酷暑浸泡的雨水
一滴接着一滴滴在婴儿的身上。婴儿觉得很
舒服，也很好奇，看着裴大娘不哭也不笑，
一脸的纳闷。雷声伴着雨声在杂草丛生的乱
坟岗上响个不停。裴大娘看着这个奇怪的孩
子，心里一阵酸楚，一股怒气冲向天空，老
天爷，你在那里瞎咋呼啥嘞？那个不通人性
的老裴，你咋咋不把他劈喽嘞？咔嚓嚓嚓，
一连串的雷声让裴大娘打了一连串的哆嗦。
裴大娘有些害怕起来，老天爷可别一时糊
涂，把我当成老裴呀。她急急地抱起孩子，
紧紧地搂在怀里，唯恐被这雷声夺走。也不
知道裴大娘哪里来的这么大劲，深一脚浅一
脚，侧侧歪歪，脚下滑了几次硬是没有撂
倒。

裴大娘到家换了身干净衣裳，流着泪亲
了几口老裴的三闺女，便来到她接生的另一
家。这是我从外村拾的孩子，你奶水旺，吃
几口。裴大娘抱来的孩子就是俺家的孩子，
奶水管饱。婴儿吃饱了奶水依然是不哭也不
笑，看着裴大娘，一脸的疑惑。

老裴坐在床头，看到老婆睁开眼四处踅
摸，嘿嘿笑了几声，又是见鬼了，孩子哭了五
六声就……难道……难道我老裴家就该……

别难受，咱再生。老裴老婆说罢，便犹
犹豫豫地眯住了双眼，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
没有睡着。

裴大娘不想再往下想了，走进厨房，磕
了三个鸡蛋，挖了一瓢白面。娘今天心里不
好受，给三个闺女做顿好吃的，鸡蛋面坨，
用香油摊。 （未完待续）

萝 头（连载之一）

□ 枣红马

天 下

诗 人

一
你是长在我心底的大树
我愿用十二个时辰的九

曲回肠,
恪守你的记忆
为你的靓丽挺拔梳妆打

扮
日月轮回，沧海桑田
历史的渡口走过了惊涛

骇浪的五千年
女娲娘娘修炼的彩石为

你撑起生命的呵护
夸父逐日的大脚为你丈

量追赶太阳的勇敢
黄河从青藏高原的山脉

起步
历尽艰辛
用滚滚洪流为你开垦扎

根的沃土
长江自唐古拉主峰开拔
一路欢歌
用波涛汹涌为你浇灌葱

郁的蓝天
四大发明,丝绸之路
是你告别洪荒走向泱泱

大国的底版
孔孟学说、儒家经典
让你的儿女从小就懂得

与人为善
二

1840
那个羞辱的纪年！
倾销鸦片、掠夺白银
一个个丧权的条约撕裂

了国家的尊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铁锤和镰刀汇成扭转乾

坤的誓言
一张白纸正好作画
两弹一星重工科研
自力更生冲破艰难
千斤水稻万亩良田
吃苦耐劳撰写丰收的礼

单
你的儿女富起来了
再不为温饱发愁
再不要领受白眼
看谁还敢取笑我们“没

有”
就让他瞅瞅我们衣食住

行那宏大的场面!
三

花繁叶茂健硕丰满
世界民族之林
有你的站班才好看!
你光荣的儿女
牢记核心价值
用中国梦托起时代的重担
民族复兴没有短板
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撑起大国担当的典范!
七十年风雨兼程
七十年山花烂漫
你是长在我心底的大树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

一样
我选择永恒的事业
我的事业就是爱护你的

枝叶和庭院

长在心底的大树
□ 田爱祯

直到车身一颤
他才想起回头，站台上
熙熙攘攘的人流
远处孤独的村庄
在眼眶里旋来旋去

她站在石板地面上
望着远去的列车
仿佛一尊凝固的雕像
黎明，她背起行囊

走向另一座站台

出站口，寒风刺骨
吹来一群久别的人
白发苍苍的老翁
等待远在天涯的孩子
一起回家过年

每天，在聚散之间相惜
挥手，在别离时刻

站 台
□ 刘全兴

那杯酒浇出了许多
往事

回忆徘徊在曾经的
风雨

无言的黑夜
唤醒你褪色的叹息
这一晚没有月光
爱情懒散地打着哈

欠
你感到某种情绪的

波动
茫然升起沉重的桅

杆
任凭一条河漫无目

的地流淌
于是你决定走向远

方
我不知道远方它在

哪里
其实这世界上每个

人都是远方
也许在穷途峭壁间
当生命枯竭出最后

的呐喊
你会蓦然回首
远方正从你的脚下

走向遥远
而希冀在不停地拍岸
让我等待
等待着在纷杂的投

影里
不安地发现你错升

的船帆
直到这条河从世界

的另一面
开始倒流……

等 待
□ 刘韶光

仿佛
在去年
雪花飘洒的季节
见到了你的身影

距今
一晃一年了
我还以为在昨天
今天
雪花又飘
想起了你

千万别误会
不是我忘了你
是这么长的岁月里
开了那么多的花

你说
只有雪花飘的季节
你才开放
我在飘雪的日子里
又想起了你

等你，蜡梅
□ 爱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