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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喓喓草虫袁趯趯阜螽曰未见君

子袁忧心忡忡遥 冶
秋风吹落的秘密袁 从来都被低

处的耳朵掌握遥
靠着一个季节的支撑袁 你降低

自己袁在黑夜袁在泥土的高度袁在草
虫和阜螽的高度遥

隐伏者袁需要用反复吟唱尧反复
徘徊的方式道出爱遥 而他在离你遥
远的光明处奔跑袁 他有他的漩涡和
浪花遥

晚风微凉袁草籽簌簌落地袁拍打
着翅膀的候鸟袁停歇在月光下遥 沉溺
于执念的人袁 自甘躲在秋天的树荫
下袁成为黑暗的一部分遥

不必告诉他你的忧伤袁 不必拿
眼泪当作秋天的修辞遥 再热烈的相
遇袁燃烧过后袁都是一地灰烬遥

一滴露珠落下来袁 打湿的不止
是睫毛遥 秋天都来了袁那个让你忧心
忡忡的人袁他不会来遥 一整个季节袁
你的光阴都是虚设遥

事实上袁没有一个秋天是用来憧
憬的遥 剩下的残局袁该由谁来收拾钥

2
野萚兮萚兮袁风其吹女遥 叔兮伯

兮袁倡予和女遥 冶

在秋天袁一枚叶子用光了它的深
情袁世界的寂静和辽阔被风声说出遥

风翻动着枯萎的一切袁 仿佛要
把生趣从大地上掏空遥 时间并没有
因此而走得更快袁 但你仍旧感到了
难以言说的忧伤遥 那些沁入骨髓的
凉意袁那些触目可见的衰老和死亡袁
加深了你的彷徨遥

更多的忧郁和寂寞无从排遣也
无从说出遥 此刻袁你多么需要唱一首
秋天的歌袁 需要有人和着你的节拍
一同唱出心中的感伤遥 野叔兮伯兮冶袁
你呼唤的人袁 会不会像影子一样停
留在你身旁钥

风起叶落的时候袁 有谁懂得你
的留恋和渴望袁 有谁将你内心的病
症唱成了他终生的顽疾钥

秋水苍茫袁 从一颗心进入另一
颗心袁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遥 像香消
在风起雨后袁无人来嗅遥 多少花红柳
绿在轮回里交出了全部袁 只有秋风
会用心埋葬它们的骨殖遥

有时候袁拆除一道樊篱袁会用尽人

一生的力气遥悲凉是浸在命里的箴言遥

3
野蒹葭苍苍袁白露为霜遥 所谓伊

人袁在水一方遥 冶
站进深秋的事物袁难免自带寒凉遥
天已破晓袁意义落空遥 那芦苇的

苍青和霜露的白袁 俱成为挂在心上
的苍茫遥

仍然有一条河横亘在追寻的路
途上遥 秋水漫漫袁那遥遥飘忽的美丽
景象依稀可见遥 你伸出双手袁想要捉
住些什么院爱人尧友谊尧福地袁还是一
个总也不愿忘记的梦钥

秋天很快就要用完了袁 致命的
诱惑还在远处若隐若现遥 从黑夜到
白天袁 环绕着一条河流的来处和去
处袁你反复举步袁来回奔忙袁像一只
在秋风中飘荡的风筝遥

离不开袁也走不近遥 徘徊是你一
生的宿命遥

美到极致的念想袁 总是长着一
张可望而不可即的脸孔遥 你听啊袁虫
声寂寂袁 偌大的世界只有你还在且
行且歌遥

即便前方只有镜中月尧水中花尧海
市蜃楼袁只有永不能企及的幻象噎噎

明天袁你还将头顶星辰袁穿过冰冷
的霜花袁足尖朝着伊人所在的方向遥

秋风辞
阴朝颜渊市文学院冤

为期一周的学习如白驹过隙袁很
快结束了遥如果问我哪一刻身心最放
松钥哪一刻思考最深邃钥 哪一刻所得
最厚重钥我想当属在丁屋岭的晚霞辉
映下袁那一片空旷的大坪上袁看远方
风景如画袁万千心绪若秋雷滚动遥

丁屋岭坐落于长汀县古城镇丁
黄村遥 丁屋岭大井被列入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遥 原
生态的建筑风貌尧 秀丽的风光和淳
朴的民俗风情让人流连忘返袁 颇具
旅游开发价值遥 我们 46个学员都来
自各单位的中坚骨干袁 基本上都参
与了市六大攻坚尧两城同创尧棚改拆
迁尧精准扶贫尧新农村建设等中心工
作遥 在我们看来袁是一次难得地跨省
市横向学习交流的机会遥 一路青砖
黛瓦并不能吸引我们的兴趣袁 因为
大家都具备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
力袁 作为一名有担当的党外知识分
子袁 我们捕捉的到是土坯房的布局
与粉刷尧旅行路线和公厕的设计尧导
游别出心裁的解说词与故事尧 山村
土特产的销售与包装尧 老龄化群居
者的养老和管理等等袁 每一次融入
现实与本职工作的对比袁 都是一句
发人深省的自问遥 一路的欢声笑语袁

如同鸣叫的人字秋雁带我回家曰一
路的思索蔓延袁 如同弯曲的羊肠小
路通向真理遥 苏轼云院横看成岭侧成
峰袁远近高低各不同遥 我要说院要识
庐山真面目袁更应身在此山中遥

丁屋岭之行袁这是一次收获累累
的学习袁 是一次放松身心的短游袁更
是一次历练心灵尧 向党性看齐的自
律遥 站在丁屋岭旖旎的晚霞下袁远眺
炊烟袅袅尧国泰民安尧和谐盛世袁那荡
荡清风穿越古今袁让我们想起刚刚瞻
仰过的瞿秋白烈士和杨成武将军袁那
是一种纵向的对比和灵魂的自省遥

想想 83年前袁36岁的瞿秋白烈
士也曾在同一遍蓝天下袁写下叶多余
的话曳袁其实袁叶多余的话曳并不多余袁
他在文中最后一句写到院 中国的豆
腐是最好吃的遥 老师说袁很多人并没
有看懂袁 他就是代表中国那一块最
冰清玉洁的豆腐袁 一个有血有肉留
恋美好人世的青年却有着民族的脊
梁遥 正如野问渠渊瞿冤哪得清如许袁为
有源头活水来冶袁他是人性和党性的
完美统一者遥 野此处正好冶袁 枪声响
起袁 他的眼眸是否也曾凝望着丁屋
岭的灿烂朝霞袁 那新中国诞生的第
一丝曙光浴 他和鲁迅先生是挚友袁是

同一时期的大文豪袁 鲁迅先生在瞿
秋白前往中央苏区前赠联院 人生得
一知己足矣袁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遥 真
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袁 敢于
正视淋漓的鲜血遥 两位灵魂导师该
给我们新生一代指明了活着的意义
和力量的源泉遥

正所谓院 以铜为鉴袁 可以正衣
冠曰以人为鉴袁可以明得失曰以史为
鉴袁可以知兴替遥 恰巧的是袁我们这
一届党外青年培训班的平均年龄就
是 36周岁遥 光阴荏苒袁烈士打下江
山袁我们建设江山遥 不论古今袁物理
时空定位下袁生活在同一个经纬度袁
我们也有着人性的弱点和通病院有
的人工作怕慢假庸散尧推诿扯皮曰有
的人在钢筋水泥的包裹下看淡人
间尧得过且过曰有的知识分子患得患
失袁 有着悲天悯人尧 出世入世的情
怀袁而不知野小隐隐于山袁大隐隐于
市冶的真理遥 我们应该自觉作为一颗
螺丝钉袁 铆在我市振兴发展的各个
环节袁向革命英烈学习袁做一名意气
风发袁有信仰 尧有责任 尧有担当的朝
气蓬勃的青年遥 向党员看齐袁以党性
自律袁为人民服务袁才能野不忘统战
初心袁携手砥砺前行遥 冶

春风如此浩荡
阴胡海荣渊冈面冤

是春天了遥 这个时候
我们坐下来要要要
所谈论的袁是一场美好的对比

搬出幸福的长度要要要
已超过了阳光的占比

无比浩大的春风 袁 从 1978 年吹
起要要要
春天故事里袁已叙述出
不断的惊喜遥 丰硕的果实
一带打探遥
一路奋进遥 在我的诗行里
频繁地变换着要要要
明媚的奇迹

大地的觉醒与
智者的指引遥 一场轰轰烈烈
变革袁已呼唤出良辰美景

天空献给了飞鸟
大地献出了花香
勤劳永远献给了勇敢的种子

人民枕着盛世的安宁
生活的宏图要要要
总是活得如此的悠扬噎噎

七律·改革开放有感
阴谢泽芹渊象湖冤
发展和平是主流袁
联盟接轨益千秋遥
同心同德优环境袁
利己利人赢五洲遥
且看亲仁圆梦美袁
但为强国醉情悠遥
雄狮跃起东方吼袁
实践当先献计谋遥

七律·改革开放 40周年渊新韵冤
阴刘志援渊象湖冤
惩恶驱邪乘劲风袁
鼎新革故定三中遥
扬帆破浪民生保袁
技术腾飞国运鸿遥
寻路丝绸开盛世袁
探究金行共融通遥
繁荣昌盛乾坤转袁
水起风云傲巨龙遥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赞
阴胡中源渊回龙小学冤
励精图治四十年袁
改革风云卷巨澜曰
破旧求新酬壮志袁
国运昌盛写宏篇浴

中秋抒怀
阴陈瑞(五中)
年年中秋八月半袁
岁岁相思月团圆遥
他乡游子捎月问袁
故土亲人谁与伴钥
望穿秋水山叠山袁
至人无梦难上难袁
已把青春付四海袁
誓做返哺好儿男浴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作品辑渊一冤

在同一片蓝天下
要要要市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长汀学习撷思

阴杨海恩渊市侨联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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