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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她对霜降最敏感
她知道“豺乃祭兽，草木黄落，蛰虫

咸俯”
三候将渐次发生，秋天到此为止
她要暂时关上木栅栏，让丰收的果

园学会告别
告别时，静默是最好的礼物
有人在木栅栏旁，反复练习肃立

她放心不下的还是那些柠檬
那些由青转黄的柠檬
那些“一生拒绝转化为糖”的柠檬
只有她知道，“尚有一种酸死人迷死

人的滋味
叫寂寞”
她要赶在大地初霜之前，为那些心

有不甘的黄
加盖一层亮闪闪的光，一地明晃晃

的热能量

霜降之后，活着的人最喜欢
吃柿子，赏菊，进大补
而她，终将化为世界的雪
看我们变得白白胖胖了

雪才落下来，落在草尖，落在泪眼里
把自私的石头捂成纯洁的人样

注：所引诗句出自傅天琳老师代
表作《柠檬黄了》。

（作者系沙坪坝区作协主席）

霜降之日，她走了
一个人悄悄走的
一个人
用手拂去所有的霜
所有的寒冷，疾病，疼痛
为我们把阳光留下

一粒粒阳光呵
洒在阴雨后的城市
像她的笑容
明亮、温暖而善良

像她的诗句
通体散发着爱的余温

满山果树都在哭泣
风也在哭泣
文字也在哭泣
那些草绿、橙黄、桔红的文字
是她留给人间的香气
清新而恒久，带着微微的疼

她的手抚摸过那些果树

那些果树有福了
她的笑意照亮往事
往事就是一首首诗了
哪怕泪落成霜
也有一粒粒阳光洒满路途

每一棵哭泣的果树呵
从此，你们都要记得这个日子
有一个深爱你们的人
踏着霜来过
又种下阳光走了

静静地走了，微笑着走了

从此，你们都要读她的诗
成为那些晶莹的文字
像她那样
优雅而善良地照亮尘世
留下满山满野的芬芳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
委宣传部）

满山果树
都在哭泣
——献给傅天琳老师

简云斌

大姐，霜降了，金菊开了

大姐，柠檬黄了
果园里的那枚金色的柠檬叶
掉了

轻轻地，静静地
掉落在一朵秋菊上

“请鼓励它，给它光线，给它手”
把她的肉身，以金秋的方式

安放在花蕊里

大姐，我在禅定中
看到您圣洁的灵魂
正“以祈愿的姿态一步步接近

天堂”

一束高贵的光
沿着叶脉靠近树枝，走向
最小的根系
正怯怯地等待泥土的接纳

大姐，我在读您的诗
“像干净的雨水
把一切喧嚣挡在门外”

您的诗有闪电、有风暴
有苦涩的大海
更多的是思想的燃烧
灵魂的翼
在果园的树枝上
挂果

正如蒋登科教授评价您
“眼光向下、感觉向内、精神向上”

大姐，果园再次为您
开启了芳香的城门
感谢神
在您的胸前佩戴上粉红的

微笑
佩戴上新的风暴
（作者系潼南区作协主席）

柠檬黄了
叶子落了
——悼慈爱的天琳大姐

蒋芸徽

我的左眼
顿时涌出
长江水
——怀念诗人傅天琳

秦勇

让我回到三岁吧
迸开嗓子，哇地一声哭出声来

我的左眼涌出长江水
右眼顿时涌出嘉陵江水，相汇
泪流满面

这个秋夜霜降，很凉
我也反复咀嚼这月光和忧伤

一个果园诗人走了
她背着满满一筐柠檬独自

走了

像枝尖一朵柠檬花
从白里渗红的春天枝头落地
芬芳无声

像朝天门前的一叶扁舟
载着爱和柠檬穿过长江三峡
流向大海

像缙云山光芒四射的一朵云
巴山夜雨中的西窗烛

照亮银河系

我在搜索
和她在大礼堂的一张合影

找到那张照片时
她好像就在14亿人群里笑着
从没走远，也没离去

写诗何其不易
还要看看这人来人去的深渊
由青转黄

明天，若有人问诗歌的味道
我就叫她去网上下单《柠檬

叶子》

长长的句子，有淡淡的酸
短的句子，是淡淡的甜

酸与甜不逢迎，不卑鄙，不
怨天

正如一位叫天琳诗人的诗
（作者系忠县作协主席）

天热起来的时候，心莫名烦躁，就又想
着往贵州的山里走，山里面有一个好去处，
息烽青山苗乡绿化村。这几年的大热天，
我就在村里的后寨和中寨待着避暑。喜欢
这里的理由很多，扳着手指头就能数出一
二三。

凉快是首选，这里海拔1200多米的高
度，早晚仅有20度左右的气温，不用空调
不用电扇，盖着薄毯安然入梦，一觉睡到自
然醒。起得床来，神清气爽，薄雾中的山
村，在鸡鸣鸟叫声里，开启时间新的轮回。
对住在城里空调房里的人来说，是享受不
到这份纯天然馈赠的。

空气好也是可以说说的，方圆十数里，
无工业企业，没污染，确保了好的空气质量。
其实，这空气质量究竟有多好，对常人来说，
也是说不出子曰来的，就是一个感觉。比城
里空气好，闻起来舒服，可对于我们同行的一

个朋友来说，就不单是感觉了，那是空气疗养
和享受。他有慢性鼻炎，不时需要点滴药物
抑制鼻炎的发生，可他到了这里，鼻孔通畅，
声音洪亮，那叫一个爽，人前人后都说着那里
的好。

水更是可以说的，我们随村里老支书
去参观过村里的供水系统，水是从村背后
大山老龙洞里引导出来的，在一个遮光的
水池里储着，通过管道连通村里每一户人
家。打开水阀，亮晶晶的水才见了天日。
老支书骄傲地说，我们这水，曾被一家大型
旅游开发集团送去检验过，富含多种对人
有益的元素。这水究竟含多少元素，我们
没看到质检报告，是不知道的，但我们一起
去的一个讲究喝茶的朋友说，这水是真的
好。泡出来的茶好喝，烧过水的水壶连水
垢都没有，这在城里是不可能的。有这一
说，再喝起水来，就感觉不一样了，好喝。
这里还有一个大家都喜欢的理由，除了我
们一行人外，没有其他的避暑人群，少了城
里人烦躁的拥挤和碰撞，清清静静，悠悠然
然，恍若世外桃源。

这么好的避暑之地，令我们流连忘返。
喜欢早晨在山村里走步。我理解的走

步，是一种比散步快一点的节奏，散步是懒
散的走，走步是有节奏的锻炼。呼吸着带
露的空气，行走在寨子的小道上，看着朝阳
慢慢爬上山岗，将最初的一抹金色铺洒在

山村田野。照耀出一片丰收景象，稻田里稻
穗饱满，包谷地里的包谷饱满得快要撑破包裹
着它的外罩。黄豆已是收获季节，一片金黄连
着一片金黄。阳光带走空气中薄雾的气息，将
丰收的味道送入心扉。在寨子的广场边上，这
个时点总能看见几个外出打散工的村民在等
候接他们的车，早出晚归，就近打打零工，是这
里村民农闲时的一种状态。

趁着凉爽，换上太极服，就奔广场荫凉
处打太极拳去了。原以为慢悠悠地舞动手
脚的太极拳是最轻松最好学的一种运动，
结果一头扎进去，二年时间也仅仅只学会
了一点皮毛。不敢吹牛，更不敢示人，躲在
家里跟着视频比划。好在我不想放弃，知
难而努力，庆幸自己尚有恒心和毅力，奔着
太极拳的一招一式，迎难而上，一天几十分
钟的练习，不敢怠慢。老有所学，既是锻
炼，亦是寄托。

有雨的日子，沏一壶茶，搬一把靠背椅
子依窗而坐。看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听
雨点拍打着包谷叶面儿的声响，就是雨打芭
蕉的感觉，有情有景。在家时精心整理打印
好的《重庆晚报·夜雨副刊》《人民日报海外
版·旅游天地》 《华西都市报·行游专刊》的
文章，全是今年上半年的好文章。送去打印
店装订成册，像杂志一样精美，爱不释手。
翻开读着，雨声里，文字世界中融进着我的
思绪。

常在离我住房二三十米的一个地方久
久地伫立，那里有一栋多年失修的老房子，房
前有一石碑，刻着四个醒目的大字：朱德旧
居。就这样伫立着，看天上风云涌动，就想到
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息烽时，朱德总司令
就曾在这里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突破敌
人的围追堵截，继续挥师长征！一代伟人住
过的旧居，令人敬仰。我寻着伟人旧居门前
的小路，往对面小山包走，那里是朱德总司令
当年指挥作战的指挥所，我庆幸呵，这条小路
上有红军的足迹，有伟人的足迹。我虽渺小，
但我仍在踏着前辈的足迹前行。

苗乡的夜晚令人陶醉。晚饭后，天还
没有黑尽，男女老少就走出家门，脚跟脚
地来到广场聚会，像赶场一样热闹。有事
无事都去广场坐坐，成为一种生活状态。
广场东西两侧的石条凳上坐满了吹牛聊
天的村民，老爷子们吧嗒着纸烟闲说陈年
旧事，壮汉们交流着山里山外的活路。婆
姨们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的话题，媳妇姑娘
们随着音乐节奏跳起广场舞，广场中间的
篮球场上，一群大小伙子跳跃着正在释放
青春的活力。最为活跃的是一大群苗家
小朋友，不知疲倦地在广场上跑动着，呼
喊着，好似在宣示着他们是苗乡的未来。
夜色中的苗乡，欢乐的广场，一片盛世祥
和景象。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霜降日 一辈子掏心掏肺
掏血掏泪，谁曾想
她最终掏出了自己的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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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敬爱的傅天琳会长
结束了她深爱着的星球的旅行

下一站是月亮，单程
她得去拜会李白杜甫

并与艾青作荣抒雁重逢

一个永远不施粉黛
却柠檬般装满鸟语花香的亲人
将带走无数诗歌的依恋

这一天是霜降
很多被她的文字亲吻过的地方
气温骤降，用鹅毛大雪为她出殡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

生/ 活/ 随/ 笔

山里的日子

心/ 香/ 一/ 瓣

缅怀“果园诗人”傅天琳刘清泉

罗光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