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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春天懂得你的心意
几天前的夜晚，聚饮的人们
忘形至足蹈手舞，酒瓶中
插了枝红玫瑰，酒杯倾斜
衣襟点染数朵酒渍
花生米溃散瓷盘，他们
所谓的私语，成为旁边的笑料
春天懂得那丝小情绪

凌晨的暗号，就是启程
背包已准备周全
打卡道具服装与饰物考究地搭配
自诩将成为风景上新的风景
或许还藏着份机智
关于造型，设计师的韵致
欲要倾倒河谷的花树

然而啊，我只有简单的心愿
跟随天涯梨花抵达你梦的春季

梨花，与故乡的窗花
春天最好的风光
梨树林下居所，旁有一笔
桃红斜出，屋前流水
光影如碧玉
锦绣飘逸的小桥，可以渡你
到花的深海处寻幽
饮几口主人亲手酿造的好酒吧
以梨花之名缔结同心
千万里来釆撷甜蜜幸福

美哉，梨花精神，集合北方
雪原与天上云霞的生机
洁白的花朵刹那唤醒严寒的河谷
胸膛涨满热烈的情感
爆炸成节日焰火，驴友呵
思念起久违的家园
泪眼中，仿佛窗花纷扬
妆饰广袤田野上生活的众生
母亲，和姊妹们的温度

带着故乡审美的趣味浪迹天下
踏新奇、魔幻之旅

也有从未曾忘记的根脉
犹如脐带气息

做那个耕耘的梦
塔角的铜铃，等待着
一朵花的邀约
当花瓣摇触到它的身上
就会在任何的时候悠扬地响起
声音将春天气息
告诉了远方的梦境

打开你紧闭的门窗吧
请让活泼明媚的色彩进来
把混沌的房舍
变成四野里花儿们派对的戏场
放几段欢乐的舞曲
朋友圈中，晒刷屏美图

凿空自己的心墙好吗
到那野花盛开的地方耕耘
播种、除草和施肥，动手挖掘
一口笑语喧哗的甜水井

绝美的风景在山路之外
桃花伫立西山的岩边
向我招手，李花也放声呼喊
食物的气息如烟
望见白云浮动下的花树
摇舞万千枝条
激情已把寂静的山岗点燃

此时，我关注一只瓷碗
色香味形，丰盛
火候，软糯，和木纹精致的桌面
阳光描画着盘中水果
霎那间的印象

恍觉几分天注定的精彩

传说本季的花仙们
盛妆结队而来，道路鲜艳
履溪畔约订，我的花
等待空气因一个人的抵达震颤
那孤绝的风景只在山路之外
她将为漫长的凝视绽开

石中的游鱼
琥珀色的鱼儿，凝视着
一个细微的池塘

清流，涟漪，草丛都不属于她
依恋塘边，只是怀想
曾经她的泳姿
教伙伴们向往过天外的长河大江
垂钓的人被诱惑了
哪里知道，没有谁与他游戏
鱼杆将腐朽在时间的手上

这位该是做梦也摇尾的幻想家
会没于某块地层之中
为石头吟唱春水的小调

胜利者的旌旗似花
摘枝梨花，衔在嘴里
妖娆就弥漫了身体与灵魂
这块土地之王呵
又将要收获一位忠实的臣民

跪拜礼，让花仙子
笑出万缕娇俏，欢跃的花汛
将他送上花海的波峰浪谷
究竟多大的胸襟，能容纳花的深情

胜利者的旌旗，似含露的花
席卷头脑、血脉与筋骨
为每一个关节插上美丽的路标
沿着春天的花信快乐行进

崖畔的花，从云中扬起手臂
来呀，走过曲折的路
翻越几座名不传世的山梁
那里有隐秘的隔绝红尘的风景

我把灵魂藏在花蕊中
我把灵魂藏在花蕊中
你们走过后，我好做梦

这里将是我的世界
跃上花海的浪头，驭树为舟
你看这花土地
每朵花都有心脏的跳动
轻轻贴近她，听得见远古巫歌
躺卧于岚雾般树下
必有吾师居枝头之高
殷勤教导我山野河流兽族飞鸟昆虫
和草木自由的妙谛
等待山口风来，万顷花开
翻涌起柔情潮流
好像知音抚慰着我沉重的眼睛
星辰灿烂，牵一枝温暖
皈依了宁静与平和

我把灵魂住在花蕊中
你们走过时，我好做梦

到旷野上去
瞧，那树梨花飞扬出
一团星云
在广大的山岭间闪烁星光

春天波动的涟漪
向温暖如烟的土地致敬

浓酽的情感
皆应该献给慈爱伟大的山河
朋友，我们的生命
勿忘记自然界赐予的丰厚礼物
到旷野上去收获甜美果实

当你与唯美的、童话的
精灵之境遭遇
请告诉你修得的觉悟，从此
你将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我对春天满怀感激
从不同的阳光里
走过，一个路人会叹息
犹如与神对话
夯土的农舍和精湛的寺庙
都弥漫神性的光辉

有束太阳下的花
经历千百次春光的折射
到我的心底
烙出一枝箭的痕迹
总是在我疼痛的时候显影

我对春天满怀感激
因为，那花朵如此绚丽

（作者简介：屿夫，本名刘小
平，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重庆市作
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花的形而
上或形而下》、《屿夫诗选》和《诗
歌的练习簿》等，曾获璧山高新区
杯第二届重庆晚报文学奖。）

春天万物复苏，却让人心生怀
念。“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
是杜甫在《春夜喜雨》的怀念。

“这南方初春的田野，大块小
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浓，有
的淡，树上的绿芽也密了，田野里
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这使
人想起一样东西——生命。”这是
我怀念和敬仰的一位作家也是一
位大学老师，莫怀戚。

读书的时候，我就已经熟悉他
的文字。那时的网络并不发达，没
有QQ，微信，连手机也少有。纸
媒在那个时候弥足珍贵，而我在
《重庆晚报》上见得最多的就是莫
老的文字，每次我都能在纸墨馨香
中与他安静相遇，虽然不曾谋面，
却见字如面。

我感慨于《散步》中亲情的温
暖，在细腻的文字中感知男人宽大
而厚实的肩膀，在字里行间中体会
朴实而真诚的爱。

我感慨于《家园落日》里那落
日比朝阳更富爱心。“说不清楚这
是因为什么，当然也可能是眼睁
睁看它又带走一份岁月，英雄迟
暮的惺惺惜惺惺，想到死的同时
想到了爱。”

我感慨于《经典关系》是一道
“重庆大餐”“诸多的人在组成的关
系网中缠啊，绕啊，他们的关系不
是仅止于情爱，还有报恩。”

莫老曾说：“视写作为生活的

一部分，写作必得使其愉快，否则
不写。胸无大志，重视世俗生活中
的乐趣，所以虽有心走红，却无心
较劲，尽力而后听其自然。”

是的，胸无大志，尽力而后听
其自然。

我的脑海里总勾勒出莫老的
背影，他头发稀疏却是卷卷的，他
骑着自行车，挎着淡黄色帆布包，
一路笑盈盈去给学生们上课，也是
在一个明媚的春日下午，学生们被
窗外的春光吸引，他干脆放下书
本，大手一挥：“大家去沙坪公园晒
太阳吧……”

如今，莫老留给我的记忆是落
日后的熔金。

“这个迟暮的老农，他随心所
欲的自在旷达让我羞愧，我突然想
到就人生而言，迟暮只是一瞬，长
的只是对迟暮的羞愧而已。”

死亡也只是一瞬，活着不易，
无需忧虑。

莫老的文字总能让人找到内
心的安稳与笃定。

人生总有离别，文字却让我们
不期而遇。

如同“人在家园里看落日，万
种感觉也许变幻不定，但有种感觉
生死如一，那才是我的太阳啊！”

莫老并没有走远，他只是换了
个地方散步。

（作者系重庆市九龙坡区作协
会员）

大竹
果然好大的竹！
浑圆的臂膀，粗壮中却无比修

长，一条接着一条，扶携着，呼应着，
以立体的态势劲鼓鼓地向天空伸去，
发表群体的、绿色的宣言。

结实得无可挑剔了，一柱柱、一
筒筒地立着，大着，圆着，长着，连各
自的竹节们也被长长地拉开距离，
一节一节地奋勇向上。

我此时驻足的五峰山国家森林
公园里的这一片竹林，全是楠竹。楠
竹难哪，每一根的确很难量出它的身
高体重，只是觉得它大，那种粗壮挺
拔，那种夺人气势，那种高风亮节，那
种超凡脱俗。

大竹的大不同于大石、大铁之
类的大，它是在挖空心思、间架结
构、承接延续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
一种大气，比那些满实满载、鼓鼓囊
囊、没一点回旋余地的笨头笨脑的
大，看起来实在是精干得多，空灵得
多，洒脱得多。

竹们所有的指向都是天穹。我
想那圆拱形的支撑形的天穹是怎样
构建起来的呢？想必其主要材料应
该离不了如此大竹。至少大自然中
的茫茫林海是应该少不了这儿的几
篷大竹的吧？

如此看来，给我几根空心的、富
有弹性韧性的大竹，巧借神力与内功，
兴许我能弹拨起这个小小地球……

俯瞰竹海
我这是第一次俯瞰竹海。
一千朵、一万朵绿云从眼帘

下方冒出来了，冒出来了，那么匀
净，那么轻盈，使人真想弯下腰
来，伸出手去抚摸它。

一千眼、一万眼泉水升腾起
来了，升腾起来了，一般般高，一
般般大，一般般灿烂，一般般鲜
活，真正是探手可掬啊……

云的海，泉的海，厚厚实实、
平平展展地在我眼下一轮一轮、
一波一波地铺展开，向远处延
伸。我知道这绿海竟是由底下的
千竿万枝合力拱顶起来的呀。那
看似身单力薄、空虚柔弱的竹子，
一旦抓住机遇形成合力的时候，
该托举出怎样的云的海洋，泉的
海洋？

我终于明白人们为什么将群
竹比喻为海了。往时深入竹林，
只知竹海在上方，缥缈虚幻不知
处；今日俯瞰竹海，那无垠的诗情
画意、无尽的慨叹与联想便全在
胸怀之中了。

都争着登高望远，有时候眼
光向下，反倒豁然开朗。人生如
海，我亦如身在低处朝上拱顶的
竹，啥时候捅破那层纸，脱颖而出
定格成俯瞰？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三
峡都市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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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行迹（组诗）
屿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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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乡二题
向求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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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里怀念莫怀戚
张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