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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保安

一片彩云!

飞飘在无际的蓝天!

以她多彩的身姿!

描绘出天空的壮观"

天空不再单调!

有了色彩! 有了神韵!

有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彩云啊$

你是散花的仙女!

你是高山的雪莲$

你是默默燃烧的红蜡烛
!

你是无声流淌的山泉$

你不求索取! 无私奉献!

消损着自己! 把善美留在人间$

啊!

我赞美彩云!

愿你永远绚丽灿烂!

为霞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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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的山妹子
!

加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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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齐遂林老师讲给我的一个故事!

用他的诗! 那本诗集的名字就叫 "魂归来

兮#$ 我猜那是齐老师专门为山妹子起的!

意图在茫茫冥界给山妹子点一盏回家的

灯$

山妹子死了!在一个梦酣的晚上$

那个梦是美的!山妹子一直做了十年$

她!想让她的诗变成铅字!整整齐齐排

列在城里人的报纸上!然后!出一本厚厚的

集子!站在城里秀才面前!读给他们听$

她写诗! 在风吹的白昼! 在雨落的夜

晚!在劳作的地垄!在火红的灶前!在奔流

的溪边!在不眠的床上$ 深山的纯净养育着

她!山泉的清凌滋润着她!山花的馨香熏陶

着她!淳朴的民风感染着她!对诗的挚爱激

励着她!一天天!一年年!山妹子喜滋滋地

长成了一朵鲜花$ 她写的太阳没有落过山!

她写的月亮总是那么圆! 她写的映山红能

开遍春夏秋冬! 她写的杜鹃花能变成美人

鱼$ 像女娲用土造出人类!山妹子用笔尖造

出山川大地草木鱼虫! 造出外婆会唱歌的

童话!她创造的世界里尽是美!没有魔鬼没

有灾难$ 她把自己的诗作朗诵给村里人听!

迷倒了老老少少$ 村里的土豆弟%菜花妹像

蜜蜂一样围绕着她!崇拜得寸步不离&叔伯

姑婶无不夸赞山妹子是个下凡的仙女!说

她手里有一只魔笔! 把深山野沟描绘得如

同天堂$

十年磨一剑! 山妹子的诗写了厚厚一

摞$ 全村人凑了很多红枣%鸡蛋%燕窝和芋

头!鼓动着山妹子绕过九十九道山沟!到城

里去出一本书!和那里的秀才们比试比试$

看着乡亲们热情的眼神! 带着外婆殷

切的祝福!跟着两个护送她的叔伯!山妹子

满怀期望地踏上羊肠小道$

城里的人真多!车真多!街道真多$ 山

妹子背着沉沉的竹篓!在好心人的指点下!

终于来到一个大院$

怯怯的! 山妹子站在门外喊了半个时

辰!门帘里噼里啪啦!只有'五万八饼七条(

的回答$ 山妹子疑惑地揉了揉眼睛!'县文

联(几个大字依然通红如火!烫得她的心一

阵突突乱跳$ 这就是文联啊! 是作家的摇

篮!是我的诗将要飞出山沟沟的金桥) 多少

次我在梦里见过它! 现在终于来到它的跟

前$ 像草民拜见皇上!像学生面对大师!山

妹子心跳撞得胸口直疼!她紧紧捂住胸口!

生怕里面的小兔子一下子蹿了出去$ 她害

怕她的叫声会惹怒皇上激怒大师! 她不再

出声!悄悄在台阶上坐了下来!静静地等$

太阳在天空巡视了一周! 丢下山妹子

独自下山去了$ 枝头的麻雀瞅了瞅天边涌

来的乌云!惊惶惶飞过了屋脊$ 山妹子坐在

暮色的屋檐下!肚子一阵阵叫唤!她已经一

整天没吃没喝了$ 山妹子用舌头舔舔干裂

的嘴唇!又站起来紧紧裤带!活动活动麻木

的腿脚! 偷偷用一个手指把门帘掀起一条

缝!往里瞅$ 屋里亮起了电灯!雾蒙蒙的!浓

烈的烟草味儿从掀开的缝隙蹿出来! 山妹

子赶紧放下了门帘$

门帘终于挑开了! 从里面走出四个中

年汉子$

山妹子心慌手乱地掏出自己的诗!呈

了上去$

他们问过山妹子的年龄! 问过山妹子

的学历!问过山妹子的住址!问过山妹子的

身世!相互会心一笑!将她请进了屋里$

茶倒上$

菜摆上$

酒斟上$

拿过山妹子的诗集!你翻!我读!他看$

都说山妹子是个奇才!都说要敬奇才一杯$

不会饮酒的山妹子! 不敢不接皇上的

恩赐$ 心地善良的山妹子!哪里知道这酒杯

背后的心机$ 几杯酒下肚! 山妹子头昏脑

涨!身体发虚!面若桃花!眼神迷离$

山妹子恍惚觉得! 飘荡的身体被恶魔

抱住!拖进漆黑阴冷的地狱!魔爪撕烂了她

的衣服!一只黑熊!扑在自己的身上!呼呼

喘气$ 黑熊变成了大山!那是她心爱的大山

啊!为什么也要把她压在山底* 身体撕裂般

疼痛!神经在剧痛中清醒!她拼命要把大山

推翻!可那山太重了!一座挨着一座!还有

隆隆雷声和滂沱大雨++

山妹子死了$

山妹子杏目圆睁!嘴唇没闭!似乎要把

看到的一切告诉世界! 似乎要讲述一个关

于魔鬼的故事$ 但是!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光

芒!她的喉咙里没有了气息$

山妹子莫名其妙地死了$ 满怀憧憬地

进城!要出书!要跟城里的秀才比试高低!

这么好的女娃!怎么忽然间就死了呢*

有人说她嫌山沟里太穷!深夜出走!被

狼咬死了$

有人说她太土!爬城里的洋楼!失足摔

死了$

有人说她偷城里姑娘的连衣裙! 被一

群人追上!乱棍打死了$

有人说她和城里的男人鬼混被人发

现!没脸见人!跳河淹死了$

++

半年后!一本名为,山魂#的诗集在大

都市的书店畅销! 人人都说诗词写得剔透

玲珑像仙女绣花! 但封面上的作者却是四

位男性的名字和照片$

评论家们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

趋之若鹜惊喜不已 ! 争相探讨关于性别

互串的创作奥妙 ! 纷纷揭示灵性天才的

神秘++

当喧嚣退去!县文联的那间屋子里!噼

里啪啦的声音更响!屋里的人在守株待兔!

等着另一部作品的奇迹$

太阳依旧每天从东山升起!应付巡视!

然后!往西山沉去$

麻雀照样在枝头玩耍唱歌!竞相媲美!

然后!掠过屋脊$

村里的大人议论%叹息一阵后!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渐渐忘了山妹子和她的诗$

只有山妹子的外婆和土豆弟菜花妹!

鞋跑烂了!钱花光了!被当做盲流又遣返山

里$

后来! 一个叫齐遂林的诗人把山妹子

写进诗里$

再后来!搁笔十年的我读到了这首诗!

把山妹子请上了键盘$

山妹子死了吗*山妹子没有死$山妹子

用她山花般的生命! 给了世人一个永恒的

警醒$ 这警醒是什么* 我说不清!你却懂$

我想!这篇小说到此该结尾了!可我的

心还在痛!这痛牵扯着我的手!不能停下!

不能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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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终

于姗姗来临了)

经过一夜的洗礼!早上起来!大地一片洁

白!树上%房子上%马路上!到处都盖上了厚厚

的一层雪$ 冰天雪地!银装素裹!好一幅漂亮

的图画$ 雪还在下! 空中像飞舞着无数的蝴

蝶!上下翻飞!煞是好看$

漫天飞舞的雪花啊! 纷纷扬扬地从天空

落下来!你轻盈的身躯舞出曼妙的舞姿&你清

凉的气息沁人心脾& 你用自身的洁白装饰着

这热闹的红尘世界$你这人间的精灵!你这多

情的天使!冬天因为有你而更加多姿多彩$你

洁白无瑕!你晶莹剔透!你用洁净洗去世界的

污浊!你牺牲了自己!清洁了大地$ 我也情愿

自己是一片小小的雪花!在空中飘舞!而后默

默地落入泥土滋养大地! 孕育明年一朵小草

或鲜花的新生$

坐在暖意融融的室内!听落雪无声!偶尔

有几只麻雀在雪地里叽叽喳喳地歌唱! 忽而

想起,雪山飞狐#的片尾曲,雪中情#!唯美的

画面在脑海闪现-群山连绵不断!大雪飘飘洒

洒!风夹着雪花扑面而来!蓝蓝的天空下只剩

下沉静的纯美$ 极目远望!天地一色!无边无

际的大雪封锁了视线! 整个世界只剩下了令

人震撼的安静和妩媚$ 而我坐在山中的小茅

草屋中!烧着暖暖的火炉!围着毛毛的围巾!

烤着香香的红薯!喝着醉人的美酒!邀三五好

友!畅谈人生%理想! 吟诗弹唱!手舞足蹈!好

不快乐$要么在雪中来一段优美的舞!白雪陪

衬!大山为景!火红的飘带舞出千般婀娜!万

般柔情! 让那妖娆的舞姿成为天地间绝美的

风景!你我成为人间优雅的绝唱$

远处几个孩子在堆雪人! 红红的脸蛋上

挂着开心的笑容! 大大的雪人背后拖着一个

长长的扫帚做的尾巴! 胡萝卜做的红鼻子滑

稽而可爱$ 虽然寒冷! 但孩子们玩得不亦乐

乎$ 我也好想和他们一块堆雪人!打雪仗!尽

情地玩耍! 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作为成

人!我们的童心已消失殆尽!所以常常会羡慕

孩子的童真童趣$

巍峨的雪山!万物冰清玉洁!草木之根在

地下积蓄生长的力量! 冬眠的动物为来年的

春天做足重生的准备$ 皑皑白雪不会折杀它

们娇媚的生命! 它们在冬天的时日里养精蓄

锐!以待来年活得更加坚强和生机勃勃$人也

是一样!经历冬日的洗礼!经过雪花的浸润!

身心仿佛被清洗过一遍! 放下所有的烦恼和

沉重!一身轻松地奔向来年花红柳绿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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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春

携带着花香 淡淡地

飘落在窗前

偷袭了我的酣眠

一些谎言 急于遁逃

黑色的羽毛

匆忙遗落 我讶异地捡起一片

你的笑容 随着雨点飘忽

告诉我 雪花将要来临

我还是愿意相信童话的

如同相信爱情

世界如此辽阔 黑夜里

持续的雨声 洗亮了

小城的清晨 也把我的梦境

擦拭得愈发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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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磊

覆满整个天空

安静地落下

只怕惊扰我的酣梦

曼舞轻盈

随着那盘旋的风

在夜里舞蹈

沉睡在早晨的田垄

用洁白的玉躯

迎接玫瑰色的黎明

这个世界在雪的梦乡里

纯净

雪! 背负着上苍的使命

春天的花草将会在雪融后返青

深山的幽谷里

会有淙淙的清泉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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