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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渊组诗冤
阴布衣渊报社冤

好多年
要要要怀父词
田野上袁你不在割稻子的人群中
已经有好多年

尘世里袁少了一个和泥土一样干净的人
已经有好多年

尘世里袁少了一个和秋天一样干净的人
已经有好多年

桃花汛
一些鱼顺江而下袁另一些则选择
相反要要要在这个桃花盛开的春日
捕鱼人可以随意撒网袁打捞春芳
打捞那些春天的漏网之鱼袁顺便
打捞春天的一些隐秘之境
也打捞那些散落在水面上的花瓣

河流两岸袁落英缤纷
桃花汛如期而至
肯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爱顺流而下
肯定有一些欢愉成为一则毛茸茸的往事
肯定啊袁有一些沧桑翻滚成春水里的波澜

闪电
有时它们迅疾如蛇袁向人间探出信子
有时它们展开袁像一株株狂乱的野草
要要要在天空和大地之间袁在乌云之中袁雷声隐隐
似乎有一个更大的草莽袁似乎有万马奔腾噎噎

明瓦
黑色的瓦面上有五块明瓦
仿佛看着天空的五只眼睛
我和兄弟姐妹透过这五片明瓦袁看到过
轻飘飘的云朵袁看到过溜溜的雨水
还看到过鸟雀拉的屎袁老鼠拉的屎
还看到过一只野猫向我们呲牙咧嘴的样子

我们最想看到的袁是正午透过明瓦的光线
照在地上之后袁一群一群的灰尘沿着那光
向上升腾

稻草
秋天深了
大地上雨水鸿蒙
尘土回到了根的脚下

秋天深了
神带着果实离开了高山
你带着爱离开了泥土

秋天深了
我看到了你无奈的情形
和一言不发的样子

秋天深了
深的可以装下清浅的河水尧星辰的天空
深的可以装下劳作者的疲惫和幸福笑容

秋天深了
把你变成稻草的人即将老去一寸
把你变成灰的人袁他的脸在火光中变得通红

秋天深了
你把金色的光芒收藏
我热爱你干枯的躯体一如热爱清瘦的故乡

秋天深了
你一死再死
故能轮回而生

人生苦短还是嫌长
人生袁 辞书解为人的生存和生

活遥 平头百姓则解为人的一生要要要
从生到死的全部时间遥

有人叹息人生短促袁 还没建功
立业尧享受生活袁倏然就到了人生终
点遥于是曹操且饮且歌院野对酒当歌袁
人生几何钥譬如朝露袁去日苦多遥冶旧
时家书开头惯用语院野光阴似箭袁日
月如梭遥 冶极言日子过得太快袁似也
隐含人生不经捱的意思遥

时下却往往听到一些老人嫌命
长袁 说是 野要死不得死袁 留到来受
苦遥冶按说现在政通人和袁天下太平袁
衣食无忧袁还有医保社保袁老人当尽
享天年尧天伦之乐才是袁为何反生人
生嫌长之怨钥细细了解后可知袁这般
老人或者孤守家宅袁难耐寂寞曰或者
病痛缠身袁生不如死曰或者风光大半
生袁难提当年勇曰更有甚者袁壮志未
酬却再无酬日袁不如早死早了脱遥欲
除这般老人的人生嫌长之怨袁 有的
可以借助亲属朋友之力袁 有的还得
野心病用心医冶袁 但其主观努力均不
可偏废遥

其实袁不论是人生苦短袁抑或人
生嫌长袁都只是个人体验尧个人感叹
而已袁宇宙时间对谁都一样院一年三
百六十日袁一日二十四小时遥至于寿
命长短袁固然因人而异袁但一个人的
成就大小尧幸福与否袁却不见得跟寿
命长短成正比或反比遥所以袁活在当
下尧珍惜当下袁在有限的当下好好生
活尧好好工作袁有多大热发多大光便
好曰不愧对先人袁不辱没子孙袁坦坦
荡荡尧堂堂正正走完一生便好遥

失眠数羊还是想事
老年人睡眠易醒袁 醒了再难睡

着遥这本是平常事袁可这平常事让各
种野养生家冶尧野老年学家冶一解释尧一
预测袁便不得了遥什么老人一天没睡
够 6-8小时袁就会患神经类病袁像健

忘尧痴呆尧帕金森氏袁等等遥有的老人
被唬得不轻袁越发容易失眠遥 于是袁
乞灵于最通俗尧 却最权威的 野数羊
法冶袁野一只羊尧 两只羊尧 三只羊
噎噎冶遥 数过来数过去袁还是毫无睡
意遥这下更焦躁尧更恐惧尧更无助了袁
怎样是好啊钥

莫急遥 老朽有一心得相告袁你若
信就试试袁若不信就拉倒遥 老人一般
容易夜半时分醒来袁照医学尧生理学
看来袁此时恰恰是人脑最清醒尧思维
最活跃的时候遥 既如此袁何不干脆就
顺其自然尧趁势而为袁想起事来遥 这
个野事冶袁可以是睡梦中的片花袁白日
偶遇的故人袁开题未结的诗文袁欲游
而未游的风景名胜袁等等遥 不过袁千
万别想伤心事尧窝囊事尧憋气事尧倒楣
事遥 想着想着袁想累了袁或者想到结
果袁想开心了袁也就梅开二度袁安然入
眠遥 退一步说袁即便你想事想得太兴
奋袁不知不觉天亮了袁该起床了袁你的
脑子也还是清醒的袁人还是清爽的遥
午饭后补一觉袁也容易睡着遥
老朽半夜睡不着袁 习惯于回想

白天写作中尚待解决的问题袁 或是
某个论点的提炼袁 或是某条论据的
完善袁 又或是几个小标题的艺术化
处理遥 事儿不大袁但想得更深袁往往
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袁精神倍儿爽遥
看来袁凡事都有个消极对待尧抑或积
极对待的问题遥态度不同袁结局也就
不同遥

交友宜多还是贵精
人的社会性袁 决定了人生在世

须交朋结友遥 而且朋友越多越好袁
野朋友多了路好走冶遥君不闻袁有人自
诩方方面面有朋友袁 或是条条道上
有朋友袁所以眼观六路尧耳听八方袁
要风来风袁要雨得雨钥 当然袁也有另
一说院野万两黄金容易得袁 人生知己
实难求遥 冶知己自然是朋友袁但朋友
未必都能成为知己遥此话怎讲钥朋友

者袁彼此有交情的人遥 交情者袁人与
人交往而发生的感情遥交往多了袁一
般也就成了朋友遥更有速成朋友袁见
一两面便是遥而知已者袁除了因交往
而生好感袁而野情投冶外曰还得野意
合冶袁即彼此三观相类袁意识契合袁相
互赏识袁相互在意袁可以交心袁可以
托付遥 显然袁这非一般朋友可比遥 质
言之袁见面握手尧推杯换盏下袁或可
找到朋友袁但找不到知己遥

人在社会交往中袁是交朋友尧还
是交知己袁 取决于交友的动机尧目
的袁也取决于择友的标准尧品味遥 只
为牟一时之利尧解一时之困袁便只能
交一时之友遥只满足于热热闹闹尧吃
吃喝喝袁便只能交场面上的朋友遥若
为互相关心尧互相帮助尧共同激励尧
共同进步袁便当交一知己遥若欲使自
己品性高洁尧言行优雅尧足为人信尧
堪为人敬袁便当与君子为伍遥

如此看来袁交友不在乎多寡袁而
在乎良莠曰 不在乎长短袁 而在乎虚
实遥 朋友多袁固然好袁只怕照顾不过
来袁一旦反目容易成仇遥 再则袁别把
交友当作牟利尧进身的手段袁因为后
果难料难防遥

我在一个男人的面前自惭形
秽遥他柔若无骨的肢体袁他风情万种
的姿态袁他的妖娆袁他的妩媚袁轻易
地就将一群僵硬拙笨的女人打败遥
我时常觉得是有一个精灵袁 或者一
股气流带动着他的身体在滑行袁在
流淌袁在伸展遥

这是我在鲁院参与的第一堂舞
蹈课遥谁也没有预料到袁我们的舞蹈
老师竟是一个如此年轻袁 如此风摆
杨柳的男性遥 野袅袅腰疑折袁褰褰袖
欲飞遥 冶其实他只需一个莲步轻移袁
舞者之韵立即流泄得一览无遗遥 弱
柳钥春风钥丝绸钥泉水钥所有轻盈灵
动的词汇加诸于他的身上袁 似乎都
不为过遥

一定会有人不无担忧地想袁这
兰花手尧媚眼波袁以及俏身段袁将如
何以男儿之身面对他的女人钥 或者
说袁 如果一个女人与这样一个男人
生活在一起袁会是什么样子钥男人应
该是什么样子的钥 庸常的生活让我
们习惯了男人的粗犷豪放尧 男人的
孔武有力尧男人的坚硬和强悍遥造物
将人类分隔在阴阳两岸袁正与反袁凹
与凸袁 似乎从来如此旗帜鲜明如此
风格迥异遥

女人又该是什么样子的钥针线尧
纺织尧刺绣尧缝纫被称之为女红袁婀
娜娇婉娉婷妩媚妖娆噎噎所有与柔

软相关的词汇都以女字做偏旁遥 我
依然记得袁 年少时小学校里有一位
男教师与众不同袁他擅长织毛衣尧钩
鞋子袁 毛线像蝴蝶一样在他手上翻
飞袁他翘着兰花指袁一副驾轻就熟的
样子遥自然袁与之匹配的是他说话的
声音袁尖而细袁轻而软遥 事实是没有
人羡慕这样一个心灵手巧的男教
师袁他毋庸置疑地被划为异类袁遭到
学生们的围观和暗自嬉笑遥

颇为反讽的是袁 曾经嘲笑过那
位男教师的我袁长大以后不善女红袁
踢不好毽子跳不好皮筋袁 没有织过
一件完整的毛衣袁 没有烧过一桌像
样的菜遥 而且我还很不温顺很有自
己的主张袁 常常桀骜不驯尧 睥睨一
切遥 我写一些被家里那个男人所不
屑的文字袁并且固执地坚持到底袁固
执地不肯为了取悦他而有所放弃遥
我唯一按步就班的是袁 在合适的年
龄将自己嫁了出去袁 并且顺其自然
地生育哺养袁 完成了一个生命个体
存在于世的完整性遥 如果放在旧社
会袁我将是一个多么不合格的女人遥

而一个跳舞的男人袁 一个用完
美的一字马将所有女人都比下去的
男人袁 又拓宽了多少世俗目光的外
延钥 他有柔软的腰身尧轻灵的舞步袁
他有他的美尧他的范遥他用多年的苦
练修成了自己的样子袁 一个有别于

其他男人的样子遥并且袁因之找到了
生存和独立的依凭遥 他让我看到了
自己袁并触摸到了内心的质地遥原来
人是可以越过框架越过格子的袁人
并不是非得这样非得那样的遥 你无
须为自己不像一个世人眼中的女人
有所羞愧袁 你也无须为缝不好一段
细密的针脚心有戚戚遥

一棵白杨为什么不可以歪着脖
子长大钥 一只公鸡为什么不可以领
着一群小鸡觅食钥

记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袁
说一个女人长期饱受男人欺凌袁于
是发誓复仇遥从那一天起袁她养了一
头小猪袁 然后每天都要抱起那头猪
练练手袁等到小猪长成了大猪袁女人
不知不觉已经力拔百斤了遥 当男人
再次拿她练拳袁她将男人拦腰抱起袁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遥从此袁男人再不
敢轻易欺负她遥看完这个故事袁我常
常想象着她扔男人的样子袁 不禁要
大笑遥

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袁 不都
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强大的样子吗钥

打着小八字站在地垫上袁我努力
地学习做兰花手袁却发现怎么样也做
不出男舞蹈教练那般销魂蚀骨的媚遥
我看到他在飞翔袁而我们的舞蹈服和
舞蹈鞋袁 并没有带着我们飞升起来遥
作为女人袁我输得心服口服遥

闲聊三题
阴曹春荣渊党史办冤

弱柳，不只是女人的代名词
阴朝颜渊文学院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