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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誓言无声
（外一首）

你说，你种了一株曼珠沙华
在三途河边
七月初七
我们可以迢迢相见

但是，暗夜
如蒙着你的那块黑纱
一层又一层
死死地
把我们撑开

我伸出我的手
想在黑暗中抓住你
紧紧地，嵌在我柔弱的身体里
加一碗水，撒一把泥

天河两端，哭泣
我的泪水，湿了你的眼眸
又一滴一滴
化作无刃之剑
直戳我心窝

还记得那个七夕
月色清辉。靠在你的肩头
你说，瞧，月儿也来祝福我们了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但是，我们说好的幸福呢
所有，像弯月
从一个窗格移向另一个窗格

那片飘过你头顶的叶子
正落在我的跟前
我看到了
你种的那株曼珠沙华
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
但是，开启轮回天书
那是七夕的誓言
无声

缘起
遇见你
栀子花的香气
正凝固在那个虚无的
房间

在四月
山上浅紫的野花
缭绕出鲜活的音符
如夜莺，在欢乐歌唱

七月十七，那个开花的早晨
我们在那条隐匿的星河
在低空，此起彼伏
飞行

你不舍
放开牵着我的手
过马路
你总是挡在车行的方向

你说
你不是很爱我
你，把我深埋在怀里
低下头
你说，你最爱我

还记得
那个叫“缘起”的小店
绿到滴出水来的
莼菜，种在我们心上

在那个虚无的房间
菩提树下，遇见
从此，我最爱的就是这两个字
缘起

（作者系重庆市作
家协会会员）

初秋的天，冰冷的夜/回忆慢慢袭来/
真心的爱就像落叶/为何却要分开/灰色的
天独自彷徨/城市的老地方/真的孤单走过
忧伤/心碎还要逞强/想为你披件外衣/天
凉要爱惜自己/没有人比我更疼你/告诉你
在每个想你的夜里/我哭的好无力……

秋天难道真的不回来了吗？听着
这首《秋天不回来》的歌曲，我的心情一
下跌入谷底，季节也有轮回的日子，牛
郎织女也有相见的七夕，难道我们就再
也没有相拥的那一天了？

你来到我身边的时候，已是一个23
岁的小伙子。

那时，你是一位军人，一个年轻的
军官。你身材高大、魁梧，眉宇间透露
出一股刚强的气质。你18岁入伍参军，
曾到过陕西、甘肃、河北、宁夏等地，列
队，射击，冲锋……那是一首永不褪色
的军人之歌！

正因为有了爱，四季才变得美丽，
哪怕是秋天里落下的最后一片残叶。
你说：“那是秋的无私奉献，她也知道落
叶后冬的长眠，也懂得如何给予别人，
哪怕留给自己的只是一片寂寞和悲
凉。”每当这个时候，莫名的忧伤就会爬
上我的全身，缠绵在我的左右，你那含

情脉脉的眼神就会再
现我的眼前。

有人说，只要来
过，终究不会淡漠，曾经的拥有始终也
不会忽略。我想，属于我们的那种美
丽，也会温软绵延、馨香久远！

多少个美丽的黄昏，我总是孤独地
站在窗前，眺望着你上班的地方，多么
的希望你穿着警服回到家里。每当看
着警车从我身边驶过，看着曾经和你一
起工作过的战友，我就会热血沸腾，因
为你曾是一名警察！在世时，你以工作
为重、以单位为家，时刻牢记着你肩上
的责任：“金色盾牌，热血铸就”，那是一
曲生命的挽歌。

虽然你只活了43个春秋，你在我们
最喜欢的金秋十月，也在你生命最旺
盛、最成熟的时候走了。就像秋天的树
上，落下最后一片枯黄的叶子。但我知
道，你留给我的永远都是一片阳光和翠
绿，也给我的世界里涂上了各种各样的
颜色：金黄、橙黄、菊黄、浅黄、枯黄……

看着那片片落叶在空中跳起生命
里最后的一支孤舞，亲爱的，那可是你？

看着那层层稻谷在风中轻轻地颤
动，炫耀着它的金黄，亲爱的，那可是

你？
看着那朵朵秋菊在万物

萧条之际，悲泣地绽放出妩媚
的花蕊，亲爱的，那可是你？

是怀念让我变得如此的
痴迷？还是永远不肯放手那心中

的执着？我知道，是你独一无二的灵魂
和气息，使我一如既往地想抓住那些片
刻。

每当深夜，那些片刻就会撞进我的
梦乡，重回我的梦里。夕阳里，我们漫
步于宁夏青铜峡军营、漫步于黄河东干
渠边，水面上无数的金线编织着我们的
梦想，我们一起做诗、填词，一起谈论文
学；夜深人静时，我们躺在窗前的小床
上，浪漫地数着天上的星星，痴迷地寻
找着牛郎和织女的星座。你叫我织女，
我叫你牛郎，那是怎样的浪漫良辰啊！
如今，牛郎和织女再也没有相见的那一
天了。从此，我便流连于我们一起营建
的家园里，默默地寻找着你留下的足迹
和身上的味道！

亲爱的，你走了14年啦！你知道今天
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七夕，我好想你啊！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
泪/我还一直静静守候在/相约的地点/
求求老天淋湿我的双眼/冰冻我的心/让
我不再苦苦奢求你还/回来我身边……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记得多年以前，有个男生打电话跟
我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吧。”我看看外面
黑漆漆的夜，超级没好气道：“这么晚了，
散什么步。”“我们可以看看月亮啊。”

我当然没有跟他一起去看月亮，因
为当时觉得这是一件十分荒谬的事情，
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对此人无感。然而
在以后的人生中，竟再没有人邀请过我
一起看月亮，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
想来看月亮这么简单的事情，也是需要
天时地利人和的。

据说月光下的男女更容易对彼此产
生好感，因为月光会使普通平凡的人或
事物看上去更美。所以如果你在月光下
爱上一个人，千万不要相信，一定要在阳
光下再好好考虑看看。

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被誉为“国民大
作家”的夏目漱石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案
例，他在课堂上问他的学生如何翻译英
文“I love you”，有人说是“我爱
你”，这样直白而标准的翻译固然没有
错，但是并没有得到他的赏识。夏目漱
石把这句话翻译成“今晚月色真美”。以
至于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是最动
听的情话了。月亮，总是被人们寄予了
很深的情感。在中国，文人墨客借月表
达相思之意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欧阳
修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苏轼的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的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月亮是美的，可是它太高太远，遥不
可及。情话也是美的，这世上你听过最
动人的情话是什么？

想吃什么——L是个吃货，平时没
心没肺的样子，她丈夫看上去也是憨憨
的，两个人在一起，一幅岁月静好的画
面。“想吃什么”是她听到过最动听的情
话，因经常听到，她提起时言语中竟是掩

饰不住的小幸福。
注意安全——M是一个对感情、对

另一半期望值很高的人。越是渴望得到
很多爱越是缺乏安全感吧，“注意安全”
之于她是最实在的。

我很想你。
多穿点。
我等你。
晚安。
……
这世上的语言如此丰富，可是偏偏

情话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几句。直白露骨
的不过是“我爱你”、“我想你”；简单粗暴
的也许是“买买买”、“随便花”；温情脉脉
的有“多喝开水”、“小心着凉”、“注意安
全”；含蓄低调的如“你在干嘛”；花痴型
的是“你真好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情话这门艺
术其实是很匮乏的。想把情话说得动
人，这对语言表达能力有相当高的要
求。要有一点亲切，有一点温暖，更要有
一点特别。无论男女，无关年龄，特别的
总是更令人动心。像“林深时见鹿，海蓝
时见鲸，梦醒时见你”这种话，美则美矣，
但真要说出口，恐怕又显得太矫情了。

虽然要把情话说成一门通俗艺术，
实属不易，但我认为比语言表达更为重要
的，是究竟还有没有讨好取悦对方的心
思。也许两个人相识之初还能有些蜜语
甜言，可是日子久了，竟只剩下柴米油盐
的现实生活。情话？谁还有那份闲情。

做了个新发型，没听到夸赞也就罢
了，偏偏还说：“你这弄得跟大妈似的。”

好不容易想逛个街，问愿不愿意一
起去，却被调笑反问：“你觉得我跟一已
婚妇女逛街，能愿意吗？”

做错了事情，心里本来就难过，不能
安慰也就罢了，听到的却是：“简直笨得

跟猪一样。”
生活中哪里还指望听到动听的情

话，光剩下各种挤兑了。听过一个成都
人讲的笑话：据说一男一女走在街上，相
同的场景可以凭借不同的反应推测出二
人的关系。如果女的穿高跟鞋崴了脚，
男的立马表现出关怀心疼之色，蹲下来
检查甚至替女的揉脚的话，这两人一定
是情人；如果男的张口就骂“你个瓜婆
娘，喊你逛街莫穿高跟你偏要穿，这下活
该”，这两人一定是夫妻。实在搞不明白
为什么大多数人对最亲近的人不仅不能
好好说话，反而要口出恶言，好像讨好取
悦这种事是在做无用功一样。

科学家说，热恋中的人，他们的大脑
会分泌大量多巴胺，而多巴胺最多只能
维持一千天。所以爱情的持续，最多也
就不到三年的时间罢。剩下长长的一生
里，我们要逐渐适应那些没有花前月下
蜜语甜言的平淡生活，甚至是恶语相向。

有人好吃，那是“吃美”，那是“颜
控”。可是我，还是奢望着，在某些特别的
或者不经意的日子，偶尔能听到好听的
话。被狐狸赞美过的乌鸦，也会心甘情愿
地把到嘴的肉和它一起分享。毕竟，除了
味觉与视觉，女人还是听觉动物。

余生还长，一蔬一饭中何不加点糖，
好让我们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彼此喜欢。

（作者单位：北碚区政协）

诗/ 绪/ 纷/ 飞

疏影

田金梅

一架琴支在时光中
期待一声本来的美好音色
环绕生命里最初的感动

天空洒下明净的星光
轻抚琴弦
玫瑰的芳香，盈满指间

暮色在旋律中打开
抚琴的人，一袭素颜

当夜色越来越明亮
每一层光都给出留白
那不被知悉的细节
形成一扇敞向无限的门

思念在每一个音符里奔流
时间毫无差误
在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寻找一字，一句
准确的语言
听琴的人，静守一片月光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七夕·琴音

生/ 活/ 随/ 笔

有情话还是好的
殷艳妮

心/ 香/ 一/ 瓣 秋天不回来
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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