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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泥土一样干净渊组诗冤
阴布衣渊报社冤

武夷记梦

我醒来袁清亮的天光
已经和窗外的群山融为一体了
无数枝叶上的露珠袁已经把
观音岽尧燕子岽尧老鼠岩尧寨垴岽噎噎的草木
清洗了一遍袁它们即将告别我而上升为云彩
我几乎就要摸到到群山吹弹可破的皮肤了
我捧住了武夷西麓一汪沉香的光阴了
只要我愿意袁就能够抚摸到
她那伸展的丰韵无限的腰肢
还有她那绿色的逶迤袁暗藏着的新叶的娇羞
还有她那幽谷中探头探脑的兰草
只要我愿意袁我还能够再一次收集群山之中流淌
的月光
在她那蜿蜒串流的河谷中卸下半生的疲惫吧袁是
的
只要我愿意啊袁武夷的群山就会把我深深藏住吧
噎噎

哦袁幸好我沉睡袁均匀了呼吸
并尽量把浊气沉淀下来袁把悲欢
还给了自身噎噎哦袁观音岽尧燕子岽尧老鼠岩尧寨
垴岽噎噎
我的梦是大梦袁我愿意把它归还给你们
而把自己放生在无边的红尘里噎噎

观音岽

在武夷西麓的群山之中袁她是一尊翠绿之神
貌如观音袁因而被山里山外的人膜拜
期望保佑得到子嗣袁千年如斯
承受风雨霜雪袁也承受人间的香火
群山之中袁她不是最高袁也不是最矮
岁月之中袁她接受风的吹拂
接受露的滋润
接受熹微的普照
也接受苍鹰展翅的阴影与乌鸦的聒噪
接受星辰遗漏的冷光
接受野锵锵冶的伐檀之声噎噎
这一切都与其他山岭无异

我也曾在她的山脚下仰望
看到她确有母性之美
看到她的寂寥也像那些四散的烟霞一样飘逸
尘世之中袁有谁真正读懂她钥
除了那些苍翠的树冠袁蓊郁的草叶
除了那些歌唱的鸟院云雀袁喜鹊袁灰鹭袁翠鸟袁黄鹂
噎噎
除了那些藏在草丛尧泥土与石缝里的鸣虫院小知
了袁金龟子噎噎
我确曾在她的山脚下仰望
不是期望得到子嗣袁而是
期望通过她认识更多的神
期望确认一座青山埋藏着尘世的另一条出路
但是袁更多的时候袁我看到她端坐如仪
对世人的问询袁对我的问询
总是保持着静默袁保持着天然的光色
不爱袁不恨袁不慈悲噎噎

像泥土一样干净

风吹过来袁有着淡淡的幽香
在这个鲜花盛开的春天
它已经不是干净的

水流过来袁带来水草的腥味
在这个草长莺飞的春天
它已经不是干净的

父亲牵着一头水牛走过来袁带着泥土的气息
在这个万物生长的春天
父亲和他的牛袁是多么干净
要要要像泥土一样干净

又是父亲节袁野每逢佳节倍思
亲冶遥每当这一天袁我都会站在父亲
的遗像前袁点上一炷香袁默默地祭
拜袁久久地端详袁那止不住的泪水袁
不禁盈满眼眶袁浸透诗行噎噎

如果说袁 母亲是一条长长的
河曰 那么父亲却是一座高高的山曰
如果说母爱是有声的呵护袁那么父
爱却是无言的吟唱遥

2012年 5月 27日袁于我来说袁
这是一个悲痛欲绝的日子要要要九
十九岁的老父亲溘然辞世遥

父亲一生辛劳遥十三岁袁他跟着
爷爷做脚力尧 当挑夫袁 挑着柴米油
盐袁担着烟叶香菇袁一次次地负重袁
一趟趟地跋涉袁 孱弱的身躯往返于
闽赣粤三省七县的崎岖小路上曰走
驿道袁爬隘口袁翻山梁袁穿过寒来暑
往袁走过春夏秋冬袁肩上一条扁担袁
一头挑着太阳袁一头担着月亮袁尝尽
人间多少悲苦袁饱经尘世多少风霜浴
父亲一生平凡遥 苏区时袁他个

头没有枪高袁 却吵着嚷着参加了
野红小鬼冶袁 竟然当上了红军排长曰
长征出发后袁他跟随陈毅尧项英领
导的游击队转战铜钵山袁坚持敌后
斗争袁 为新中国的建立血洒疆场遥
建国后袁他先后当过乡长袁也在边
远偏僻的乡镇做了几十年食品收
购站的野小站长冶袁东奔西走袁任劳

任怨袁勤奋工作袁直到退休回到家
乡遥他吃苦耐劳尧忍辱负重的品格袁
他与世无争尧 与人为善的胸襟袁挺
起了铮铮刚直尧不屈不弯的脊梁遥
父亲像巍峨屹立的高山遥那山的伟
岸尧山的刚毅尧山的品格袁就是父亲
的形象曰那山所赋予的一切袁就是
父亲百年人生的写照遥 看山袁便是
仰望父亲那高山仰止的风范尧大度
为人的云水心肠噎噎

父亲如润物无声的细雨遥一个
微笑袁一个眼神袁一个手势袁在身体
力行的举止中袁透出谆谆的叮咛与
深情的教诲袁为儿女们撑起了一片
晴朗的天空袁垒起了一道挡风遮雨
的暖墙曰

父亲似余音绕梁的诗章遥他普
普通通尧平平凡凡的一生袁没有惊
天动地的辉煌袁更没有光彩照人的
风光遥 虽不够著书立传袁但他生命
中的每一个篇章袁 每一个标点袁每
一个音符袁饱含的韵味袁是那样的
纯朴袁那样的悠长遥

这些年袁先是母亲袁后是父亲袁
这些我生命中最最疼爱我的人袁竟
然一个个都走了袁 都去了那高远深
邃的天堂噎噎屈指算来袁 已经整整
故去六年遥但在我的记忆深处袁他却
一直活着遥 虽然这么多年没有父亲
可叫袁但在我的心目中袁父亲的位置
却永远留着遥 每每看着墙上父亲的
遗像袁 每每翻看父亲那些日渐泛黄
的照片袁 心里便会如孩子般一声一
声地唤出野爸爸冶两个字袁生命中那
种原始的依偎和终生不改的眷恋袁
让自己全然忘却了年届古稀之年遥

倏忽袁从遥远的高天袁一首我
最喜欢的歌袁仿佛轻轻飘过袁慢慢
掠过我的耳际袁是那样的深情而悠
扬院野想想您的背影袁 我感受了坚
韧袁抚摸您的双手袁我摸到了艰辛
噎噎我的老父亲袁 我最敬爱的人
噎噎这辈子做你的儿女袁我没有做
够袁央求您呀下辈子袁还做我的父
亲冶浴 这时袁我抬头看看天袁天是安
静的曰俯首看看地袁水是安静的曰轻
轻摸摸心袁心也是安静的遥

我的父亲袁我最敬爱的人浴 他
那伟岸的身躯袁那堪以默读一生的
大写精神袁一如高山袁永远矗立在儿
女们的心版上曰一如丰碑袁令远近乡
亲驻足仰望曰一如清澈明净的水滴袁
在家乡的小河里静静流淌噎噎

1968年 12月袁毛主席发出指
示院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袁接受贫下
中农的再教育袁很有必要遥 冶一时
间袁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的高潮袁大量知青离开城市袁来到
农村定居和劳动遥我的家乡九堡公
社也先后接纳了很多城市知识青
年遥

九堡公社革命委员会设立了
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待安置办公
室冶袁简称野知青办冶遥在落户定居问
题上袁知青办尊重知识青年的个人
意愿袁将全公社二十六个大队的名
称写在大红纸上袁任凭挑选遥 有两
位来自上海市虹口区的知识青年袁
男的叫何永新袁 女的叫章小莉袁像
是朋友关系袁要求分配到同一个大
队袁并希望到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地
方遥他们看到大红纸上写的第一行
是野九堡大队冶袁便嘀咕开了院野堡是
堡垒袁是边关要塞袁有九个要塞之
处袁不是高山隘口是什么钥 冶他们接
着看到了野羊角大队冶袁认为可能是
放牧山羊的坡地或山区袁 去不得遥
再往下看袁写的是野石角大队冶袁他

们又想袁 一定满山
遍野都是棱角分明
的石头山地袁 更去
不得浴再往下看袁发
现 野莲塘大队冶袁他
们不禁眼前一亮袁

不约而同地尖叫起来院野哇噻浴这可
是个好地方浴 冶在他们心里袁那儿应
该到处是池塘袁一到夏天袁荷花满
塘遥 野好哇浴 就去莲塘大队遥 冶知青
办主任开具介绍信袁让在公社会议
厅等待接人的莲塘大队团支书小
杨来领人遥

于是袁两位上海知识青年便跟
着小杨上路了遥 刚开始袁小何与小
章心里还是美滋滋的袁认为选对了
地方袁兴高采烈地跟着走遥 走过了
九堡大队的义学古建筑群袁再往西
北方向行进袁就进入山区遥 他们越
走路越难行袁 心里便觉得不对劲
了袁连难得一见的山间红枫也不想
欣赏袁路边小溪的潺潺流水声也懒
得倾听遥路过罗田大队部址要要要案
背时袁小章忍不住问小杨院野到莲塘
大队还有多远钥 冶小杨告诉她院野远
着呢浴 还有 12里左右遥 冶两位小青
年一下懵了院野莲塘大队是不是种
有很多莲藕尧 池塘连片的平坦之
地钥冶野不是遥古人为何取名莲塘袁我
也不清楚遥冶小杨如实回答遥两位知
青只好自认倒霉袁身不由己地跟着

小杨的脚步袁一脚深一脚浅地往山
里走遥 到了龙天坳袁两位知青一屁
股坐在上坡的石板上袁脸上露出难
堪的表情遥 细心的小杨一问袁说是
背行李太累了袁且脚底板像针扎一
样痛遥让他们脱下袜子一看袁天哪浴
都打血泡了浴小杨赶忙去路旁向一
钟姓人家借了一根扁担两只箩筐袁
将两位知识青年的行李放进箩中袁
挑着担子带领他们轻装前进袁并鼓
励说院野不要怕浴 翻过这一座山坳袁
再过木斗山小队袁往里便进入莲塘
境内了遥 冶一行三人紧走慢走袁终于
在天黑前来到了莲塘大队部遥大队
干部和知青点先来的南昌市的知
青们纷纷出门热情迎接遥

晚上袁 知识青年们围坐一起袁
互相交谈袁大都为自己分析能力差袁
选择了深山老林觉得委屈遥 不过后
来袁当地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对远道
而来的知识青年非常关心院生活上
体贴照顾袁不让受冻挨饿曰劳动上尽
量不安排重活累活脏话遥 这让知识
青年深受感动袁渐渐地安下心来遥

1978年 10月袁全国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
下乡运动袁并妥善安置知青回城和
就业问题遥 1979年后袁绝大部分知
青返回了城市遥 如今袁我们家乡亲
历过知青岁月的人袁仍然常常回忆
起他们袁回忆起那段特殊时光遥

怀念父亲
阴宋一叶渊市政协冤

知青来到我家乡
阴钟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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