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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些不要音乐

有几声清风就好

膝上 一本薄书

几上 一杯淡茶

书不曾翻得几页

茶却有几成浅了

闭目 诗韵萦心

开口 茶香袅袅

芭蕉

玲珑白石之畔

流溢青绿的妙

风儿摇摆得你

风姿绰约的娇

春与百草共翠

夏燃绿色火苗

秋伴金风飒飒

冬立白雪妖娆

诗人最爱吟咏

画家最爱画描

隔窗且听清音

恰是雨打芭蕉

(外一首)

□ 吕达余

肖像

抬头、挺胸、收腹、扬眉再扬眉，

立正、抬脚、整齐、划一再划一。

红、黄、蓝、绿、青、靛、紫，

工装都穿得如此帅气。

颂歌嘹亮，歌声飘扬，

赤子情怀，滚烫激昂。

祖国万里晴空，

有色乘风破浪。

岁月不曾老去，

你我依然年轻。

有声有色有梦想，

颂声从不停息。

———有感“献礼党代会 歌声颂有色”大合唱比赛
□ 万 青

有声有色有梦想

把冬压在枕边

希望做一个暖暖的梦

心，却长出了绿色的芽

将我纠缠到遥远的春天

我问：我的梦在哪里？

冬答：你欠春天一粒种子

我低声，却不敢叹息

梦，在枕边融化成水

在冬的春天里

我开出了一朵红色的花蕊

面向温煦的阳光

吟唱激情澎湃的诗句

夕阳下的玫瑰

秋雨中的石榴

在绽裂，在跳跃

悠然回首冷霜浸透大地

我踩在冬的目光里

四处都有云烟升起

我点燃一块冰凌

希望它能够燃烧出灿烂的火焰

那自由自在的梅香

只是隔墙的邻居

梦和雪终于融合到了一起

我的脚下似已触到了麦地

明天，我就要远行

什么都不带，将所有的杂念丢去

只携上裹在风雨中清朗的诗句

冬，与你同行
□ 杨勤华

冬天是个静默的季节，大自然
抖落了繁华与喧嚣，变得安然、宁
静、醇厚，像极了一位历经沧桑的老
者，躲在安闲的时光里历数流年，清
点着过往的忧欢，在静默中品咂出
淡泊悠远的况味。

冬天简约静默却意蕴丰富。这
个季节，最适合立于天地之间，聆听
来自大自然腹地的心跳。世界静默
如孤城，好似空无一人，但你能听到
大自然强而有力的心跳。是的，一切
都是鲜活的，只不过在这个寒冷的
季节，万物选择了最智慧的生存姿
态———它们在静静的冬日时光里安
眠，休养生息，做着再次醒来的准
备。

人在静默之冬，会产生强烈的
存在感。这个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们
可以在严寒中穿梭自如，主宰一切。
严冬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颗
火热的心取暖，让这个世界暖意流
淌。

天空真的是空的呢，没有一片

云，没有一只鸟，寂寞安静。有时，整个
天空还会呈现灰色，像一张忧郁的脸，
不知道这个时候，远在天涯海角的云
和鸟是不是感受到了冬天的寂寥，听
到了天空的召唤。它们要在何时赶回
来？我们期盼着。静默之冬，充满了渴
望和希冀。

大地也陷入一场静默的等待之
中，土地沉睡，草木安眠。放眼望去，视
线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和辽远，
极目远方，仿佛能让目光追逐到天边。
这是一次放松的视觉之旅，没有缭乱
的障碍阻挡视线，没有满眼的缤纷扰
乱安宁，就这样把视线投递到远方，觉
得一眼望过去，已经到了八百里之外。
天宽地阔，世界安宁。

遥远的远方，故乡的村庄也在冬
日里静默着。恐怕只有在这个季节，聒
噪的小村庄才会三缄其口，保持着冷
峻之风。冬日薄薄的阳光下，房屋们像
一只只蜷缩着的猫，静静的。虫儿们早
就沉入到最深的梦里，鸟儿们没了踪
迹，偶有一星半点爪痕，也像匆匆涂鸦

的简笔画，一掠而过。家家户户的鸡
儿狗儿也慵懒了许多，喜欢在阳光里
打盹，偶有鸡犬相闻之声，也是“鸟鸣
山更幽”的效果，更显冬日寂寞。在这
样悠长的时光里，人们终于可以停下
忙碌的脚步，安然地享受静默之冬带
来的安稳。

静默之冬，听不到林梢的晚唱了，
树林里叶子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
干对抗着严寒。静默之冬，听不到水
声喧哗了，那些好听的 “咚咚”“淙
淙”的声响，都封冻在寒冷之冬。静默
之冬，听不到小兽们奔走呼号的声音
了，它们躲进了暖暖的巢里，做着一个
长长的梦。

静默之冬，世界仿佛失语了。不
过，在这样安静的时光里，最合适怀想
和憧憬。怀想曾经的繁华，清点一路
走过的沧桑流年。憧憬着温暖早些来
临，期盼着幸福越来越近。

静默之冬，岁月流长。时光安详，
人生静好，请和我一起守望春暖花开
吧！

静默之冬
□ 马亚伟

突然间喜欢起冬天，喜欢纷纷
扬扬的雪，喜欢留存在心底的那片
洁白。

四季里，春天百花盛开，铺天盖
地的大紫大红，赏心悦目；夏天赤日
炎炎、蝉鸣如丝，绿荫下总有一片热
烈；秋天硕果累累，骄人的秋色之
中，多了丰收的喜悦；而只有冬天，
悄悄地躲在幕后，躲在袅袅的古诗
词里，如磨损的文字，写下一年的期
盼。表象里，冬天到处是一片光秃秃
的，萧条着，冷漠着，冰冷着。其实不
然，在我的心里，冬天是古时纤纤走
来的小脚女子，有温柔，有意蕴，有
温暖。它永远是一幅洗尽铅华，脱去
炫目色彩的水墨画，意境幽深，萧然
诗意。

大自然是一位高深的画师，
它把一方水墨调的不浓不淡，泼
洒得淋漓尽致，简洁的线条，明
快的色调，呈现出一种超凡脱俗
的美。

在这样的意境里，远处凝重的
大山，雾境的树影，鳞次的村庄和楼
宇，都在轻纱中迷蒙着；近处的河流
安静地流着，没有了波涛和浑浊，轻

轻的低诉，静如处子，亮如明眸。小村
罩在雾里，灵巧的小鸟啄破雾幔，露出
几声狗叫，小羊的叫声，还有老牛倒刍
的青草味；天空不再高远，低沉的云端
下，雪花舞动，嫋嫋娜娜，仙女般轻盈
和动人；山野和大地脱去一身绿色，回
归到原本的姿态，与飘洒的雪花嬉戏
着，交流着，彼此把心交给对方，在积
雪中开始一场热恋。

凋谢的花朵和枯黄的小草在瑞雪
中打着节拍，温暖的土地下是他们的
梦想，他们在厚厚的棉被下酝酿着新
春的萌动；盘旋的乌鸦不再是黑色的
诅咒，它是冬天的一颗黑痣，雪景里，
昭示着坦诚的箴言；墙角边星星点点
的梅花，如四季中最温暖的铺陈，把一
朵洁白、一朵粉红、一片春意开在墙
头，为冬天抹上一方浓浓的淡彩，为这
样的画增添了意趣。

淡墨里，家家都是一幅舒雅的画
卷，弥漫着温情，弥漫着幸福。烛光摇
红，或围炉夜话，或温一壶老酒，或沏
一杯清茶，每一个场景都是画卷里的
浓淡一笔，让人回味，让人念惜。家园
是童话里的境界，家是温暖的，人是平
淡的，幸福的，每一家，每一人都是水

墨里的墨迹，没有浓墨重彩，没有世间
繁华，亦不哀叹花红叶落，不伤感岁月
流逝。把生命调成浓淡相宜的本色，勾
勒出一个简简单单，蕴涵深厚的日子，
这些平常的物语，在袒露一方的澄净
和舒缓，在此时生命中拥有的四季显
得纯洁和淡雅，那一声酒令，可是冬天
最热烈的呐喊，语音里透着雪白。

庄稼也在水墨丹青里熟睡，碧绿
的麦子静听着田埂边的北风，舒心地
等待一场春雨和梦一起化掉。那些攀
在墙头的丝瓜秧，挂在树枝上孤零零
的黄叶，门边已经掉色的对联，依然守
着老掉的庄园，心里思念着一藤绿色
或节日的妖红，任凭窗外的寒风呼啸，
雪花飘飘，也不愿把自己凋落在最后
的季节里，他们畅想着，迷蒙着，在一
片洁白的世界里欣然回味，那么的恬
静，犹如睡着了。

几只麻雀飞来，雪野里最后的几
滴淡墨，滴落在雪地上，为冬天的画卷
添上富有诗意的一笔，让这样的时令
丰满了，传神了。

世界是美的，冬天是美的，水墨里
的冬天永远的保存着，在梦里，在花开
的时节里。

水墨里的冬天
□ 潘新日

远离故乡，我们的乡音、味蕾、嗅觉
都深深地打上了故乡的印记，这是我们
的名片。古诗中写到 “乡音未改鬓毛
衰”，每次回到故乡，我都用有些拗口生
疏的方言，跟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熟悉的
长者问好，给他们发烟，以示我没有忘
本。

方言就像一张隐形名片，藏身在语
言里，但只要一张口，就亮出了你的家
底，南就是南，北就是北。真正离开故乡，
是从去省城的大学念书开始的，每年只
有寒暑假我才能回到故乡。身居都市，浓
浓的乡愁时刻萦绕在我的心间，方言就
是一张名片，写满乡音乡情，乡音就是籍
贯，乡情就是我们的联络方式。

“吾心安处即故乡”。远离故乡，只
有在新闻里、网络世界里看到一点关于
故乡的信息，听到一两句熟悉的声音，或
者在路边的小摊吃一碗故乡的风味小
吃，才能让我的乡愁有所缓解。走出故
乡，故乡就成了一个空间符号，一个地域
概念，在我们稀薄的乡音和方言里渐渐
地淡忘抛弃……

一直喜欢听北京话，觉得有京剧道
白的韵味，有板有眼，婉转得有章法，仿
佛舞台上的青衣凭空抛出的两管水袖，
有优美的弧度。北京话沉着、大气，颇具

王者风范，但又不是一味地以势压人，而
是想着法子转弯，仿如华盖下的帝王，时
常也能放下君威，一脸亲和地走向民间
一样。

上海方言则不然，它是热热闹闹的
百姓过日子，有些喧哗，有些急躁，还有
一些马不停蹄的慌张，一句接着一句，没
有喘息的机会。急促、细碎，就像上海人
普遍都有的小精明、小门槛，想来，要在
密密的人群和楼宇之间周旋、立足，启用
的智慧宜小，而经天纬地的大胸襟、大谋
略也实在派不上多大的用场吧。

四川方言则是悠闲的，日子过得不
紧不慢，正事也要搬到茶楼里去做，生意
放在浓酽醇香的茶里，一开一开地泡，一
壶一壶地谈，使的是温火慢功夫。所以，
四川话也不是一味地平缓，而是有自己
的节奏，像戏迷合着拍子，抑扬顿挫，悠
扬婉转。

故乡是一个人灵魂的轴和坐标，我
们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那个原点延伸、
转动，而方言就像这个原点的一眼甘泉，
这是我们生命里程和命脉走向的力量所
在。一种方言，其实就是一段历史，就是
一种文化，这里隐藏着语言的奥秘，地域
的奥秘，传承的奥秘，或许，也还有一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奥秘吧。

方言，游子的名片
□ 刘永红

一个文友的故事让我叹息不已。
他说学生时代暗恋过一位女同学，

把她的笑脸当成他的太阳，把她的声音
当成最美的音乐。每天放学，他都会隐在
校门口的枫杨树后，目送着她聘聘婷婷
地离开，直到她摇着马尾辫的身影转过
了邮局的拐角再也看不见……

文友说，那时候太青涩，又因为家境
不如人感到自卑，所以一直没有勇气向
那位女生表达爱意。校园一别，那位女同
学便像断线的风筝，不知飞到了何处。后
来他和现在的妻子走进了柴米油盐的婚
姻中，但那位女同学却一直无法从心他
坎上抹去，成了他的隐痛。几十年后，同
学聚会他才又见到了那位女同学，这才
知道当年他钟情的女生也暗恋着他。一
段两情相悦的情感，本可缔结一桩美满
的姻缘，就因为没有及时表达而阴差阳
错了。

生活中类似的例子不少，有些恋人
闹了一点小矛盾，却因为矜持或者所谓
的自尊，而不愿俯首求和，不愿把埋藏在
心底的爱说出来，结果梗阻越积越厚，在
红尘中越走越远，最后只能看着对方的
背影扼腕叹息或暗自流泪。

我和前夫离婚后，儿子劝他再婚，前
夫说他此生只爱一个人，如果将来有需
要，他愿意为我献出生命。当儿子把这话
转告给我时，说实话，我无法感动。在二
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我已经熟悉了他
的生冷和潦草，即使他羞于说 “我爱
你”，他也应该多一些另外的表达。在琐
屑的日常中，他什么时候能坐下来，拉住
我的手，说一句暖心的话？什么时候能端

详一下我疲惫的面容，给我一个温暖的拥
抱？如果爱，就不要用猜疑、控制、甚至争
吵的方式来表现，微笑地说声“我爱你”
或者“我想你了”，比什么都管用。当列车
已经驶离了站台，你才想起要买一张车
票，不用说，肯定为时已晚。

心中有爱就应该说出来，没有什么表
白比爱的表白更能柔软人，打动人。有爱
你不说出来就容易被视为爱的缺席。平凡
琐屑的日子，如果没有爱来滋润，必将过
得索然无味。不要指望心有灵犀，那是双
方都竖起触角努力扑捉时才有的契机，就
像一个人站在门后等人，而被等的人正巧
在门外把门敲响。

生活中需要表达的，不仅是恋人、夫
妻间的爱。父母、子女间的爱也应该要表
达出来，哪怕这种爱双方都觉得毋庸置
疑。古人的晨昏定省就是一种表达爱的
仪式。子女敬爱父母，晚上侍候就寝，早
起问安探视。父母在这个过程中想要
的，也不仅是希望得到子女的敬重，也
包含了他们对子女的爱意：我要每天都
看见你们，我的孩子们。我要知道你们
是否安好。而我父亲那个时代的男人，
对子女信奉“严是爱，松是害”的管教
方式，这使得子女在成年之后，即便理
解了父爱，也和父亲之间保留了几道沟
沟坎坎的距离。

有爱你就说出来，并不是说表达就可
以轻率。当我们向恋人、家人或朋友说
“我爱你”的时候，不仅要能温暖人，还要
对自己的情感负责任。如果有一天，你能
对着众生真诚地说声“我爱你”，那么你
身上一定发散着佛性的光辉。

有爱你就说出来
□ 何荣芳

方寸之间惜流年，怀念那些用笔写
信，鸿雁传书的日子，雁过留痕字含
香！年终岁末，想给远方写封信，不用
QQ、MSN，不用短信、E-mail、微博、
微信！

不要瞬间的抵达，不要快餐似的囫囵
吞枣，不要剪切、粘贴、复制、下载，也不要
哗众取宠地转载、分享、点评、打赏，或是
拖到垃圾箱里，连同记忆一起清空，再无
法恢复，无从找寻，仿佛不曾来过，甚至不
曾存在！在这通讯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
现代通讯方式缩短了写信、收信、读信的
时间，却拉远了心与心的距离。

再没有写信时的若有所思，一笔一
画地用笔在纸上涂抹、修改、梳理着如乱
草丛生的心事；再没有寄信时，放飞思念
和希冀妙不可言的感觉；再没有等信、盼
信的焦灼与期盼；再没有收到信的惊喜
与欢欣；再没有让信抵达内心，浸润灵魂
的透彻；再无法掂量信与心的重量，填补
每一个空洞的夜；再闻不到信纸笔墨的
芳馨，再已感受不到见字如人的亲切；时
隔许久，再无法去重又打开叠放珍藏的
心情，重拾笔墨串起的记忆碎片，去触摸
伸手可及的往事，重温旧梦———昔日悠
长的回味……

遂翻开昨日发黄的信笺，隔着时光久
远的温度，感到往日飘逝的裂痛，冬眠的
心在麻木中苏醒，掩面而泣！愁肠百结，何
以解忧，唯有书信！所以，想给远方写封
信，用纸、用笔、用心、用情！

以心做纸，铺展开洁白如雪的素笺，
铺展开洁净如水的心情，梳理心绪，文思

泉涌，素笺轻抒，爱浸纸间，静水流深！
以情做笔，提笔挥舞，灯下漫笔，妙笔

生花，笔下烟霞，曼妙而生，旖妮而来。笔尖
的沙沙声，像春蚕啃噬着桑叶；笔尖吐墨，
像是春蚕吐丝，在织一件梦的衣裳。心随笔
齐唱共舞，纸间飞舞灵动的“横、撇、竖、
捺”也随之鲜活起来，是在画心———涂涂
抹抹便是春天，写写画画便是爱情，添添改
改便是百转千回的心路历程！

以爱为墨，饱蘸激情地在心笺上，或浓
墨重彩，或轻描淡画，灵思妙想随墨水汩汩
流出，字里行间都是爱在流淌、奔涌，点点
滴滴，字字珠玑，句句相思！蓝墨水如天使
的眼泪，如蓝湖上盛开着蓝莲，晕染的禅
意，弥漫了纸间，芬芳了心间！

以吻封缄，香吻唇印是盖着时间印记
的邮戳，永远定格存留在不可复制的美丽
瞬间！

托绿色的风，寄给遥远的昨日———飞
鸿雪泥似流年梦痕，那白纸蓝字镶嵌的花
样年华，曾把岁月装点得古典而迷离！

托紫色的雨，寄给遥远的初恋———尺
素之间，曾相思如潮泪如雨，一寸相思一寸
灰！

托粉红的花，寄给遥远的明天———飞
鸿如蝶似梦里飞花，铺满锦绣的前程！

托洁白的云，寄给遥远的天堂———飞
鸿天使似千纸鹤，满载人间的祈愿，在天上
飞！

是的，年终岁末，想给远方写封信，不
用短信、E-mail、微博、微信，不用 QQ、
MSN，而是用纸、用笔、用心、用情，让飞鸿
如雁，在梦里悠然翩飞……

雁过留痕字含香
□ 宋 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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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长天 霜叶红于二月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