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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林的诗
阴刘林林渊安背小学冤

夕阳
你喝醉了酒的脸袁
散发出最后的光线遥
一不小心袁
掉进了山那边遥

小河
你日夜不停地旅行袁
带上了落叶袁
带上了朵朵白云袁
只留下我在岸边无奈的眼神遥

田野
你随着季节变换着颜色袁
让我看不懂你究竟爱上的是
春夏秋冬的哪个人遥

炊烟
你调皮地奔向天空袁
却留下丰盛的晚餐遥
勾引着思乡的旅人遥

蛙鸣
你用憋足的音乐袁
把我们带入梦乡袁
又时时把我们唤醒遥

群山
你把小小的山村袁
围了一圈又一圈遥
任其自生自灭遥

池塘
你是鸭子的恋人袁
日日都要跟你嬉戏亲吻袁
连傍晚离开的时候袁
也不忘拍打你的衣襟遥

磨刀石
你的脊背弯成了曲线袁
却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遥
除非镰刀尧柴刀都不在了遥

废水井
对青蛙来说袁
天还是那么大遥
只是可以不受干扰地
向下一代讲述坐井观天的故事遥

禾苗
风一吹过袁
你们就向人们整齐地敬礼遥
你们真是傻小子袁
该敬礼的是他们遥

我先是在重庆石柱的宣传片上遇
见了千野草场遥 那天堂般的澄澈袁那草
肥牛壮的丰美袁 和着仿佛源自于远古
部落的乐声袁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灵遥
去年袁在北方的珠日河草原袁我未能亲
见草野的茂盛袁 而今天袁 在南方的草
场袁 我就要弥补那怀揣了一年的憾事
了遥

路途好生遥远啊袁 车子一直在盘
曲的水泥路上摇着晃着袁 以催眠的节
奏遥 待我从迷梦中睁开眼袁 拉开车帘
子袁一下就被窗外的景物惊到了遥 此时
车子已攀至山腰袁 层层叠叠的森林扑
面而来袁松树尧柳杉袁以及各种一时无
法叫出名字的灌木袁 以浓墨重彩的绿
掠夺你的目光遥 如果我此刻奔下车去袁
真怀疑会被氧气醉倒遥 茂密的柳杉笔
直高大袁 漫延成片的林子构建起一个
休闲娱乐的天堂遥 树与树之间仍可见
很多被遗落的吊床袁 若是和意趣相投
的人一起袁各据一张吊床躺下袁悠悠地
晃袁悠悠地说话袁悠悠地任日落西山袁
该是多么好呢遥 浪漫的风景和浪漫的
事总像会传染的病袁让人无法免疫遥

可是导游不放我们下车袁 只好远
观并以想象进入一些未曾亲历的画
面遥 直到在火棘大道上停下来袁人们飞
奔下车袁有种被释放的开阔和冲动遥 我
首先是撞见一朵黄色的野花袁 它就开
在路旁袁花茎从砖缝中伸出袁像菊又不

是菊袁没有人能说出它的名字袁没有人
会把它当作风景袁但它兀自开得耀目遥
我沿着这条路一直走过去袁发现两朵尧
三朵袁更多的花朵撞击着我的心遥 繁复
的瓣袁金黄的蕊袁我几乎要忘记此行看
的其实是火棘了遥

总是这样袁 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配
角袁 比之被万人称颂的主角更容易深
入我心遥 它是那么美袁但它微小尧孱弱尧
不由众手栽植袁甚至不被祈盼和祝福袁
却让我的心为之一颤袁怜惜顿生遥

山间是时断时连的石芽丛袁 喀斯
特地貌间的石头似乎总是长不出太高袁
但其形状千奇百怪袁石芽尧石笋尧石林袁
怪石嶙峋袁千姿百态遥 火棘就生长在岩
石的缝隙间袁它太过红艳袁树枝上又缠
绕着许多红丝带袁在这以青灰为主调的
石丛间袁无疑要夺人眼球遥 据说火棘果
含有多种矿质元素袁可鲜食袁我摘下几
粒嚼了袁舌尖涌上一股生涩之味遥 石柱
人更多是用火棘的干果入药袁既为观赏
植物袁又是经济作物袁一举两得遥

车子再往前行袁 沿途渐次出现三
三两两的牛尧羊和马遥 它们在石芽间悠
闲地吃草袁打响鼻或甩动尾巴遥 它们各
据一块地盘袁互不干涉袁永不需要为嘴
上的吃食而争执斗气遥 万亩的青草啊袁
哪里是它们能吃得完的钥 我想起青海
的同学索南才让讲到的五千亩草场袁
在桂林袁 它指着路边密密丛丛的青草

说院野这些草要是长在我的草场上袁我
就什么都不用愁了遥 冶而这儿的牛羊袁
永没有恶劣的天气袁侵体的风沙袁以及
饥饿的叫唤遥 幸福袁往往是要经过对比
方可体味的遥

在跑马场一带最开阔处袁 车子终
于停下来袁任由大家四处撒野遥 我奔向
不远处正在啃草的马匹袁 可是它们却
对我的加入表示警惕袁渐行渐远遥 灰白
的石笋趴在碧绿的草间袁 远望就像一
群安闲游走的羊遥 草场边不时又立起
一两簇松林袁奇异的山地尧草原尧石林
风光交织在一起袁 让人恍然不知身在
何处遥 洁白的云朵在深蓝的天幕上轻
轻地飘着袁这不沾染尘埃的美袁这不食
人间烟火的纯净袁 引诱得身着艳丽服
饰的女作家们跑啊袁唱啊袁闹啊袁各种
风情袁各种姿态遥 唯有拍照的那一个摄
影师最是安静袁蹲伏在地袁恨不能收拢
聚集了所有的美遥

同行者众袁却总是人以群分袁陌生
的终归陌生遥 此刻袁我不是人丛中热闹
的那一个遥 坐在一块绿油油的草地上袁
我摘下了遮阳帽袁也摘下了眼镜遥 仰望
天空袁一种无与伦比的安闲和自在涌上
心来遥我可以什么也不想袁什么也不做袁
单看着一朵白云自头顶悠悠地飘过袁看
着时光一寸一寸地从东边移到西边遥

如果可以袁来年春天袁我还愿意重
返石柱袁在千野草场虚度时光遥

炎夏袁小雨遥 抽空回家乡袁踏上那
条新修的乡道袁 把隐痛与悲恸藏于平
静的表情下要要要不要改变它了罢袁多
好浴

伴着被汽车扬起的尘土袁 唯一熟
悉的旧物要要要那棵村头的老樟树袁早
已用雨水洗净袁 随风摆风身体袁 欢迎
我遥

人说院物是人非遥 然而袁目光触及
那山袁那水袁那人袁那屋袁想到的是另外
四个字院物非人非遥 已经难有景物能与
记忆中的情景重叠遥 竹林下的井水依
旧清凉袁 井底的青苔却在倾诉另一种
寂寞遥 这一口曾滋养了无数人的水井袁
如今袁 流淌而出的泉水袁 那汩汩的声
音袁是叹息袁抑或喜悦钥 被它养育的人
们袁早已跟随人流奔向了城市袁不必终
老于这穷乡僻壤中遥 他们呢袁可还记得
它钥

看守破旧老屋的村民还是一口乡
音袁絮叨重复的琐事袁尽管他的双鬃已
斑白袁脸颊失却往夕的红润饱满遥 散落
一地的青砖是我整个童年居所的唯一
证物遥 我握着那块像被时间的子弹穿
梭过无数次的布满小洞的青砖袁 像拥

抱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袁 生怕力度掌
握不好袁它就碎在了手心遥

雨后的山路泥泞遥 车轮滑过袁溅起
一片橙黄的水花袁仿佛老人混浊的泪遥
乡村人迹罕至袁 空气跟二十年前一样
清新曰 路边的野花争相开放要要要不论
是春天还是冬天袁 山野总有些不识时
令的花儿袁我行我素袁开得热烈袁好似
多年前我坐在装载了全家家当的大货
车上呼啸而过看到的那一片袁 可我已
忘了它们的名要要要花儿为自己绽放袁
你记不记得袁又与它们有什么关系呢钥

于山的至高处袁发现了不同院满山
的苍翠已然成为果树的乐园袁 像一字
排开的士兵袁严肃而整齐遥 这并没有什
么不好袁 不曾破坏生态并产生了经济
效益遥 只是莫名地袁想起叶失孤曳里那个
年轻人说的一句话院 也就是说没有什
么在等我回家了钥

那细长的田梗呢袁 那如孩童般你
拥我挤的山茶树呢袁 还有曾经昂扬笔
直地站立于山水间的大黄竹呢遥 它们
是我能依其踪迹来寻找家乡的佐证袁
如今袁 它们去了哪里钥 要要要毕竟不是
我所熟悉的家乡了遥

我试图靠近袁 那曾经住过的一砖
一瓦袁一草一木遥 然而袁愈加接近袁却
愈找不到它们的身影遥 站在草坪中
央袁 不敢仔细看门前已然荒芜的草
坪遥 曾经二层三层楼房的断壁袁像终
于挺不住的久病老妪袁 倒在地上袁微
弱残喘遥 曾经在心中如时光般坚固的
旧所袁这些年袁早已在我们离去的岁
月中袁轰然倒塌袁静默化去袁同我们逝
去的童年袁一起融化在了泥土中遥 岁
月袁既可爱袁又可怕遥 只有脚下的土
地袁最坚实袁宽容遥

有一个词袁苍凉而美好袁唤作院寻
根遥即便同一座城袁已离开袁便会寻遥即
便已难以寻回儿时的记忆袁 仍站在曾
经打闹过袁嘻笑过的地方袁升腾起一种
希望袁希望就这样袁留一些熟悉袁不要
再变化了罢遥 否则我们的根袁 往哪里
寻钥

在千野草场虚度时光
阴朝颜渊文学院冤

故园归思
阴刘小莉渊象湖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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