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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人生，，还应有诗和远方还应有诗和远方
□ 郑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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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鸟
□ 戴凌云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平常也是平常也是一种精彩一种精彩
□ 万雪萍

偶尔也会藏起远方
□ 叶 耳

写诗可以放飞想象，把工作和生
活中许多不好表达的思想融入在诗歌
之中，诗歌不知不觉成为我悠闲生活
的一部分。在隐退索居、束阁庋藏的
悠闲时间里，无论经历汉风唐韵，无论
在秦楼楚馆，有诗歌打发，寄情于诗，
把喜悦与哀愁、欲望与失望、顿悟与困
惑、欢欣与痛苦、展望与回望、幸福
与平庸的思绪融入于诗性之中，也是
人生一大乐事，乐而忘忧，乐而忘我，
不知老之将至矣。

30多年来，我努力在工作上想做
出成绩，达标夺冠，确实，也获得了许
许多多的奖项，但到最后，一切都如飘
渺的云彩，如梦似幻，留下来的全是记
忆，没能证明自己有多大能耐。正如
杨绛先生所说的：“到最后才知道，世
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内心
沉淀的是生命中最精彩的音符，无论
温馨，无论沧桑，坚守的都是命中注定
的那份执着和真诚。写诗多年了，记
录了我用自己不同的眼光对世界的一

些肤浅的观感，字里行间既熔铸了炙
热或冷薄的情感，也体现了一些冷峻
别样与众不同的思考。有诗陪伴，可
以忘记忧愁、烦恼，缓解心中钝郁，随
心所欲地寄情于诗歌当中，把那些稍
纵即逝昙花一现的瞬间感受记录下
来，当作永远的记忆，留给后人思考和
寻索。多年来，我努力探循心的光明，
努力澄明内心的世界，不至于背负太
重的枷锁和镣铐前行，正如罗曼·罗兰
所说的：“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
有心的光明。心里有光，才能使自己
的作品放出光辉，照亮大众在黑暗中
前行的路。”

写诗并不是刻意所为，随心而作，
不求发表示人，不求功利，不求别人赞
美或针砭，这样的诗歌最能反映我的
心迹情印。诗歌可短或长，意气风发，
豪情万丈，志高气昂，踌躇满志，感慨
良多，便可写长些、多些；瞬间兴起，瞬
间即逝，心累气短，即可写短些、少
些。不要强求自己，不要强求每首诗

都能鎏光溢彩、流芳百世，成为经典，
也不强求每首诗都能朗朗上口、童叟
可览。每日孜孜矻矻，每有佳构妙思，
拈笔抻纸，不管绵糯醇厚高尚或粗糙
错漏卑俗，记录下来，或许还有佶屈聱
牙之嫌，悠然之中，写着诗，享受着人
生，抛开世间许多杂念。人生，不过一
杯茶、一杯酒，或一支烟，浅满也好，馨
香如腾云也罢，浓也好，淡也罢，味道
自知。暖也好，冷也罢，睥睨相视一
笑，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那种阅尽人
间冷暖的豁达，尽在字里行间每个跳
跃鲜活律动有生命的文字中。

不知不觉，经过岁月的风吹雨打
和无数世事的浸淫、蹂躏，把我的棱
角磨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体已疲，
面已皱，腰已弯，鬓已衰，眼已花，
渐近耄耋之年，饱谙世味，毁誉皆忘，
不再是愤世疾俗的青年，不再与人斤
斤计较睚眦相报锱铢必较，不再事事
与人争长短，你看得起我，可以坐在
一起饮杯茶聊聊天谈谈世界风云变

幻，你看不起我，可以远远躲避视而
不见如同陌路。清夜扪心，俯仰无
愧。多年来，我消极避世，悠悠万事，
唯此唯大，独来独往，不必成天为那
些俗世纷争、蝇头小利劳神费力，一
个人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希望自己能
站在生死之界上俯瞰生命全景、繁华
荒凉、人间冷暖和浮世万象。每个人
的活法都不同。人生有各种各样的
方式，我希望我的人生，我所走过的
路，回头有一路难忘令人回味无穷的
故事，低头能看到一个个清晰的脚
印，抬头有令人神往的远方。在夜阑
人静时静思默想，人生是多么不容
易，旋生旋灭，人活着也是多么不容
易，要读书、要工作、要有爱情，人生
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应有诗和远
方。我希望我写的诗，能穿越远山近
壑、小河大川，久久回荡在浩渺苍翠
的群山荒岭苍茫大地沃野之中……

我爱诗歌，诗歌将伴随我走完生
命最后一刻。

记忆——香洲毛纺厂（油画） 王子晋 作品

平常之所以叫这名，全拜他老爸
老妈所赐。他爸姓平，而他妈被拴上
节育环还受孕，他披荆斩棘最终安全
着陆。大人只希望他发育正常，别有
什么缺陷，所以给他冠名“平常”。

平常不负“人如其名”这个成语，
长得跟“国泰民安”相差甚远。脸窄成
刀条，身板竹竿瘦，衣服裤子穿得晃晃
荡荡。说话那个慢那个细，听他说话
真费劲。

平常虽然其貌不扬，但他有一
个叫平登云的哥和一个叫平青云的
妹。哥一出生就得到了父母全部的
爱，而妹幼小精灵，一出生就“自带
光环”备受宠爱。平常没有出生顺
序的优势，就自然没尝到被捧在手
心里的那种感觉。但全家绝没想
到，若干年后，哥聪明又咋样，还不
是在私企打工；妹漂亮又咋样，还不
是在站超市，而畏畏缩缩的平常却
混得风生水起。

平常在学校读书，成绩一般般，就
是默默无闻路人甲，还曾被学校“社会
哥”磕过几次脑壳，被骂几句“瞧你那
德行！”

有一次，他被高年级的同学拦住
要钱。平常说没钱，就被同学打出了
鼻血，躲在角落里一边擦鼻血一边
哭。正好有一个坐在他后排的叫明亮

的同学路过，看到平常可怜巴巴的样
子，知道他又被欺负了，顿时怒从心头
起：“欺负到我同学头上了，明天我去会
会他！”第二天，练过跆拳道的明亮，成
功地替平常报了仇，把那人打得直说，
不敢，不敢了。从此平常紧随明亮左
右，形影不离。

30年后，当同学们看到意气风发
的平常出现在他们面前时，诧异得合
不上嘴。过去蔫里吧唧的他，现在居
然成了气宇轩昂的500强国企高层管
理人员。

平常最初的职业生涯是微不足道
的：读一般的大学；在一般的企业，骑
自行车上班；当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拿
微薄的工资；一年三节分点鱼肉；结婚
住筒子楼。

在平常工作10年左右，鸿鹄之志
和自命不凡的同事，纷纷下海当弄潮
儿，而他却仍然如磐石一样，哪里都不
去。老婆曾经在他耳边嘀嘀咕咕过，
但他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和理性
认识：自己资历平平，没胆没量，又结
婚生子了，还拼命去学习进修，太费
劲。而这份理性的自我评价，日后却
变成他平步青云的资本。

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打开
另一扇门。

小时候的平常不知道什么是存在

感，但随着企业改制，他时来运转
了。平常工作一贯脚踏实地，大浪淘
沙不挪窝。性格与世无争，忠诚，这些
都被领导看在眼里，于是他一次又一
次胜出，把那些所谓会来事的同事甩
出几条街。

1990年代初，明亮耐不住寂寞，
毅然辞职下海，搞房地产开发。谁知
经商也不是那么好玩，频频受阻。幸
亏平常给他介绍认识能帮忙的人，还
七拼八凑借了三万元给他。明亮很感
动，说：“这钱就算是你的入股金
吧。”平常赶紧摇头，说：“我是有单位
的人，不能干这事，何况我们是最好的
兄弟，赚了还我，赔了就算了。”

明亮很争气，不但赚了钱，还越做
越大。不仅还了平常的钱，还要给平
常买房。可惜平常对钱没有概念，被
他坚决回绝，说，能当一辈子的哥们就
很开心了。

平常不爱财，他明白陷入金钱欲
望就是无底的深渊，小心驶得万年船，
他珍惜来之不易的万众瞩目。他的谨
慎来源于他刚进国企时，师傅讲给他
听的一个故事。

师傅老家是资溪，家家户户的院
子里，都栽了许多果树。每年树上的
桃子刚刚成熟，山上的猴子就迫不及
待下来偷桃子。师傅爸妈又急又气又

心疼，还好他舅舅特别聪明，想到了一
个一箭双雕的主意，说：“你们把桃子
全摘下来，多找几个大肚坛子，坛子口
刚好能放进一个桃子，在每个坛子里
都放进一个桃子。到晚上，把坛子散
放在院子里。你们就踏踏实实去睡
觉。然后，我们就开始抓猴子。”

第二天早上，师傅爸妈将信将疑
地把门打开。眼前的一幕让人大吃一
惊！只见每个坛子跟前都站着一只猴
子，爪子都伸在坛子里，手卡在那里抽
不出来，跑不了了，急得吱吱乱叫。有
的猴子估计叫累了，就低头耷拉着脑
袋，束手就擒的样子。原来坛子口只
有一个桃子那么大，猴子的爪子攥着
桃子它还能出得来吗？其实，猴子只
要把爪子张开，放下桃子，它们就可以
跑掉了。就是因为太贪，舍不得手里
的桃子，这不就被捉住了。

平常从这个故事悟到一个道理：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平常还从饭局里悟出一个现象：
一块钱的打火机能点着一万块钱的香
烟，几万块钱的一桌菜依然离不了二
元钱一包的盐。贪钱何用，只会滑入
不归路。

平常对自己目前的状况感觉良
好，心想：虽然没成为高官大老板，但
每天做该做的事，他打心眼里高兴。

荷花沟
起风的时候
荷与荷就互相搀扶
呵呵地一笑
无风的时候
满沟的荷各有各的姿态
一声不吭

荷花沟藏在六盘山中
如同屯兵的军营
隐秘又安分
有人说起，先呵呵一笑
似轻描淡写，又早有预谋
那些散漫在谷底的溪水边的
半人高的荷
就是握枪执盾的士兵

如果在荷花沟遇到多年的朋友
说起与荷相关的事
都会呵呵一笑
再呵呵一笑

退路
你无处藏身
你张开双臂，
你欲说不能

在晨雾背后，你谜一般的优雅
轻拢慢拈的交流
并不是你的初衷
你的艰难转身，和华丽无关
只是为了原路返回
去寻找那个旧址
一片碧绿的茶园

如同，让所有的汉字
都回归于词典
按照笔画，从简至难
隐没于龟甲和树皮内部

而你，是渡河的男子
双足踩于水面
逆流而去

师生画展
准备一次画展，需要三十二年
打开香槟，宣布开幕
只需一个时辰
在这座城市的最美时节
绿野堂前
金桂盛开

三十二年有些漫长
桂花也第三十二次返回枝头
黄埔江水的变幻
不问时光的守望
是谁在反复地修改作品
在不知不觉中
把激情隐藏在作品的背后
如同一位园丁
在书籍中闻她的芳香

两座城市的航距是一千八百千米
举目有些遥远
闭目仿佛身边

纸鸟
为了栖落，你选择了飞行
你舍弃一切重量，只留下
一个能和你相互重叠的影子
把心和肝肺统统掏去
只留下眼睛

你飞行的时候，梦想
开始变得异常沉重
有人在大声诵读
每一个和翅膀有关的汉字
都是你最不忍的负担

我的眼睛成为纸鸟的领空
上下翻飞。因为透明
你躲过了
飞来的子弹

祝福
过往是河流的意义
亲人们沿着河岸
若即若离
正在走近你

你总是先我离去
把为你准备好的颂词
庄严地书写
再一次进行修改
写在石上的埋入沙中
写在刀上的沉进水里

而太阳开始升高
预言者通体透明
我试着直视她
听歌声渐远

有个人焦躁不安
而你呼吸平稳
果断不再犹豫
只祝福着
此世此生

风
偶尔翻检报刊
瞥见一幅旧图
是我多年前的写生
画了风被风欺骗的样子

风，必须是我的朋友
在新的山水中
旧的朋友
该是风这些年的守护

风就是用来吹的
没有风会在乎人的意思
猛烈的风、轻柔的风、不紧不慢的风
或者是没有任何态度的风

纵是你有太多的心思
最终还是被风吹得
无影无踪

此时，风撕扯着风
火焰怂恿着火焰
我鼓励着我

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也成了父亲
我总算又回到了故乡
在父亲活过一生的地方流浪和回忆
活着时的风景和一朵云

一首诗的孤独被无数的昆虫弹奏
田野上有些盛开的花
它们错落有致地围绕着
泥土上生长的庄稼和母亲
有时我会莫名其妙地朝母亲发牢骚
有时我会莫名地朝父亲的山上眺望

那年春节我们都回来了
父亲在灶火旁打着吊针
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他瘦得只剩下了呼吸
那一滴又一滴的药水
那一声又一声的咳嗽
把瓦檐上的飞鸟惊飞

父亲笑着说，我们还来打场牌么
我们都摇了摇头表示拒绝
没想到那是父亲在初春跟我们
提出的人生的最后一个请求

月光后来凿空了我身体里的眼泪
我爱那些无用的东西以及迷人的寂寞
我爱如此遥远的风吹拂着一座山
父亲对牌的迷恋可以愈加天马行空
至于米做的酒嘛，想喝你就慢慢地喝吧
脾气再不好也没有关系了
现在，整座山都是父亲的

伤口般的大地上，我和两只羊一起漫步
母亲和女儿成为这个故乡唯一的歌谣
我轻轻吟唱，那该是怎样的远方
即使不像，我也得含辛茹苦地操劳
哪怕剩下的路走得越来越艰难
除了父亲，我想得更多的还是父亲

（组诗）

纸张是草原
上面奔跑着思想的雨水
圣人们没有来过这里
这里是一个悲伤的城堡
所有人停下了脚步 不悲不喜
多么像冰冷的石头紧紧挤在一起

他们是草丛中的巨人 互相谩骂……
黑衣人是惟一的坚果 只有雷鸣电闪

他在身体里搭建了一座宽敞的茅棚
休憩着穷人 女人 孩子 漫游者……
冰刃划过天空 他穿梭于闪电中
他的口袋里银狐一闪而逝
荆棘与灌木丛中
狮子出没 百灵飞翔……

草原
□ 阿 麦

又闻树上涌蝉鸣，
夏至林中聚俊英。
瀑布笑谈丹顶鹤，
甘泉歌赠长青藤。
群峰率我逐高远，
沧海扬帆竞碧空。
有感幽兰照逝水，
浪花一现露峥嵘。

又闻树上涌蝉鸣
□ 杨 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