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店 王明光

风吹麦浪

热烈

吹动麦浪起伏

天空中弥漫丰收的味道

金黄色的光芒

翠绿色的希望

心中，充满对未来的渴望

抬头，看云朵飘荡

在田野间撒欢

思绪，回到童年

认识你真好

时钟，滴答滴答

光阴指缝流沙

热浪，卷起思绪变幻

你出现在我的世界

懵懂的眼神

充满对世界的好奇

一天天过去

咿咿呀呀

可爱的天使

光辉在我的心中灿烂

曾经的苦楚、烦躁

在甜美的微笑中

化作奋斗的动力

佝偻的身躯

在拥你入怀时

无比宽阔

我的马踏湖

春秋的马蹄声已经走远

微波澜澜的湖水流淌了千年

齐桓公在这里驯马千驷

会盟六国诸侯被洼里人代代相传

马踏湖的长廊很长

长的可以抵达前世

我的脚印是否和公子小白的足迹有过叠

合

他的一声喟叹是否会惊醒水中的鱼儿

那芦苇上驻足的飞鸟是否还有前世的记

忆

风从远方来

又向远方去

它能跟上历史的脚步吗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这里的湖水也是

在握不住的时光里我的父辈们

霜染了鬓角

他们依然在马踏湖里打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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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月夜里期待一片绿色的海
临淄 齐汉

芒种过后，金黄的麦浪逐渐退出大地

的舞台。在一垄一垄的麦茬中间，呈现出

点点新绿。只要水分跟得上，玉米这个生

灵开始在天地之间肆意生长。

赤日炎炎似火烧，白天浇地可不是个

好活。但农人可顾不得头顶烈日的暑热，

为了小玉米苗快扎下水根，哪一片地里也

有头戴斗笠，手拿铁锨，在田里来回走动

的人影，他们生怕哪一棵小苗浇不上水，

顶不住毒日头的炙烤而生命枯萎。

我和妻子白天在单位上班，只好夜里

浇地。正逢农历十六，明亮的一轮圆月已

经悬挂在夜空中，刚收过麦子的田地里畦

垄清晰可辩，远处正在收割麦子的联合收

割机还在灯影里轰鸣，村子里的街灯这个

时候是长明灯，水泥路面上的麦粒在微风

中摊晾着，在大门底下躺着看麦的人。

把水带与地下渠的出水口固定好，顺

到畦中间。我负责到井口上水。手持水卡，

在闪亮着红色数字的智能控制器上一放，

嘀的一声响，等十秒以后，再次放卡，咔噔

一声，电源接通，开始上水了。我打开手

电，闪了三下。在田里的妻子就明白上水

了。等个十几分钟，那边水哗哗淌进田里，

没有什么不妥，她就打开手电闪三下，我

看到后就离开井口了。

妻子站在水头，我站在地头。水流到

离地头五六米，我就喊上一嗓子，“到头

了，改了吧！”我高亢的声音在旷野里回

荡。那头传来妻子纤细悠长的声音，“改

了！”俗语说，明水暗道。是指月光下，闪闪

发光的是水。而暗的是土道。在田里浇水，

站在地头，看到明光光的小溪流自远而

近，直到脚底下，就到头了。

远处的高架桥上，不时传来高铁动车

的呼啸声，让脚下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

平添一些现代化的气息。东面玫瑰谷里传

来民间歌手高亢嘹亮的歌声。西面高铁站

广场上传来的则是民间戏迷们庆贺丰收

的京剧唱腔。

下半夜静下来，远看村庄像一片静谧

的森林，森林深处是红砖瓦房和暖暖的灯

光。夜晚浇地，没想到还有一次欣赏乡村

丰收夜景的机会。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淄河滩里沉默了一天的青蛙，在夜深人静

的时候亮开了嗓子，尽情地鼓噪。各种虫

子也跟起了风，吱吱地叫起来。似乎在这

月光下，开一场庆贺丰收的演唱会。

“雄鸡一唱天下白。”乡村不缺的就是

大红冠子花外衣的大公鸡。一声鸡鸣之

后，一声连着一声叫起来，大公鸡们在以

一种最原始的方法传递着天亮的消息。夏

天天明的早，两遍鸡叫之后，天地之间清

晰起来，开始有农人开着电动三轮车到田

里忙碌，村庄悄悄在睡梦中醒来。

看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凌晨四

点。这次浇地历时六个多小时，终于完成

了。我对妻子说，我们浇地就是祈雨，往年

每当这个时候，也就浇过一遍地，也就来

了暴雨，北方的雨季来临了。小苗喝饱了

井水，扎下水根，又享用着天上龙王爷降

下的雨水，在高温高湿的七八月里疯狂地

生长。也难怪有人夸张地说，听到玉米叶

子生长的声音，听到玉米拔节的声音。那

时候，小麦的麦茬已经淹没在一片绿色的

海洋里了。忽然想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

领风骚数百年”这句诗，又继而想到一句

“你方唱罢我登场”。麦子与玉米在北方的

土地上自然更替着。

想写下夜间浇地的种种感受，想到一

个很诗意的标题：我在月夜里期待一片绿

色的海。有一句这样的话：在薄情的世界

里，我们要深情地活着。我转而一改，在疲

惫的生活里，诗意地活着不是也很好吗？

桓台 黄杰

麦仁香

金黄的麦子，淹没了一个又一个村庄，

小麦是我们这儿的主食。

小时候，种麦和收麦是个大事儿，

父亲常年要做精细的活儿。

麦秆落了一怀又一怀，

父亲把麦穗头对头一拧，一捆捆麦子

便整齐地放在地里了。

父亲是割麦的一把好手。

太阳走得慢大概中了麦仁香的毒，

这让我想起七八年前父亲骑着三轮车到

县城，

为我送来刚打下的新麦子。

可我，总会去思念，

我太喜欢父亲。

又是一年六月，

看着麦子一浪浪地倒下，

那些低智商的麻雀唧唧喳喳大发怨气，

到这儿探险。我已经找不到父亲。

只有风，风拂过麦浪。我转过身。

无数个父亲手捧麦仁，向我这边走来……

风吹麦浪（外二首）

激情的六月，点燃

季节的火焰，有青变黄

演绎川剧，一缕麦香

在风里徜徉

灶前的火苗，舌尖舔糊

麦芒，婶娘们笑的

嘴上长满胡子

镰刀与磨刀石窃窃喜语

让粮袋子狮子大开口

吞咽大地的爱

麦浪扑进我的怀抱

泪，在眼眶里打转

父亲节抒怀

一颗索取的心

追寻风雨中的伟岸

六月的风，撕裂心痛

一双渴望的眼神

仰望那张拉不开的弓

悔肠的泪水，流淌岁月

六月里第三个星期天

镰刀，弯成月亮

收割似山一样的脊梁

月下听禅

夏天的幽灵，推开

我的心窗，月色在

心与心之间流淌

孤独的心，收下昨日

那瓣落红，爱醉倒在

芳菲处

夜深沉，蝉累了

一缕荷香爬上我的床

麦田思绪（外二首）

炽热的风

吹动麦浪起伏

天空中弥漫丰收的味道

那一片片金黄色的作物

承载了多少农人的希望

收割了，十里八村的庄稼把式

将汗水挥洒在阳光下

心中，充满了收成后的幻想

满脸的尘土，褶皱的脸上

满是欢笑的模样

抬头，看云朵飘荡

在田野间撒欢

思绪，回到童年

麦地里叽叽喳喳

欢快的奔跑

看着爹娘灿烂的笑脸

墙角处摆满了干活用的家伙事儿

梦中醒来，回忆烙印在昨天

那片绿油油的田野

地瓜、花生、玉米、小麦、

高粱、蚂蚱、蚯蚓

生一堆火

让美味在春风中游荡

岁月，悄然流逝

儿时的童梦乐园

现在已找寻不得

村庄的发展

道路四通八达

一亩三分地

承包给了合作社

日子,一天一天过着

从幼稚孩童到中年而立

光阴，也不过只是转瞬

带着女儿回老家

漂亮的大眼睛,充满了好奇

搓一穗麦粒

思绪夹杂回忆

飘荡到远方

麦香远去（外二首）

麦香渐渐远去

玉米相依而来

夏依旧

季节的门前

埋在麦香的后院

麦浪
田间麦浪闪金光，连天作色满眼黄

风吹阔野垄飘香，波起荡漾顶阳光

夏日荷塘
夏风吹碧塘，荷花自流香

淡月云中天，摇蓬玉茎长

张店 杨玉勇

桓台 徐强桓台 胡华业

桓台 巩本勇

麦收诗会

旧时光

一摞老照片离开黑白，归来

仿佛是暂停的呼吸

心声，叠加在一起。梦

已然隔世

枯藤扯开老树的眉眼

一粒粒静止的黄豆，沉默出金色

它们堆积在手心上

像无数个痴情的孩子

此刻，只须一杯水

意象缓缓生根

回忆渐渐萌动，一条河奔流不息

浩浩荡荡，黄豆舞出春天的芭蕾

一列火车驶向过去式，还原

一帧油画的前世今生，霞光里

线条开始跳跃，颜料开始凫水

又一面情窦初开的春光

桓台 马玉涛

回乡记

早就计划着往回赶

回乡看看久违的院落，散碎的记忆

桃树结子茂密，而那石榴树枝丫形缟

院子西侧，孤独地立着

铁门紧锁，却无法锁住这些

青草满院，这阳光灿烂的季节

柴房冷清 锅碗瓢盆尘土敷面

没有了久违的烟火味，那熟悉的呼喊也

听不到了，父亲走了六年了

站在这熟悉的院落，熟悉的一切

无法掩饰的失落一再涌动

儿子长大了，好奇地问着

兴奋地说着回老家真好，有好多花草

妻子忙着收拾，冲洗碗筷，案桌

炊烟里 布置一顿老家的饭菜

她说，要是父亲在就更好了

可以听他讲趣事，看他开心地喝酒

再尝尝下厨后的味道

说着说着就沉默了

她怕我泪流，怕我陷入长久的孤独

故园初雨后

昨日初雨入旧塘， 赢得绿荷着新妆。

长天一片红蕊透， 风送故园一缕香。

集市偶兴

集期因疫久曾违，

今见繁华与昔非。

摊上果蔬惊独贵，

街中景象望应微。

人缘封控囊将尽，

市觉萧条客到稀。

伊我欲寻诗酒侣，

者番自笑不知几。

张店 赵自鹏

吉林 王玉孚

桓台 黄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