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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元旦诗选
阴谢燮 三首

元旦晨语三阙
青帘透晓天袁酣梦醒无眠遥
未料三更早袁囫囵又一年遥

旦起听风流袁清凉未肯休遥
偏闻奏喜乐袁旧岁相贺无钥

暖衿今可恋袁窗外换新天遥
当此惜珍重袁风华正向前遥

江先金一首

新春赋
新春瑞气溢清风袁七彩花灯笑靥红遥
锣鼓喧天歌盛世袁鞭炮动地震长空遥
民安国泰三江静袁岁乐年祥五谷丰遥
百卉争妍添美景袁东方碧海跃金龙遥

俞春林二首

元旦吟
渊一冤

回顾平生又一年袁立身根本德当先遥
虽无富贵荣家耀袁但有诗书栽福田遥

渊二冤
一年伊始忘烦忧袁陋室诗书伴我眸遥
笔架云霄飞蝶梦袁山人也可望神舟遥

谢存焱一首

庆新年
春到人间万物苏袁旧桃门道换新符遥
鼠年锣鼓咚咚响袁百姓家家喜乐乎浴

谢世信一首

元旦祝福
元旦启祯祥袁和风笑脸扬遥
红日普大地袁幸福万年长浴

1.野床前明月光袁疑是地上霜遥 举
头望明月袁低头思故乡遥 冶

要要要李白叶静夜思曳

黑夜并不深沉袁 因为有月光时常
搅动梦境遥

我总是惊醒袁看见自己灵魂赤裸袁
挂在故乡的树枝上遥那巢穴里的惊鸟袁
是否在秋声中迁徙远方曰 那不安分的
落叶袁是否在秋风里暗自零落钥

蝉声渐弱袁 只有动荡的云彩从不
停止它的飞奔遥在这座寂寥的庭院里袁
我只是一个随时就要起身离去的客遥
当秋风翻过房檐袁南窗上的露珠袁滴滴
都淌着思乡的泪遥

我不应该看见这霜白袁 不应该
总是在迷离恍惚中一个人怀抱自己
的肉身遥 我的枕边袁 应该有亲人热
切的呼吸曰我的屋外袁应该有家犬忠
贞的相守遥

夜有多凉袁思念就有多深遥
月光漫上床沿袁就像我的心上袁泛

起冰冷的白霜遥为何夜越往深处走袁人
越往清醒处攀遥低下头去袁只望见四散
的流水袁回不去的故乡遥

在尘土里赶路袁人间万事袁敌不过
故乡的一缕炊烟遥那星罗棋布的回忆袁
那一触即发的遐想袁 都是年华里漂泊
的明证遥

等到月光摇碎了一个夜晚袁 更远
的地方响起鸡啼遥 我已顺着通往故乡

的路袁在人间走了无数个来回遥

2.野去年元夜时袁花市灯如昼遥 月
上柳梢头袁人约黄昏后遥 冶

要要要欧阳修叶生查子窑元夕曳

花市渐渐萎缩遥热闹和灿烂过后袁
一盏被记忆吹灭的灯袁 露出了孤单的
真相遥
一个人袁在风中看月色袁应该比光秃秃
的枝桠多一份微凉遥

我们之间袁隔着旧年的黄昏袁隔着
柳梢头上的圆月袁 隔着一个堆满蜜语
的元宵之夜遥

我爱月光落进窗棂袁 爱执手相看
的灯影袁爱你絮语不息袁像桃林里的风
声遥我们袁曾将心事像一枚月亮那样和
盘托出袁发出白玉碰撞的轻响遥

春已分明袁而花一瓣一瓣地落袁人
一日一日地远遥春衫总是裹着薄凉袁你
翻动过的那截衣袖袁将泪浸湿遥

我以为坐在屋檐下袁 就能看到送
信的人曰我以为挑开门帘袁就是一个繁
花似锦的春天遥

只是一场戏还未演到结局袁你已
谢幕袁隐入汹涌的人海遥 那些暧昧的
言辞袁多么像天上的月光袁虚幻而易
碎遥 那些谜一样的交会袁比月色还要
凉袁还要白遥

从此袁我将从亮如白昼的灯火中抽
身离去袁我将用诗歌记录脆弱和疾病遥

我将用去我的一生袁 遗忘昔时的
月光遥

3.野小时不识月袁呼作白玉盘遥 又
疑瑶台镜袁飞在青云端遥 冶

要要要李白 叶古朗月行曳
时间一截一截地长高遥回过头来袁

只剩一轮皎洁的月亮挂在童年的眉
梢遥

那时候袁 我们相信神仙袁 相信圆
满袁相信世间一切的干净和爱遥我们常
常在幻觉里入梦袁一不小心袁就坐在了
月亮和天空里袁 就看见了闪闪的星星
蓝蓝的天遥

那时候袁雨水是会开花的袁云朵是
可以穿在身上的遥 我们比一张白纸还
要纯白还要清浅袁 我们敞开了整个的
小小心灵袁等待人间为它涂抹色彩遥

仿佛还来不及听完一个瑶台的故
事袁 一些命里的湿气和滞重就住进了
肉体中央遥我们驼着重重的躯壳袁奔跑
在路上袁 仿佛和过去轻盈的灵魂两相
失散遥

那些萤火虫尧羽毛尧小人书噎噎那
些曾经短暂拥有过的烂漫袁 俱成为童
年的遗物袁渐行渐远袁四处散落遥

光阴啊袁请不要告诉我院那天上的
仙人尧桂树和玉兔袁皆是虚拟的美遥

请不要用完我的纯真袁 用完我的
信任袁请把那枚叫作白玉盘的月亮袁还
给我浴

周五快下班时袁一
师兄来电袁 说志诚校友
来了袁一起聚聚袁我欣然
前往袁 都是上下届的校
友袁大家相见甚欢遥席间
山子师兄聊起我今年写
的怀念母校的诗作 叶等
您曳袁他说很好袁在很多
校友班级的微信群都转
发并引起共鸣袁 让大家
回忆起曾经在南昌一起
读书度过的一段美好时
光遥 志诚说以前没发现
您有文学方面的专长袁
山子说此言差矣遥 山子
竟然当众背诵起三十年
前袁 我给一位青年教师
写的一封貌似野情书冶的
书信遥让我有点汗颜袁也
有点感慨袁 真想不到有位师兄竟然还惦
记着三十年前我写的一封书信遥 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档案法曳 第十九条规定院野国家
档案馆保管的档案袁 一般应当自形成之
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遥 经济尧科学尧
技术尧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袁
可以少于三十年遥 冶我想作为普通市民一
封书信保密时限早就过了袁 在此我想借
家乡的媒体袁分享这封书信袁希望给年轻
人有所启发院只要认准了目标袁就要努力
争取袁因为错过了一时袁便错过一世遥
XX 老师你好院

昨夜风雨袁洗却了冬日飞扬的尘土袁
春风过处袁唤醒了枝头酣睡的鲜花袁那漫
山遍野沉默了一个冬天的记忆袁 突然现
出生命的绿色袁人们纷纷脱去冬装袁沐浴
在大自然的美妙春光中遥

这是一个连石头都想抽芽的季节袁
这是一个连腌菜还会开花的时辰袁 伴随
着第一声春雷洋溢的欢笑和喜庆袁 你的
心中一定滂湃着许许多多的梦想和希
望遥

也许你也觉得这第一个属于你的寒
假过得太匆忙袁 急促的铃声又将把你唤
回学校袁 但你的一茬茬学生可以把假期
延得老长老长袁 几乎没有什么职业可以
像教师那样怡然自得袁 轻松愉快地工作
生活袁 这也正是许许多多青年朋友愿将
心中的彩球抛给老师的原因遥

还是炎热的盛夏袁我们有幸相识袁正
如所有的喜剧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袁我
从您的言谈中发现了你的纯朴袁 你从我
的眼神中捕捉了我的真诚袁 我的感觉是
夏日浓浓的叶子里流泄的一缕缕轻风袁
清爽宜人噎噎

如所有的悲剧都有一个辛酸的结
尾袁也许我不该有太多的奢望袁也许你不
该有太高的苛求遥 谗言中你的信念发生
了动摇袁你心中的绿叶渐渐变得枯黄袁并
随着秋风飘散袁 我的心也感到了丝丝寒
意遥

在凛冽的寒冬袁 我努力用我的热情
去溶化你心中沉默的冰山袁 但我的热却
被你那持久逼人的冷漠所凝固要要要记得
那天我去你家袁原想和你好好谈谈袁但见
你仍然像被捕后的女英雄面对敌人一
般袁我沉默了遥

在返城的路上袁我这样想着袁尽管条
条道路通罗马袁 但哪一条不需要花费时
间和精力呢袁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袁何况我
们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袁 一切的
一切都容不得有太多的选择遥 错过一次袁
便是一世遥 男人的烦恼淤积于心袁可不像
老酒那样越陈越香袁女人们真幸运袁她们
尚可用眼泪来洗涤心中的忧伤噎噎

祝好浴 签名袁日期遥
以上便是三十年前我写的一封书

信袁后来我们各自都成家立业袁在各自的
岗位上努力工作袁从此也再无交集遥 今天
朋友翻出袁我也有些无语袁虽不能修成正
果袁但努力过也就不会后悔遥 天空不曾留
下鸟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遥 借用李商隐
的叶锦琴曳诗句院此情可待成追忆钥 只是当
时已惘然遥

我所遗忘的月光
阴朝颜渊市文学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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