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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的梦想
!

许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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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不止一次地对女儿说!等

我退休了!就回农村老家去" 然后

盖一所大房子 ! 在院子里种满果

树!花草!蔬菜!再养二条狗!若干

只鸡和鸭" 如果院子够大!就再挖

一个小池塘!养上锦鲤和睡莲" 我

要让我的庭院鲜花围绕 ! 果香四

溢!鸡犬相闻!充满诗情画意!用现

在流行的说法就是要诗意的栖居"

女儿就不可置否地笑" 然后问

我!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我脱口而出$进城"

真的!我小时最大的梦想就是

能到城市生活 " 大概是我七八岁

时!母亲领着我去给城里的二姥姥

拜寿!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是有

城市和农村之分的" 我看着城市里

的高楼大厦! 整洁的柏油马路!穿

着百褶裙的小女孩!如同来到了世

外桃源" 城市对我来说!就像一个

五彩缤纷的魔石!又像阿里巴巴的

山洞!它在我幼小的心中幻化出许

多美好想象和希望"

回到家的当晚!我就跑去问教

书的大娘!咋样才能住到城里# 大

娘说!好好念书% 我记住了大娘的

话"

如今!我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

十几年!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有房

有车!有一个幸福的家!可总觉得

有失落!这个城市的热闹!繁华!悲

喜与我都是淡淡的!保持着不远不

进的距离!始终无法有贴心贴肺的

温热" 我知道!我的心已被那个小

村庄打上了烙印" 村后面的那条小

河水洗过我的发!我的衣裳 &田间

地头大片的野菊花温暖了我的童

年&我是听着庄稼拔节的声音长大

的" 我早已习惯它的脾气!它的笑

容!它慢吞吞的节奏" 甚至买一把

青菜!我都会想!这是我家乡种出

来的吗# 它是否带着我父老乡亲的

体温和汗水#

可我究竟无法放弃城市里的

一切" 我如同活在城市里的一条

蛇!迷茫而执拗" 只好一遍遍诉说!

等我退休了!一定要回老家去"

没想到堂哥却先我一步回到

了农村老家" 他已官至副科!有大

好的前程" 老支书孙子结婚时!他

回乡赴宴!看到村庄许多闲置的土

地和留守的老人及孩子!看着死气

沉沉的村庄 ! 他的心被深深刺伤

了!回城的第二天!就毅然辞了职"

他把闲置的土地集中起来!种上了

草药和果树 ! 然后在果园里养鸡

子" 村里陆续有年轻人不再外出!

和他并肩作战" 他的梦想是能在村

里办几个加工厂!让村子里的劳力

不再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可以赚

到钱" 让村庄里所有孩子都有父母

在身边疼爱!所有夫妻都能朝夕相

处!所有老人都能老有所依"

我佩服堂哥的魄力和智慧以

及对父老乡亲那份深深的情谊" 直

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和堂哥上学时

互相激励的话!我们说 !我们一定

要加油!考上大学!去城里居住"

梦想轮回! 从农村到城市!又

从城市到农村!每一次梦想出发都

代表着美好的渴望和希冀" 当个人

梦想被一种更为宏大'更加悲悯的

梦想所代替!我父老乡亲的生活会

更加美好 ! 我们的生活也更加美

好"

爷爷纪事!组章"

!

朱国杰

旱烟袋
旱烟袋是爷爷永远的伙伴!也

是父亲对爷爷定格的记忆"

夕阳下!爷爷轻轻磕一下铜烟

袋锅儿!捏一撮碎烟沫儿!划一下

火镰儿!猛吸两口气儿!冒出一股

烟儿" 爷爷望着他的(沙沙)吃草的

牛马儿!乐得张开了嘴儿"

在吸烟的(吧嗒)声里!爷爷品

尝着苦涩的岁月&在烟袋锅的忽明

忽暗中!人们渡过了饥馑的粮荒时

代& 在一缕缕飘缈飞舞的青烟中!

人们熬过了寒冬!迎来了明媚的春

天"

旱烟袋!成就了农村老人当家

做主的历史" 找寻它!就要在记忆

的博物馆里&怀念它!就要在温馨

的梦中"

木匠箱
爷爷是木匠!为了全家人的生

计曾经辗转十里八乡" 木匠箱!被

爷爷背了一年又一年!斧子 '刨子

被岁月打磨得锃亮"

在爷爷手里!每一个家什都是

他的得力干将!每一个工具都见证

了爷爷忙碌的身影和匆忙奔走的

脚步"

被我们哥弟几个磨光的小板

凳! 陪伴我们度过了欢乐的童年'

满怀憧憬的少年& 一张三斗桌!见

证了我和哥哥十年寒窗的艰苦岁

月&老屋的门窗!浸透着爷爷咸涩

的汗水&姑姑的嫁妆!被爷爷打磨

得油光瓦亮" 这些!都是爷爷的杰

作"

爷爷早已作古!那些工具箱里

的(孩子)被顽皮的我们扔得七零

八落! 家里没有人再从事木匠行

当!村里更没有人再学木匠" 这既

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时代的悲哀"

柳叶茶
柳树! 是故乡的窈窕淑女&柳

叶!是农家女娃弯弯的眉"

一把柳叶 !一只粗碗 !一碗青

青的柳叶茶是爷爷整个夏天的(碧

螺春)"

庄稼人没什么文化!祖先流传

下来的就是文化" 爷爷坚信着这句

话"

爷爷不懂柳叶能清热解毒!更

不懂科学养生&但是!整日以柳叶

茶洗胃的爷爷倒精神矍铄!面色红

润"

柳叶茶! 陪伴爷爷终生岁月!

虽然苦涩却让爷爷品出了清贫岁

月的甜蜜"

苦中有乐!苦甜转化终逃脱不

了老子的有无相生! 物极必反!否

极泰来的大道之律"

羊皮袄
它来自遥远的新疆!坐了七天

七夜的火车! 辗转来到爷爷身边"

从此!它成了爷爷寒冷冬日里最亲

密的伙伴"

外表臃肿!内心火热是它的全

部" 它以宽容之心吸纳了爷爷高大

的身躯!成就了一位老人对温暖的

渴求"

它跟随爷爷后半生!免去了奶

奶为爷爷缝补浆洗的烦恼!奶奶并

没有因此而少挨爷爷的训斥和怒

骂" 可怜的奶奶啊!就这样跟随了

爷爷一辈子"

羊皮袄曾经是爷爷向村里老

头们炫耀的资本" 因为那是全村老

头中间唯一的一件正宗羊皮袄!来

自遥远的祖国大西北"

爷爷去世的那一年!羊皮袄也

随他而去" 不知在这天寒地冻的腊

月!爷爷在天堂穿着曾风光一时的

羊皮袄!是否温暖依旧#

大带子
奶奶熬了两个夜晚!终于为爷

爷织成了一条长近一丈!宽尺余的

大带子!被游乡串街的染匠染成了

锅底色" 黑色的粗布大带子!饱含

了奶奶的一片深情!寄托着奶奶的

无限爱恋"

我和哥哥曾随着大带子的渐

渐褪色而长大" 大带子被爷爷扎在

腰间! 让爷爷感受着寒冬里的暖

意!也曾让我和哥哥感到了爷爷脊

背的宽大和惬意"

一个偶然的机会!大哥调皮地

把小石子砸在小叔的头上" 爷爷的

大带子抽住了大哥的光头!曾让大

哥记恨一生" 爷爷至死也不知道大

哥还在气着他"

腰束大带子是当年标准的豫

东老农形象!而现在已找不到当年

爷爷腰束大带子的身影!更找不到

腰束大带子围着火堆讲古的老头

们和他们冬日里鼻涕耷拉老长的

镜头"

大带子!见证了中国老百姓的

艰辛生活!更温馨了豫东娃清贫岁

月的记忆"

关于李陵
!

王一哲

!!!!!!

困顿的夜! 在百度上查资料!

抬眼看到辛弃疾的一句词!便睡意

全无"

(将军百战声名裂" 向河梁'回

头万里! 故人长绝)*辛弃疾+贺新

郎,"

他在说!李陵"我在想!李陵"

隔着漫长的风尘岁月!凝视着

这个越行越远浸透着浓重悲切的

背影! 我几欲开口又几度哑然!深

刻的疼痛压迫我继续沉默!却又不

愿沉默" 深沉的夜!我敲下这些拙

劣的文字!为了成全自己!为了千

百年前!那个一去不回头的大汉青

年"

我执著地心疼这个变节将军!

在他身上纠结着太多我们一代人

不用思考不用面临的大命题!忠诚

与背叛'国家与个体'军人与文人"

他穷尽一生在国恨家仇中艰难地

挣扎抉择!诵着千古美文-答苏武

书.!心中有无可言状的感动!牵筋

动骨的痛楚" 李陵!名将李广之孙!

他从出生开始就注定背负着沉重

的梦想$光复李氏将门的荣耀" 他

带着梦想踏上了征程!也踏上了一

条不归路! 他是掌权者的一名弃

将!五千步兵深入沙漠他能掌握的

只有死亡" 血战到底!箭已经射光!

没有屏障的三千汉军聚居在峡谷

之中!巨石滚滚而下" 头上是数万

匈奴骑兵!箭如飞蝗" 时隔千年我

仿佛还能轻嗅到那晚的凄冷和血

腥!心头轻轻地发颤!不是来自于

战争的残酷 ! 是对人心冰冷的绝

望" 汉武帝'路博德还有更多妨功

害能之臣静静地等待着他的死亡"

可他却选择了活下去!或许是为了

保留他视为兄弟残兵的性命!或许

是为了等待机会为大汉尽力" 总之

他降了!他违背了当权者定下的游

戏规则" 所以说了几句公道话的司

马迁被施宫刑! 所以上念老母!临

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

当他被汉武帝像鱼肉般送人

宰割五千步兵深入沙漠弹尽粮绝

忍辱投降! 为什么还会呼呼如狂!

自痛负汉# 当汉武帝轻信他人之言

夷其三族!为什么他却冒着生命危

险为汉家清除一大隐患# 当单于对

他礼遇有加封王纳婿!为什么他还

要自请到偏远之地# 当他带领三万

匈奴精兵追击汉室疲军!为什么会

转战九日无功而返#

(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

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 !庶几

乎曹柯之盟 ! 此陵宿昔之所不忘

也)" 在生死存亡的一瞬间!他在想

的依旧是为汉室忍辱负重!即使被

大汉推上祭坛!夷三族!他对大汉

失去归属感!心灰意冷!他生前从

未参与对汉朝的侵略甚至在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保护" 他没有对不起

任何人! 他更不必有愧于任何人"

相比李陵事件后(陇西士大夫以李

氏为愧)! 他在大汉王朝前可以站

得坦坦荡荡!可他终究为自己选择

了一条太难的路!他没有殉节成为

流芳千古的英雄!他的汉家心太重

太重!他又无法成为卫律一样简单

意义上的降臣!他给了自己最惨痛

的精神折磨 ! 终日承受良心的折

磨!永远地被命运放逐" 千年时光

追溯而来!这个背叛者被儒家君君

臣臣的迂腐打上太过荒凉的底色!

得到的温暖太少太少" (一国之立

也!必倚忠义&一人之立也!必知尊

严)" 有人说李陵之降也!其情固可

原之!其责则断不可免" 而正是在

他身上这种情和责被杂糅于一处

如此难于明晰分开!使得当我们把

目光投向他并细细察量时!才发现

要想看清他那个独特的世界!又该

有怎样的艰难% 这种艰难!不但源

于对其一生之苦难与不幸的深深

同情!和对其失足之怜惜之矛盾的

无奈沉吟!更也是对两千多年来多

少兴亡旧事的悲凉的叹惜" 然而青

史一页页! 不就是如此写就的么#

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仍能看到逝去

的旧影!似乎仍如幽灵般在眼中晃

动&眼前的一幕幕!虽被包装了新

鲜的色调!然而偶一沉吟 !却总让

人心里怦然一动!总觉得它们似曾

相识"

将军百战声名裂" 向河梁'回

头万里!故人长绝 "

远去的!李陵"

诗二首
!

宋明

青海行
长思访西边!驾车踏贺兰"

山高云脚低!草枯马蹄浅"

金戈几度喧!去留两肝胆"

风渺闻羌笛!春应度玉关"

龙门赏月
伊水天阙起龙门!帝乡王气肇人文"

汉时明月凌微波!唐宫霓裳了无痕"

古月新磨照今人!今月曾经照古人"

寻常家人团圆日!一片清辉耀天伦"

最初的温柔!外三首"

!

邵世民

!!!!!!

时间的枝叶上 会说话的露珠

持续一阵子 覆盖了我们

朝霞一样的青春 激情的鸟叫

拨亮深邃的眸瞳 一个梦幻的季

节

最初的温柔 期待着美丽绽放

梳理青春的那把梳子慌乱地梳理

相拥的甜蜜和眉梢上的火花

当草根的情结摇响花季

爱正从潮湿的眼角溢出

草的脚步
草走近了 草以新鲜的感觉

走近春 走近鸟的歌喉

走近千年农谚

草 这个诚实厚道的孩子

已在春的前沿等待许久

天 清澈湛蓝

风放飞渴望 桃花艳了 梨花俏

了

草没有跟风

草依然以嫩绿固守着泥土

鱼儿在静夜呓语

叶子乐于倾听叶子 花儿望着花

儿

微风相拥着爱

是谁在一个单词与另一个单词之

间徘徊

俊俏的三月发出均匀的鼾声

一条小河把月亮揽在怀中

月亮船上偶尔传来狗叫

鱼儿呓语 吓跑了流星

吊 兰

面黄肌瘦的吊兰

刚刚从冬季走过来的吊兰

怯怯地站在春的面前

吊兰低垂着头

仿佛自己做错了一件事

仿佛有很多很多委屈又不敢言

春 更无言

春知道自己的内伤

何况毫无根基的吊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