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归

卿卿佳人楠木子，怅然不爱北国春。

青丝三千绕指柔，明眸一意相思泪。

寄目嘉陵川峡外，方知相思尽乡思。

杏林儿女何志远，熟地故人以当归。

愿道途途昌且平，良乡非乡待汝回。

——张宇涵于昌平寄送李雅楠自房山良乡归渝

一、小令百字相思如此

念

初见

回首处

渺若云烟

借酒醉春月

暗想往事千千

独夜里长歌当路

只叹当年错看姻缘

少年意气却泪落难掩

说什么故石前盟都不见

何时落盏竟沉然入梦

恍然身在故道亭边

遥望暖春斜阳里

伊人粉黛红颜

恨忽而酒醒

摇头笑我

情仍在

如何

怨

四筏之二

   北林 送瓷遛百家

二、回文机里暗生尘

春愁惹离人，

冷酒饮夜温。

深巷随长恨，

恨假却情真。

真情却假恨，

恨长随巷深。

温夜饮酒冷，

人离惹愁春。

蜂

     刘星鼎

美人抛玉屑，

江晚漫梅风。

梨洲寄蜜意，

竹落弄柔情。

无题

     温伯雅

桑梓有佳人，

翩跹帝都南。

芙蓉正出水，

立定雨风寒。

楚宫柳腰细，

素容艳牡丹。

凤台箫声晚， 

奏断绿绮弦。

思旧念君睡 ,

画愁听雨眠。

一片痴心问婵娟，

月光冷，料应烦。

欲借雁足寄尺素，

北风紧，江上寒。

话长短

壹 贰



爱往深处，化作情诗三行

                           简文书生 

你自青涩的时光中走来

从我疮痍的心里离去

凛冽的寒风，淹没了我们爱过的痕迹

月光带去了对你的思念

带不走的，我还守着的小城躺在温柔的故事里

那里，住着你我最甜美的回忆

任岁月静好，尽管我们已经走散

一往深处的情，已不知所起

渐渐地，我们都习惯了别离

松开手，放纵泪水在眼角肆虐

放飞灵魂自由呼吸

不见了靛蓝的伞，再不去寻，独自淋一场大雨

你将是远方的风景

你也曾装点我的梦，修缮我桃花源里的小溪

回忆在脸庞绽放，扑簌的露水留下余温，我不言不语

人间的四月，柳条秀曼

我在军都山下守玉兰花的绮丽

你远在天涯，杳无踪迹

如果没有相遇

我还是我

穿行于寂静

追逐着阳光

哼一首老情歌

独自赏花开花落

如果没有相遇

你依旧是你

一抹怜惜的身影

彳亍在古道

思忖着往事

捡拾遗落的时光

相遇是否有对错

但走过，错过些什么

生活继续着，突然想

假如没有相遇

我是否会忧郁

你是否会哭泣

假如没有相遇

                  郭少锋

海中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是心上人。

向来有心似无心，

如说无情却有情。

思恋

不过是

你触手可及的影

化作我遥不可及的梦

在一个下着蜜雨的傍晚

我们撑着伞

想你问我天阔不阔，因为我会说自有云鹤

想你问我海狂不狂，我也许会说藏鱼梦乡

想你问我花会不会开，其实我只知道它一样

可爱

只是我不知道

那个伞下的你什么时候会来

没关系，我都在这里一直等待

无题
            北辰

道方寸

叁 肆



5. 致亲爱的栀子姑娘

                                —— 清风自来

二零零一年初识

你在树下，我在树上

夏日炎炎，记忆最为深刻的

是你清澈明朗的眼睛

不知为何

总是萦绕着一股雾气

显得你的存在那么不真实

二零一五年分别

在拥挤的车站

你轻轻抱了我一下下

动作还是那么优雅温柔

眼里还是有那挥之不去的雾气

临近分别

你的手紧紧拉着我

这一刻

我真实感受到了你的存在

二零一七年春节

你和我坐在拥挤狭小的地摊上

透过火锅的层层蒸汽

看着你慢慢

咀嚼着我挑了刺的鱼肉

我开心的笑了

亲爱的栀子姑娘

我花了整整十六年的时间

终于把你留在了人间

  二零一五年分别

  在拥挤的车站

  你轻轻抱了我一下下

  动作还是那么优雅温柔

  眼里还是有那挥之不去的雾气

  临近分别

  你的手紧紧拉着我

  这一刻

  我真实感受到了你的存在

像陌生人暗恋三百又三百多的夜晚

许多年后大梦一场

丢了全部

看雨水中的这些马鬃听着

阿咪东索的恋爱

瞻望情人三年又二载

湖边的玛尼堆年年故去一块

4. 未递出的信

                              ——冯格

走过麦芒疯长的地方

下巴刻着孤独，很长的孤独

每道皱纹都是最后的嘱托

催促着犹豫不决的男人

该用什么样的怀抱

去黑马河迎接黎明

从耳朵里掏出来的情愫

终归陪着自由

致亲爱的栀子姑娘
清风自来

未递出的信
                                         冯格

来到这长安城已有数日

与二三友人朝同食、暮同寝

傍晚时分几人泛舟湖上

一壶美酒早已温好

身旁数位舞姬起舞助兴

这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友人知我贪恋这长安城的景色

于是日日陪同我一起赏玩

可他们又怎能知晓 

我是“因为一个人  而爱上了一座城”

城里的风光依旧  美艳如以往

心中的人儿已逝  记忆难掩藏

月光虽亮  亮不如你眼眸中的灵动

夜色虽凉  凉不抵我此时心中寒霜

今生缘已灭  

当饮酒赋诗日夜笙箫抛却心中念

来世情仍切  

必死心塌地左右追随将那情债偿

不觉间  清风徐来  醺醉不知身外事

迷蒙时  扁舟疾走  沉湎往昔泪无言

城里的风光依旧  美艳如以往

心中的人儿已逝  记忆难掩藏

月光虽亮  亮不如你眼眸中的灵动

夜色虽凉  凉不抵我此时心中寒霜

今生缘已灭  

当饮酒赋诗日夜笙箫抛却心中念

来世情仍切  

必死心塌地左右追随将那情债偿

不觉间  清风徐来  醺醉不知身外事

迷蒙时  扁舟疾走  沉湎往昔泪无言

长安
                                                        H·K

痕迹
                                                         钱浩东

春暮夏初

寻风的凉意

花低语

树摇动

遇见你，裙摆飘飘

我经过

你发也飘飘

散开少女的味道

耳廓微热

非花与我低语

是你裙摆飘飘

撩起季节的暖气

面颊微痒

非树送我飞絮

是你发也飘飘

香气入梢

你袅娜渐远

我却驻于原地

花也静默

树也静默

你的痕迹

竟是热在心头 

5. 致亲爱的栀子姑娘

                                —— 清风自来

二零零一年初识

你在树下，我在树上

夏日炎炎，记忆最为深刻的

是你清澈明朗的眼睛

不知为何

总是萦绕着一股雾气

显得你的存在那么不真实

二零一五年分别

在拥挤的车站

你轻轻抱了我一下下

动作还是那么优雅温柔

眼里还是有那挥之不去的雾气

临近分别

你的手紧紧拉着我

这一刻

我真实感受到了你的存在

二零一七年春节

你和我坐在拥挤狭小的地摊上

透过火锅的层层蒸汽

看着你慢慢

咀嚼着我挑了刺的鱼肉

我开心的笑了

亲爱的栀子姑娘

我花了整整十六年的时间

终于把你留在了人间

 二零一五年分别

  在拥挤的车站

  你轻轻抱了我一下下

  动作还是那么优雅温柔

  眼里还是有那挥之不去的雾气

  临近分别

  你的手紧紧拉着我

  这一刻

  我真实感受到了你的存在

像陌生人暗恋三百又三百多的夜晚

许多年后大梦一场

丢了全部

看雨水中的这些马鬃听着

阿咪东索的恋爱

瞻望情人三年又二载

湖边的玛尼堆年年故去一块

4. 未递出的信
动作还是那么优雅温柔

4. 未递出的信
动作还是那么优雅温柔

                              ——冯格
眼里还是有那挥之不去的雾气

                              ——冯格
眼里还是有那挥之不去的雾气

走过麦芒疯长的地方
临近分别

走过麦芒疯长的地方
临近分别

下巴刻着孤独，很长的孤独
你的手紧紧拉着我

下巴刻着孤独，很长的孤独
你的手紧紧拉着我

每道皱纹都是最后的嘱托
这一刻

每道皱纹都是最后的嘱托
这一刻

催促着犹豫不决的男人
我真实感受到了你的存在

催促着犹豫不决的男人
我真实感受到了你的存在

该用什么样的怀抱

去黑马河迎接黎明

从耳朵里掏出来的情愫

终归陪着自由

致亲爱的栀子姑娘5. 致亲爱的栀子姑娘致亲爱的栀子姑娘5. 致亲爱的栀子姑娘致亲爱的栀子姑娘5. 致亲爱的栀子姑娘致亲爱的栀子姑娘5. 致亲爱的栀子姑娘致亲爱的栀子姑娘5. 致亲爱的栀子姑娘致亲爱的栀子姑娘5. 致亲爱的栀子姑娘致亲爱的栀子姑娘
清风自来清风自来

未递出的信未递出的信
                                                                       ——冯格                                                                       ——冯格 冯格冯格

伍 陆



不知儿时在庭院中

埋下枇杷籽为什么发芽

扔出的牙齿是否还在屋顶上

屋后用石头垒成的蚂蚁窝

是否还在

走失的乌龟到底去向何处

邻居的黄狗

是否还会对我摇尾巴

忘了写一半的日记藏在哪里

被表扬的作文压在哪个箱底

贴在墙上的奖状撕下后去了哪

也不知道

哪一根巨大的铁路桥墩下

曾是祖屋前

太奶奶晒太阳的地方

是与堂哥划过船的小河

一只蜘蛛住过的墙缝

闷热夏天飞进蚊虫与蝙蝠的

斑驳的窗户

吱吱作响的吊扇

响起班主任铃声的楼梯口

闪烁英语老师双眼的后门

不知如今都在哪

也不知书桌前的落地窗

如今倒映着谁的脸庞

走廊里又回荡着谁的话语

谁在铃声响后

走进一样的教室

就像我不知道乡间小道边的花什么

时候开

不知道昌平妖风从哪里吹来

去年在太阳村种的树

活下来了没有

敬老院的锅炉工

是否还是絮絮叨叨

就像没人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不再去埋怨

什么时候想逃跑

什么时候能安定

什么时候会爱一个人

什么时候能明白什么是爱

你曾日日夜夜

出现在我梦里

是万年的轮回

是千年的记忆

似是在哪里见过

却又不曾忘记

许是在云巅

与你携手漫步

许是在山间

与你欢歌跳跃

许是在晨间

与你将草木点点染绿

许是在深秋

任你把枫叶片片敲落

又或许是在江南小巷

我撑着蓝底白花的纸油伞

缓缓走过街角的青石板

你不安分的跃动着

这一刻经久不息

你是上天派来的仙女吧

总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

化作晶莹纯洁的雨滴

奔向人间  盈润我心

雨，凝成溪

只为你跳跃奔跑

洗涤这山间的尘土

雨，凝成泉

叮叮咚咚叮叮咚

为你谱写最清雅的乐章

雨，凝成河

只为你奔腾咆哮

嘶吼出热烈绵延的爱意

雨，凝成海

只为你睁开我蓝色的眼眸

把你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

不可知也
                                                               谌罡

给雨的信
                                                      Mickey

柒 捌



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只是爱上你是一个意外

从小就与你接触，就学习你，

老师让我们一直不停地练习笔画。

我当时想，或许你就是一幅画吧。

随着对你了解的深入，我发现你不是一

幅画，

但我却越来越读不懂你了。

你的内涵深厚，你的韵味绵长，

我能感受到你不可捉摸的魅力，

却明白不了你的不可捉摸。

你离我越来越远，

可我想要了解你，试图拉近你我的距离。

我努力去学习关于你的一切，

可是我越学习越迷茫，

思路是那么混乱，

我越来越读不懂你了。

既然你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我为何强求。

我还有其他需要自己琢磨的东西，

那些东西，都比你好琢磨。

所以我也渐渐远离你。

我知道我不会抛弃你，

我依旧在毫无拘束的表达中追求着你。

纵使我被老师批评，

说我不学八股，无以得高分。

我并不在乎。

如果我的表达充满伪装和虚情假意，

我难受，我知道你也难受，或许，你更

难受。

因为你不希望被那样表达出来，

即使那样的表达优美得如仙女下凡。

上了大学后的我竟然进入你的领域学

习，

我惶恐

因为我曾经是多么地不擅长去了解你

啊！

为了学习而学习的日子里，我以为我了

解了你不少，

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做好。

照耀在虚假的光环下，我以为我小有所

成，

幻想有一天，我可以对你驾轻就熟。

直到，我出国交换。

天，请告诉我：

我的眼睛被蒙蔽到何种程度，

才没有发现她的美？

我的心被蒙蔽到何种程度，

才发现之前的自己有多么的幼稚？

人真的只有感受失去，才会懂得珍惜

吗？

出国那年，我第一次那么单纯的去感受

单纯的热爱一种事物的快乐。

那纯粹的求知若渴的心，

那纯粹的爱到颤抖的痛。

异国的语言唤起的是我内心对你的无尽

思念。

我不停地和异乡朋友介绍你的美，你的

优雅，你的惊艳四座。

我发现原来我那么爱你！

但比爱你更痛心的是，我不会和你在一

起。

现在的我，确实还不够资格。

而这个不够资格，确实是因为我曾经对

你的疏忽。

我痛，我悔！这是我错的代价。

现实让我选择适合我的，我也爱我的现

在，但爱得太理智。

你是唯一能让我纯粹去爱的。

我会继续爱你，爱你到我呼吸的最后一

刻！

到那时，我再和你说：

你好，中文。

用我不迟的悔恨，

献上我对你爱的箴言
                                                                                                                                                                              竹圭壁

玖 拾



往昔
程耀

“这十年，法大没什么大的变化啦，还不如上个十年的变化大。”

  月光流淌，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婆子，迈进了法大的校园，门口灯光昏暗，但走的很平稳，绊

脚的台阶并没有造成影响。

  发胖的身体，宽松的衣服，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岁月把老人可能有的都给了他们。

老头子一只手臂环着老婆子，这个姿势老人做起来怪怪的。

跟着记忆走着，抬头便看到了兰三的牌子。

  “记得我们吵的最严重的那次吗？你在楼下哭，我在楼上看着你哭。”老婆子笑着说道，不是

淡淡的微笑，没有喜悦的笑声，只有岁月沉淀下的安心。

  “哈哈哈，记得。”老头子笑出声来，没有顾忌露出来的缺了口的牙、在风中凌乱的白发。

  “我当时好害怕你真的就说分手，你当时害怕吗？”老婆子转头双眼看着老头说。

  “怕。”说着，老人紧紧手臂，抱着老婆子，熟悉地在额头上亲了一下。

  余光中那边路灯下，有对情侣在接吻。

  余光中那边栅栏旁，有对情侣在吵架。

  依旧，老头搂着老婆子，在校园里继续走着，说着一条条路的故事，一个个秋千上的记忆。

  月光很平静，在老头子抱着老婆子的时候，岁月退却了。

如痴如梦
周南（徐军）

  夜深了，突然想起你，正如往常一样。

  瞅瞅窗户上不清不楚的影子，还有不远处的几点灯火，一不小心出了神，竟然看见了你的样子。    

  人的大脑可真会分区，想你和生活两不耽误，原来这世间的日子，分开来算便是醒来想见你，

睡了梦见你。

道方寸

人心柔软，注定一世为感情所累。

忆及这十余年点点滴滴的光阴，忽有千言

万语，顷刻间涌上心头。

你没有显赫的学历，却有自己的风雅，你

喜欢碎花图案的布匹，昔年时常买来自己缝

剪裁衣，彼时我不知如何形容，直到读到“之

子于归，宜其室家”，才明白你是这样的好。

你的爱是静水流深，留下道道温暖深刻的

印迹，曲折深浅，向远而去。

高中时你送我到校门口，在终于不得不分

别的时候，你从来只一句：“去吧，别回头。”

我便点点头转身而去，如你叮嘱的那般，从

不回头。我怕你看到我汹涌的泪水，也怕自

己回头看到你湿润的眼眶，自此再无勇气继

续前行。

然而岁月的脚步再如何蹒跚，终究随着风

渐行渐远，再不回头。当我忽然发现你的白

发，当我明白与你终有一日要面临生死的天

堑，只觉心里也撒了一把钢针，难过得无以

复加。没有人愿意承受永远的暌违，奈何彼

生彼死，缘起缘灭，从来半点不由人。

念及此，半晌无言，唯见老树枯藤，而昏鸦，

说起梦，不得不说我有多欢喜。人都说一

梦华胥算不得什么，不必较真，我可原谅不

了这种无所谓的亵渎，有你的梦才叫梦，

至于其他的只算得胡思乱想。可惜梦里

总是记不起做了什么事，醒来懊悔，怎么自

己那么拙笨，怎么也记不起。好在不必忧伤，

因为醒来与你还有更多的可能。梦太短，

短到只能有你；梦太少，少到只能是你。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结局，正如迷宫一般，

不是所有的路都有出口。但我还是踏上了回

忆这条路，那是比梦更美的世界。回忆的路

却长的很，所幸一直你都在；回忆的事也多

得很，原来你从未离开。

有人一生追的是真、爱、美三样东西，我

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我便追了你。在你身

后我会告诉自己“别灰心”，在你身边我要

告诉自己“加把劲”，不小心跑你前面了，

别怕，我不走远。

你若有想我的话，记得有我的百分之一就

好，那样，你就百分百的想我了。猜到了吧？

睡前万分想你。挖上一勺你的样子，闻

闻就觉得甜呢。

无题
                                 孙丽

拾壹 拾贰



无处安身。

书中说母亲分娩之时，全身的骨骼都会松

动，我便迷惘——是怎样的勇气，让你为

我的到来，情愿粉身碎骨一次。

所幸你还健康明朗，所幸我还不用太快地

痛悔，痛悔未说出口的再见，以及苍茫的永别。

所幸我们还来日方长。

至此一生，愿汝安好，静候时光。

七月（唐浪萍）

谨以此文，纪念一个人。

                                                ——写在前面    

  又是同一个梦境。

  她着一身褪色发白的蓝色布衣，裤腿一高

一低地挽着，长发潦草地盘起。赤着脚，小

心翼翼地穿行在长满杂草的田埂上。胖嘟嘟

的小女孩在她背上安然熟睡。她嘴嚅动着，

似乎在说着什么，又像是在唱着歌，恍恍惚惚，

一下子就淹没在风里，听不见了。

  她躺在床榻上。长发剪短，稀稀疏疏，眼

睛深深地凹陷进去，整个人瘦得几乎只

剩骨架和皮肤。空气里混杂着刺鼻药水和

悲伤气氛。很难想象，一个人以一日十年的

速度迅速衰老。她挣扎着侧身半坐起来，眼

睛还没来得及睁开，就一口鲜血吐出来。

我整个人像是被架空，轻飘飘的，随着

风往远、往高处飞去。

  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黑色的棺木、麻布

的素衣、恼人的唢呐、痛心的哭喊、蜿蜿蜒

蜒的乡间小路、沉默不语的密林青山。也许

我闻到了新掘出的泥土的味道，也许我该默

默地掉下了眼泪。大风扬起了带着雨水的冥

纸，也应带走心里迟迟不肯放下的难舍。

  我仰起头，大雨倾盆而至。

  闭上眼，雨砸在脸上，满世界腥红。

  醒来。醒来。醒来。

  我多么希望过去的一切不过是个反复的梦

魇，醒来，她就在我身边；我多么希望她还

是一头乌黑的长发，浅浅地笑，轻轻地唱着

歌；我多么希望能够拉着她的手，唤一声“外

婆”⋯⋯

  只是，我连靠近棺木看她最后一眼的勇气

都没有。

  青山不语埋白骨，白骨无言伴青山。

  风清清。雨凄凄。

  外婆。我很想你。

梦与忆

  四零二的故事，始于 15 年的夏天。

  扛着行李逆向人流挤上四楼，两名面窄墙

绿漆对成楼道，拐入四零二，没想到数个旅

行箱拥挤的寝室仍同楼道一般匆匆忙忙，只

是忙碌着收拾宿舍的身影们凭添了几分生气。

  于是我们六个出于缘分，出于命运，

共居一屋檐下了。

  三张桌六把椅，只剩我们六个的时候，十

平米的小屋倒也自得。

  四零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任外界匆匆，

自容人安宁的角落。

  军训虽苦，却也让我们把最没有形象包袱的

一面互相展现，那大概是我们许多个第一次：

第一次帮忙打水，第一次一起洗漱，第一次

夜聊，第一次同吃一碗泡面。军训之后还是

有很多个第一次一起度过，但那时我们似乎

已经隐隐约约预示到，即将共处的四年，

是我们尚年轻的生命中被冠以黄金时代

之名的五分之一。

  不同于其他寝室的集体出动，我们多半是

三五成群。或约美食，或约画展，或约讲座——    

  每个人性情不同，兴趣自然各异。而约讲

座的也对北京美食娓娓道来了，无辣不欢的

也终品尝出南方清淡之美了，流连于艺术展

的也愿付一份心思往返学术沙龙了，我想，

这才是四零二的可得之处——不一味求同

存同，也不止于求同存异，而是以他人

之得鉴己，以自得之乐娱人。

  但我们自然也曾一同领略四月的芳菲，一

同躲避七月的骄阳，一同采过十月的银杏叶，

一同期冀一月的银装素裹。

  我们还有千千百百个日子要一同走过，四

零二不是我们的保障，而是我们的退路。若

想打拼，就大胆的往前走，但如果有一天

你累了，一回头，还有四零二守着退路，

守着荒乱中安然的角落。

四零二的故事
 Yuan

拾叁 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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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你时，我看见的颜色
                                                 

文 |牛皮纸上的羔羊

也许有一天，我去过破败的庐亭
斑驳的河滩，轻轻托着苦涩的风
天空是蔚蓝的，旷野是棕褐的
沙子拍击着我的脸庞和胸腔
古老的鼓声泛起我的怀想
我应该只在梦里到过这样的地方
不然，我去哪里寻你

我又仿佛去过金碧辉煌的殿堂
抬头看不见穹顶，灯火倚仗这份庇护
把自己伪装成白日的光
金色还是银色，傲气和任性说了算
那时的我，是一名三步两拜的朝圣者
途经千万里荒漠
焦渴疲惫，来祈求你的恩泽
不论我看到的是金色还是银色
虚假或真实
你都是我的春风绿野

其实，我哪里都没去
我所面对的，窗明几净
春天还在徘徊
只是玉兰不舍把留白的忧郁
多搁几天
我只是怕，春还未尽
你就穿着粉红的花裙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