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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雨轩随记三则
交换一下位置如何？

在写诗之前发生，在诗写下来以后，诗
人便退场了。”
早上挂了一个诗友的电话后，一
他的说法倒是很新颖，给了我启
直在琢磨他的抱怨：诗，总是觉着自己
发。诗歌创作的目的因和功能，除了
写不好，
差一点什么东西。
“兴、
观、
群、
怨”
，
应该还有很多，
每个人
我看了这位诗友的近作，
除了有点
眼中的诗不一样，参与方式不一样，若
拖沓之外，
算是不错的作品。他的疑惑
是将诗的概念及功能说整全，
那肯定就
与追求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文友
升格为现代哲学了。我的理解是，
现代
的。我寻思着，
当我们太着力于作品的
诗歌与纯文学是很慢很靠后的艺术体
有用，结果反而流失了很多诗意存在。 裁，
极其原创，
当我们的生活与口号、
流
在写作前，那个冲动是奔向存在而去
行语、
常识、
熟语等发生追尾之时，
诗歌
的，这里的存在，有很多东西方的不同
可以挺身而出，
帮我们清理这样的事故
命名，
比如大道、
真如、
韵致、
真理、
神秘
现场，并适时帮我们抬高我们的视野，
等等，但当我们写下一个字后，往往适
拉开我们与现实的距离。
得其反，我们离那个存在远了一些，因
这让我们再次回到对诗歌检视之
为伴随着形而下的文字的出现，
种种有
中。个人的诗歌写作史，就是人生对
用之用的想法就出现了，
比如，
思想性， 于非本真状态的摆脱史。尽管这样的
别人的评价，
合适，
发表等等，
一旦功利
摆脱与回归，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要
的一丝闪念划过脑海之后，
总是会对我
不断地肯定又否定，
否定之否定。
们的本真写作形成伤害。
我们很想给现代诗下一个明晰的
一个好的写作的过程，往往是我
定义，但我们同时发现，我们自己的定
们自己与自己搏斗的过程，这里面要
义也在不停演变。这也让每一个人好
经过试错、纠偏、推倒重来、反复编织、 奇，想知道别人眼中的现代诗是怎么
冷处理、反观、整理等痛苦的过程，才
样的，别人是怎么动笔的。我知道很
能将抛在脑后的那个自身的存在重新
多诗人与我一样怀着种种疑惑栖居在
捡拾起来。
让他们疼痛的文字里。我感到这样的
海德格尔说：
“ 人离开神秘而奔向
无答案，要比那些信誓旦旦向你宣读
方便可达的东西，匆匆地离开一个通
诗歌法律，比那些一直手指一两个朝
行之物，赶向最切近的通行之物，而与
代，比那些一直沉浸在平平仄仄中的
神秘失之交臂，这一番折腾就是误入
诗人进步一些，这种进步体现为敞开、
歧途。”这番话用在我们的写作上，就
照亮、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澄明。
是让习惯于托物言志的诗人们要有一
疑惑有疑惑的价值，比之确定，
种自觉，诗是无用之用，本质上说，诗
疑惑更令人神往。
人写作时不属于自己，反倒是被那无
用的诗歌使用的，人不是诗的主人，而
一丛芍药，不可以责备一小朵曼
是诗的看护者。
陀罗的色彩
这么看，我们在写作时，是否能少
流失一些东西，
多一份诗歌的劳绩呢？
对于诗歌的看法，我们很难取得
一致意见。然而那种像小猫小狗一样
疑惑的价值
打成一团的生动局面尚未到来。在
《彼岸》诗社微信群或文学沙龙，我们
诗友于兄发微信说，诗的表达有
细声细气赞美着诗友、小心翼翼安慰
个好处：
“诗能让人们避免与现实的直
着新人新作，生怕薄了情面，伤了友
接碰撞，所以写作是诗人在现实面前
谊，不够淑女与绅士。 我觉得这是无
的自我防护。”又说：
“人与现实的冲突
可厚非的一种谨慎，
“ 人在自然中，好

范堤潮

作 / 蔡文娟

马塘三咏
□ 王鹤声

□ 汪益民
比猫狗在人的书房中”，夹着尾巴“装” 关诗歌的知识，
大致有这么几个层次：
感
文明，总比“世界的主宰”、
“ 万物的灵
觉，
判断，
理解，
叙述。其中一个层次比
长”
、
“人定胜天”
那种态度好一些。
一个层次高。我们都能凭阅读的经验，
我也一向小心地看待别人谦逊的
有着一些零星的关于诗歌审美的感觉；
请教，对于点评这事，不那么当真。因
又凭借这种感觉，
能依稀判断一首诗是
为我很清楚，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我
好的或者坏的；
比判断又高明一些的是
并不比别人高明，只是幸运地找到了
理解，
点头称是，
但还只是理解，
没有上
诗歌这样的视角而已，在那样的视角
升为语言。用形而下的语言描述形而上
里，时有宗教与哲学闪现。如果说我
的哲思，
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有些宗教
有聪明处，那就是“我自知我无知”。 就排斥语言，
禅宗代表性的肢体语言是
情形往往是，点评一点都不难，如果那 “拈花而笑”
，
最常见的答疑解惑便是
“只
些所谓的原则原理，被新手当成创作
可意会，
不可言传”
——就这么高深莫测
圭臬，
则非但无益，
反而贻害无穷。
地，
轻轻将自己和受众打发了；
“遍计所
没有哪个大学靠着理论指导，诞
执性”
的最高等级是叙述。知识只有成
生不朽的诗人。诗歌研讨会、文学沙
为体系和科学才具有现实性，
才可能被
龙难的地方不在说出意见、高谈阔论
叙述出来。在种种语言的阻碍之中，
我
的一方，而在接受的一方。往往是爱
们只有退而求其次，
让被评论者觉得点
好者常常矮化自己，面对权威和现成
评者所说，
只是部分正确的真理片断，
但
答案，
没有说“不”
的勇气。
这同样是双方颇费口舌的事。
一棵青青小草
“一个哲学原理或者原则即使是真
拒入一朵艳花的法会。
的，当它仅仅作为原则和原理的时候，
（拉丁：
《听雨轩随笔》
） 它就已经也是假的了，
因此要反驳它也
就很容易。”诗人、诗歌文本、诗歌评论
难道是可以的么？
构成了我们在大地上诗意栖居的生
一丛芍药
态。诗意是存在，诗人是存在者；诗歌
对着一朵黑色曼陀罗指指点点
是存在，
诗歌文本和评论是存在者。从
责备她的颜色
本质上说，
每一个诗人比起那个无限大
以及小——
的诗歌分母来，
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拉丁：
早春杂弹）
在诗歌生态之中，
诗歌评论当然不
可或缺。我觉得，
好的评论是体系之中
这朵雏菊有着它
的叙述，
是对任何诗歌文本的
“清墒，
培
不完善的地方
土，灌溉，施肥”，而不是扼杀与粉碎。
诗歌要进步，
是每一个诗人在这样小心
我找来了
谨慎的呵护之下实现的自否定，
像麦粒
锄头? 冈恒修枝剪? 铁锹
的消失变成了麦苗，长成了新的麦子，
一辆洒水车……
而不是靠一个蛮横的外力去成全，否
则，
可能直接将自己那粒饱满湿润的种
当我雄心勃勃找全这些
子，
断送为石磨之下的齑粉。
我突然明白了
写下以上这段感觉的片断，我觉
我的渺小
得我们可以呼唤一些同好出来了，里
（拉丁：
《撤退》
） 面有诗人，有评论家，有资深学者，也
在作者和点评者之间，
最好的关系
有活力四射的新人，我们可以毫无顾
应该是平等与互惠的关系。在这样对等
忌地围坐在一起，进行一场面红耳赤
的关系尚未形成之前，
旧的误区还未消
的漫长掐架了。
除，
新的误区随时会形成。这是因为，
有
像一群小猫小狗，
怎么打闹都无碍。

皋东古邑
皋东古邑水含情，一马
平川紫气生。
三角岛融琼树苑，九圩
港辟玉泉津。

驥渚如今，一镇三乡，
水秀景昌。有石雕骏马，腾
空飞跃；英雄史馆，气宇轩
昂。陈迹留风，新区筑梦，
谱出和谐大有章。乘豪兴，
献彩蓝图美，
银饰金镶。

一起被锯倒、
拉走的还有长在香樟树边
结果了，而香樟树更是长势惊人。其
的一棵枇杷树和一棵石榴树，
枇杷树上
实，从来没有精心地为它们施过一次
挂着一串串青涩的琵琶果，
有的果子上
肥，
只是偶尔浇浇水，
一切顺其自然，
从
还残留着干枯的褐色的枇杷花。石榴
其天性。而我最愿做的就是年年岁岁
树上才冒出芝麻粒大的紫红色的小
的陪伴，
或者说是彼此的相伴。
芽。卡车走了，
载走了一个小时前还鲜
喜欢春夏之际的石榴树。有一
活美丽的树的枝干。院子里落满了叶
年，石榴花开得特别繁茂，红艳艳的花
子，
零落单飞散，
萧瑟寂寥。树锯了，
院
儿映得满院喜气洋洋。有的花刚刚开
子里一下子清爽、亮堂了许多，可我的
放，像羞涩的小姑娘颔首低眉；有的花
心里有种空落弥漫开来，
一丝丝的痛夹
全开了，像迎风的小喇叭尽情吹奏；有
杂其间，
揉成难以名状的哀伤。
的还是花骨朵儿，像微型的红灯笼摇
十一年前，我家的楼房建成，小小
曳生辉。一树的石榴花开了一茬又一
的院落里僻了一个小花圃，
房子是两家
茬，夏花开过，树上便挂满了绿色的小
合建的，合一堵墙，两个院子都用矮墙
石榴，精致而可爱。入秋时节，石榴树
铁栅栏围着。院子间的矮墙下，
各家都
生了“洋辣子”
（一种长着刺毛的绿色
有一个小花圃。邻居家的花圃比我家
虫子，皮肤碰到刺毛会火辣辣的疼），
的大，里面种了些葱蒜，秋天里有几株
待到树叶落光，母亲用锯子把石榴树
野菊花。我的花圃里没有刻意种什么， 锯了。可是年年春天，石榴树的根部
却自己冒出三棵树来。最早是一棵香
依旧长出一圈圈柔嫩的枝叶来。
樟树，许是鸟儿的粪便将种子带来的，
喜欢秋冬时节的枇杷树。入秋以
起初只是一棵小小的绿苗，
怯生生地长
后，石榴树掉光了叶子，枇杷树依旧青
在花圃中，孤单而弱小。后来，儿子把
翠。寒风萧瑟，百花凋零，枇杷树上渐
吃过得石榴、
枇杷的籽儿随手扔在花圃
次开出一串串白花来，
那些花儿用绽放
里，花圃里边长出一棵石榴树，一株枇
的姿态告诉我美丽是一种坚毅、傲然。
杷树。我以为，
世间万物的相逢都是机
那些飘雪的日子，枇杷花开得更艳，我
缘，在这个喧嚣的小镇，我的小院独守
曾被枇杷花聚寒而生所感动，
特地撰文
一方宁静，我与三棵树相逢、结缘了。 《那些花儿》，
以记录心中的感慨。
我是相当喜欢花草树木的，
不知它们是
喜欢香樟树的四季常青。它总是
否能从我日日的目光抚摸中感受到这
郁郁苍苍、蓬蓬勃勃，呈现无比旺盛的
份情意。不肖几年，石榴开花了，枇杷
生命力。一棵及其寻常的树，在小院

□ 顾新红
巴掌大的花坛里撑起一片生命的绿
荫。每天在鸟鸣中醒来，呼吸生命的
芳香，那种感觉煞是美妙。清晨站在
阳台上，看鸟雀扑棱棱飞到对面的屋
顶，享受片刻的安宁，也曾撰文《驻足
春晓》，描摹我和香樟树还有鸟雀们共
处的时光；傍晚，借着夕阳的余光找寻
鸟雀栖息的身影，
常常有为鸟儿挂个木
屋的冲动，终是没有挂上，但我知道鸟
儿们在这棵樟树上生活得自由自在，
从
每天清晨，院子里数量不菲的鸟粪，就
可以判断它们的数量和生活状态。
因为鸟粪，因为围墙上的裂缝，因
为化粪池的担忧，
还有被树枝撑弯的电
线，邻居一次次要求把树挖掉，我一次
次辩解、拖延，直到围墙上的裂缝变成
缺口，
我不得不请人把树都锯了。城市
之大，
竟没有一棵树的容身之地。习惯
了绿意葱茏的日子，
习惯了在眼睛被电
脑迷糊的时候看看满树的绿色，
习惯了
被鸟雀唤醒的每个清晨，如今树没了，
不知那些鸟雀飞到何处去安家？与树
结缘，
依然有缘尽的时刻，
好些天了，
这
份缘尽的痛还在心底阵阵袭来。我后
悔，竟然没有给这些树拍过一张照片，
只能用文字记录我的追思与不舍了。
与树告别，原来也不是轻而易举
的。人与万物都有缘，缘来无意，缘去
依依，不知树是否也有来世，可以与我
重续前缘？

新城建设煌煌。大潮
涌、高歌赤帜扬。瞧乡村竟
秀，浓妆淡抹；城镇争艳，更
換新装。鸟唱升平，蝉嗚富
庶，时代风光掩昔凉。喜今
日，
赏古城新貌，
盛世天堂。

满江红·晓圹怀古
水道串长，穿城过，旧
痕 难 觅 。 思 曩 日 ，城 乡 形
胜，已非畴昔。舟泊河汊灯
明灭，卤煎金也书中记。千
般景，
入梦总萦心，
何堪惜？
怀往事，翻典籍；访故

旧，寻踪迹。历沧桑风雨，
展奇呈异。开放枝头花蕊
绽，创新节律马蹄疾。旌旗
奋，
一路卷风尘，
征途阔。
注 ：三 角 岛 、骥 渚 、晓
圹、
. 丰禾均为馬圹别称。

家乡的竹林
□ 缪文山
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
的竹子越来越少见了。可
是我的家乡袁庄镇孙庄村
村部北侧约 200 米左右，却
有一片美丽的竹林。据考
证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当年栽竹的人早已作古，但
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壮观的
景色。
每年春雨过后，一棵棵
的小竹笋偎依在母亲的身
旁破土而出。眼看着小竹
笋们一天天长大，竹子越长
越高，竹林越长越密，根系
越长越发达，占地面积也越
来越大。远远望去，就像一
片绿色的海洋。夏天人们
走进竹林，便能看见数不尽
的竹子，高高的，直直的，仿
佛像一根根“擎天柱”直插
云天。尖尖的竹叶在枝头
摇曳个不停。中午外面的
世界被太阳烤得大热，然而
当你走进竹林，就像进了一
个凉爽的世界，那一阵阵凉
风吹来，令人心旷神怡。秋
天的早晨，碧绿的竹叶挂满
了露珠，如果用手轻轻一摇
竹 子 ，露 水 滴 滴 嗒 嗒 往 下
落，好似下了一场竹雨。傍
晚时分，各种各样的鸟儿成
群结队一批又一批来到了
竹林，此时竹林与鸟儿构成
了一幅和谐的画面。鸟儿
们有的站在竹子上叽叽喳
喳叫个不停，有的展开双翅

拥抱着竹尖。我虽然不懂
鸟语，但我猜想他们是在乘
太阳落山之前召开一个“联
谊会”，以此来庆祝一天的
劳动成果，并向往着未来的
美好生活。竹林随着微风
发出“沙沙”的响声，这一切
构成了一首美妙的《村间交
响曲》。夜幕降临了，竹林
的鸟儿鸦雀无声，竹林又成
了鸟儿的天然屏障，呵护着
忙碌了一天的鸟儿们进入
了甜蜜的梦乡。冬天来了，
北风呼啸，天寒地冻，人们
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袄，一些
树都冻得直发抖，树叶全掉
光了。唯有竹子一点也不
畏寒冷，依然昂首挺胸地站
在那里，叶子越发苍翠，形
象更加刚毅。偶尔遇上一
场暴雪，竹林披上了一层厚
厚的雪衣，远远望去像一座
白茫茫的雪山。没过几天，
在太阳的照射下，竹林里的
竹子齐心一抖身子，把盖在
身上的冰雪全部抖落在地
上 ，他 们 又 重 新 挺 直 了 腰
杆，精神抖擞地去迎接新的
挑战。
家乡的竹林一年四季
都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景
色。我深信，这片竹林在美
丽的乡村建设中将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百年竹林将
会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生
机盎然，
蓬勃向上。

巴

□ 姚晶晶

蔡小舟 摄

与一棵树结缘

如泰河边铺锦绣，马丰
道上踏歌声。
特色经天天布泽，小康
纬地地怀恩。

沁园春·驥渚新貌

哑

一棵树，相伴十年，彼此见证了成
长。一小时，树倒叶落，只剩一截树桩
留在我记忆的伤痛里。像一场恋爱，
亲亲我我谈了十年，分手只是一个转
身的时间。
星期六，
院子里的香樟树叫工人给
锯了，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树桩，像座
墓碑，
祭奠着曾经的生命。也许早该为
这棵树搬家了，只是一直不舍、不忍。
渐渐地树根深入围墙，
渗透到地下的化
粪池，
不得不一锯了之。否则，
“围墙早
晚会倒塌，
化粪池也会渗漏。
”
邻居这话
说过不知多少次了。为了这棵树，
我纠
结了很久，甚至当邻居道起他的担忧
时，我还强词夺理、据理力争。但是树
还是不得不锯了，
因为两家合砌的围墙
已经出现了几道大大的裂缝，裂缝狰
狞，触目，像一道伤痕雕刻在岁月的深
处，
未及触碰，
便满目疮痍。
那么高大的一棵香樟树！日益粗
壮的树干，有篮球的横切面那么粗，高
度早已超过家里的三层楼房。树冠荫
盖着两个小院，
四季的阳光从叶缝中筛
落一地的斑驳，
常青的绿叶还有掩映其
间清脆鸟鸣，
让隐居城市一角的小院四
季生机盎然。在一阵铁锯的粗糙低吼
过后，轰然一声，这个曾经坚毅的身影
匍匐倒地，枝折叶落，香气四溢。不消
半小时，大树被迅速肢解，装上了院外
的一辆卡车，
突突地拉走了。和香樟树

RIBAO

一
我以为
哑是他的姓
巴是他的名
“哑巴叔叔”
爸热情的领着叫他
阿阿 阿阿
眉开眼笑的比划
一把高举起面前的小娃
被风吹动的黑色
是地里头长出的浪
浪尽头的黑里漏出几
点光亮
是一条线上的瓦房
无数夜虫
在浪里大声叫唤
深峻的普鲁士蓝把天
地罩上
二
淡淡的绿色
玻璃里有气泡
是哑巴叔叔的巧手
划开球顶
才好让
火红的龙虾住在里面
吃食 散步 打架
吐泡泡
我等着哑巴叔叔哟
什么时候
再给一个玻璃浮子
做鱼缸
我要养
书上有的金鱼
童第周的鱼啊
该是什么样？

三
跟着导航
拐弯
看，
这里
是我家的厨房
正有南瓜摆在窗台上
搭讪
指田北水泥墙落
八十年代曾住在麻风
医院
再指这排房
有过一个哑巴叔叔
和我玩
蓝色卡其帽檐下
脸色一闪
顿了一整秒
背手向天上望了望
“他是我哥哥”
他说
四
再没新的鱼缸
一个淡绿色的玻璃浮子
在老家床底落灰
三十个寒暑
以上
某年某月某日的夜里
渔船上的哑巴叔
和朝花夕拾里的范爱
农一样
落下去了
他不能在南黄海的浪
里呼喊
深峻的普鲁士蓝默默
把天地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