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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了,感恩福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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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对感恩福地的冲动! 我们驶车来
到了东方市感恩文化的圣地!古感恩县城"

公元 !"#年! 隋炀帝受到民众感恩精
神所撼!而把九龙县改名为感恩县!想让这
里民众世世代代都懂得感恩$ 随着历史的
发展演释%形成了感恩文化"感恩文化是历
经沧桑的底蕴深邃而有特色的文化% 经二
千年来的熏陶!显得古风古色%泱泱荡荡%蔚
然壮观"

赶到古感恩县城时! 已是太阳快落山
的时侯"感城的夕阳!是一道彩霞变幻无穷
的云海如画的风景线" 柔软的霞光捧着半
轮火红的夕阳! 映红了微风吹拂的杂草和
灌木丛!映红了这一片古老#陈旧和斑驳的
古建筑物" 千里感恩平原荡漾着一望无际
的金黄色稻浪!奔跑着成群的牛羊!攀结着
飘香的瓜果"

感恩县城随着历史的沿革己变成了感
城镇"我们得到了陈书记和符镇长的接待"

陈书记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感城镇的情况%全
镇有 &万人口!产值 '亿元%有 (!公里长的
海岸线%因地处感恩平原又面临大海!主要
从事农业#畜养业与渔业"有党的好政策!

农民的生活与经济收入都有很大幅度的改
善"谈到今后发展%陈书记有点激动得按捺
不住! 把发展旅游和弘扬感恩文化作为往
后发展的主线" 他把一本厚厚的图文并茂
的旅游规划书摊在我们面前! 不紧不慢地
说)感城镇的历史#文物#人文#景观和遗址
都是发展旅游业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打造一

个新的感恩文化"规划书中的景观有)和谐
东方#感恩福地广场!霞光渲染下的灯塔%傲
挺兀立的烽火台! 追朔文化渊源的三月三
广场和宋代的文庙% 商业与休闲度假圣地%

海洋文化与休闲运动区%现代滨海风情的农
家乐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景点" 他的一席
话像点燃了的火把照亮了古感恩城"

站在夕阳斜照的感恩河与大海交汇
处! 聆听着感恩河潺潺流水声和海浪拍岸
声组成的交响乐%寻思着古老的感恩福地历
史"感恩河是一条传奇的河%是一条赐福于
民众的河"传说这条河原名叫雨龙江%由于
连年大旱%农作物颗粒无收!民不聊生!百姓
饥寒交迫"为了拯救生灵!百姓祈求老天开
恩降雨%其哭声惊天动地"此事惊动了九龙
子!于是九龙子结伴飞临!播云吐雾!呼风
唤雨!连下大雨滋润大地"为了感恩九龙子%

将地名九龙改名感恩%故雨龙江便改为感恩
河"

暮色四合%夜渐渐深了%颠簸一天倦意
很浓! 但感恩文化像拍岸波浪一直冲击着
我%感恩福地的故事在眼前跳动"东方是一
个历史远久!风景秀丽!文化内涵丰富的福
地"福地散洒着许多景点#古迹与传说"俄
贤岭的秀丽让城里人叹为观止! 它的主峰
崔嵬雄峻!破云而出*山谷里怪石林立!嶙峋
险峭*主峰的东南面!有一瀑布悠然而下!水
花四溅!在阳光的照射下!迷离恍惚!奇幻
璀璨"东方是黄花梨之乡%盛产的黄花梨世
界一绝%随着黄花梨种植的扩大与产品艺术
的挖掘发展%形成的黄花梨文化像她的肌质
一样芬芳溢香历久"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
护遗产黎族船型屋是他们祖先智慧的结
晶"它经历了千年沧桑岁月#遭受了无数次
的风雨摧毁与兵匪焚烧*它总是不动声色地
承受各种辛酸与苦难! 淡定自若地伫立在

山坳里! 传递着一种发人向上的力量和豁
达的包容"讲$村话%的哥隆人!勤劳#勇敢#

重教育#善经商"黎族佳节三月三就发源于
东方!盛会那天!黎胞男女老少都穿上黎族
盛装!小伙子和姑娘们打扮得十分靓丽!成
群结队载歌载舞赶到集会地点! 男女青年
翩翩起舞!跳起打柴舞#打鼓舞#竹竿舞!传
颂着古老而美丽的爱情故事"风景秀丽#湖
光山色#碧波万顷的大广坝水库!它就是当
代的九龙子!滋润万顷土地!润泽着二百多
万人民"天南第一泉的东汉马伏波井#传奇
古建筑的感恩学宫# 百年老街骑楼和黎族
织锦都闪烁着感恩文化的光环"

翌日早晨!我们来到感恩文化生态园"

沿途有许多盛开鲜花的凤凰树! 绯红透彻
的花朵明媚百姿! 灿烂得像一片火辣辣的
红霞!让人充满遐想和憧憬"公路两侧郁郁
葱葱的棕榈树林跌宕蜿蜒! 红色的云海此
起彼伏!相互映衬!很是壮观"感恩文化生
态园矗立着一块巨大的黄腊石!镌刻着$和
谐东方%四个鲜红大字"在朝霞的闪射下显
得那么威武庄严!昭示了感恩文化的光芒"

悠久的历史文化不仅赐予东方美丽的
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还赐予百年难逢的
发展机会"在霞光的笼罩下!一个现代化的
化工城一片繁忙!勃勃生机!蒸蒸日上"在
那里有世界最先进的化工生产基地! 被誉
为海南工业的航空母舰& 在那里有车水马
龙川流不息的八所港& 在那里有沉睡着的
海南第二大盐田& 在那里有储量最大品位
最高的金矿*在那里有蕴藏着丰富油气的海
域"东方是海南工业发展的前沿!是改革开
放鲜花绽放的地方"

是的!火一般的万丈霞光点燃了!点燃
了感恩福地! 感恩福地像火红的霞光熠熠
生辉"

替妈妈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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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去爸妈那里"

初夏的天空飘着不急不慢不疏不密的雨"

不出所料!爸爸从里屋走出来的步伐较
以往要慢许多!表情也有些严肃"我知道他
有点小不高兴!原因是他早就打电话叫我来
有事要说!可我硬是拖了好几天才登门"

母亲对于我的到来永远是喜笑颜开!双
手欢迎"本来已经肿胀的双眼更是眯成了一
条线"因为没有外出!呆在自己家!妈妈没有
戴假牙!活脱脱一个$一望无牙%的老太太"

$我们的客服热线要上新系统!真的很
忙'%我冲爸爸心虚地一笑"

$老是忙!老是忙!好像都没有闲的时
候'%爸爸的表情开始阴转多云"

妈妈连忙进厨房开冰箱帮我拿吃的"

每回来到爸妈这里!招待我的永远是老三
样(红枣酸酸乳%春光椰子糖%时令水果"时
令水果是爸爸去水果市场批发的!每个季
节都不同!石榴下来吃石榴!桔子下来吃桔
子!柿子下来吃柿子!今天的水果是扁长淡
黄的小芒果"

父亲郑重叫我过来!的确是有事要谈"

老家的市政府幼儿园要办 '"年园庆!

特别邀请妈妈回去"妈妈是这所幼儿园的创
始人!也是第一任园长"为这个幼儿园的组
建和发展!妈妈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情感"

$我还真想回去一趟呢'很多年都没回
去了'%

$那我陪你回)%爸爸很绅士地说"脸上
已多云转晴"

爸爸与妈妈不同! 头脑清楚! 腿脚灵
便!尤其喜欢旅游和旅行!回老家探亲更是
他的最爱!来海南后每年至少要回去一趟"

妈妈看着茶几上的六七个药瓶和药
盒! 摸着小腿肚上的膏药! 长长地叹了口
气!然后不甘地摇摇头($算了"%

我明白! 虽然只有两个多小时的飞行
航程!但依母亲的身体状况!是否顶得下来
还很难说"母亲身患高血压多年!而且严重
晕车!春节过后左小腿时常疼痛!连天天散
步的习惯也不得不停了下来"

$小简说!如若不方便回!录一段视频
或录一段讲话也可以"%爸爸补充道"

$那现在就录吧'%妈妈回卧室里换了
件新上衣!并戴上了假牙"人一下子精神了
很多"

$我觉得还是写封热情洋溢的信比较
好"录相#录音我们的设备不行!录不清楚"

况且你现在说话有些慢"%我仔细斟酌着字
眼!避免刺激到母亲"其实!我不想让母亲
明显衰老的形象出现在她过去的同事面
前!这与她退休前精力充沛#红光满面的形
象相差太远! 况且母亲前几年曾患过一次
小中风!虽然恢复较好!但说话慢且吐字不
清!已不适合录相或录音"

父亲表示支持我的建议"母亲虽然有些
怅然!但出于对我的高度信任也点了点头"

父亲拿出他帮妈妈写的录音稿($在幼
儿园迎来三十年园庆的大喜日子! 我谨向
各位领导# 同事和小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
候和敬意" 市政府幼儿园建园以来! 为国
家# 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
才!创造了出色的工作业绩**"%

老爸的字是用铅笔写的!字体潇洒有力"

他很得意自己的字%也很喜欢晒自己的字"

$你的字写得真好'%我发自内心地赞
叹道!爸爸爆发出了宏亮的笑声!这是他这
个下午第一次开怀大笑"

$但内容太老套了'%我做出一个很公
正的表情"爸爸又笑了!妈妈连忙点头($就
是就是!没说出我的心里话!我不满意'%

$那你想说些什么呢)%我问妈妈"

$我想说建园时候的艰苦!我们得到的
省级和市级的荣誉!想问同事们好!想说我
想念大家"%妈妈扳着手指边想边说"

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一幕幕场景开始
纷至沓来!它们是如此的清晰和生动(母亲
领着几个女老师连夜赶制小朋友的演出服!

上小学的妹妹淌着口水睡在办公桌上&母亲
紧跟两个炊事员!一路小跑护送一个头破血
流的男孩儿去医院急诊& 母亲半夜被叫醒!

原因是住园观摩学习班中有人的手表不翼
而飞&母亲一手带出来的一位副园长要随夫
调去省城工作!母亲与她抱头痛哭**

$时光如飞!桃李满天"许昌市政府幼
儿园迎来了三十年华诞**% 开始敲击键
盘的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与工作着# 奔波
着#忙碌着的母亲完全地融为了一体"我被
一种神圣感和倾吐欲包围着! 一口气写下
来然后大声地念出来+++

$在市政府幼儿园工作的十六年!是我人
生中最艰辛#最繁忙也是最有价值的十六年"

十六年中我付出了许多心血#汗水甚至泪水!

但得到了更多的快乐和喜悦**对于一生
从事幼儿教育事业!对于在市政府幼儿园奋
斗的日日夜夜!我无比自豪!无怨无悔"%

$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也离开家乡到了
海南生活!但幼儿园的欢声笑语#一草一木
常入我的梦中!带给我回忆!带给我思念!

带给我开心和骄傲**%

扭过头去!爸爸满意地点着头!母亲已
经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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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李孟伦的长篇小说 ,太阳之
门-大抵属于半自传体小说之列!当代小说
众多的书写范式之中! 此种叙事方式和进
入当代经验的角度!已难以写出新意!但通
读这部五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 我们仍不
禁为作者所编织的南国乡村的生存经验和
生死爱欲的伦理叙事所吸引",太阳之门-

以南国乡村太阳村这个地理空间来设定故
事的轴线! 这个临海的乡村既是小说人物
活动的舞台!又是他们无法割舍的生存之
根!众多个性独特又抢眼的角色在这个空
间里表演着他们的纠缠而又难以梳理的人
生故事!人生五味渗透其中!因而小说的标
题 $太阳之门% 在这里作为一个象征性符
码! 也就彰显了这部小说的主题和所笼罩
的乡村叙事经验"

小说的主人公富贵! 是从太阳村走出
来的乡村之子!在那里!$碧空如洗!没有一
丝云彩!连空气都是明净的!番薯园绿油油
的像一幅刚刚着色的油画铺在大地上!稀
稀落落的人群和羊牛点缀其间!鲜亮了人
的眼睛"%这种田园诗的景象!塑造了主人
公朴实而纯净的性格"乡村的秀丽风物和
故土人情也塑造了他敏感而自省的天性和
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富贵凭着这份天性!很
早就对诗歌产生了兴趣! 在中学时代就发
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阅读的体验和贫困
的乡村事实!让他无法满足!他试图改造自
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乡村的命运!最终在
(++! 年顺利地毕业于本地的高等学

府+++南洋大学"富贵是幸运的!太阳村的
灵性山水给了他过人的天赋! 而时代也给
了他改变自己的机会! 毕业之后他成为了
一名新闻记者! 如其所愿地施展着自己的
才华"但无论他走到哪里!太阳村的一切仍
然像宿命一样附着在富贵的身上! 成为他
的时间表里的一部分! 正像主人公的自白
所表明的($夜!越来越浅"日子!越来越长"

富贵每次回到故里! 总给他留下许多空白
让他眷恋"%而这样的一个故里!在改革开
放的浪潮中! 已经远非是一个田园诗般的
所在! 它所遭受的种种变故都与金钱的交
易关联在一起" 小说中具有象征意味的海
防林!在开发商的非法开发中遭到破坏!作
为利益受害的一方的村民与开发商和其背
后的利益关系展开了争斗"

李孟伦本身就是新闻记者出身! 处理
这种题材自然是驾轻就熟! 能从较为开阔
的社会视角来进入那些普通的日常小事"

,太阳之门-中的武良新#骆哥#龚镇长等人

物的塑造!以及对其背后社会关系的塑造!

都表现出了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和长期思
考" 正是将这些人物安排在太阳村这个舞
台上! 我们才得以更为清楚地认识主人公
富贵与其故里太阳村在经济开发的浪潮中
无可挽回的命运"$太阳% 本是照耀人类和
大地的自然景物! 但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
因而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味! 正如作者
所描写的($海风带着盐味吹拂着! 空气都
是咸的!沙滩都是白亮亮的!人们不敢抬头
看那燃烧着的骄阳! 怕自己的眼睛被太阳
烧坏了似的"%

拉美著名小说家卡彭铁尔在 ,小说是
一种需要- 这本访谈录中曾说($我认为所
有小说#所有文学都应该有适当的#相应的
形式技巧"就形式技巧而言!我想所有的小
说都应该建构在适当的什么和如何之上!

即必须清楚我想说什么#应该如何说"我认
为作家应该用适当的形式去响应某一个特
定的故事"%在李孟伦的这部小说中!作为

象征性符码的$太阳之门%即充当了组织小
说形式的纽带"$怕自己的眼睛被太阳烧坏
了似的%中的太阳以一种极其强烈的隐喻!

诉说着太阳村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主
人公富贵无数次从省城返回到乡村! 这种
返回也意味着他在不断地回到自己的成长
记忆当中! 但其实他自己已经无法真正地
回去了! 太阳村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但$太阳之门%的象征性符码!却以一种
晦暗不清的暗示! 在告诉我们在这个地理
空间中存在一种永恒的东西" 作者并没有
清楚地讲明$太阳之门%意味着什么!但从
不断回旋的情节当中和充满笼罩感的叙事
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与$太阳之
门%的象征性符码构成呼应的小说中的诗
歌" 主人公富贵在小说中作为一个诗人!

写下了大量关于故乡和内心体验的抒情
诗!作为小说中较为完整的一个部分散落
在故事情节的闪光之处!正如$太阳之门%

的象征性符码一样!抒情诗也是小说的隐
蔽叙事的一部分!也一样充当着小说形式
组织的纽带"主人公富贵的抒情诗在这里
也就完成了对其内心表达和对生存空间
阐释的双重需要!如富贵写下的一首,我
没话好说-的抒情诗(

!!""#$%&

!

'

()*

!

###+,

!

-./01234

!

5

67765

!

89:6;<=1$%这首诗
歌的意义并不晦涩!但镶嵌在故事的文本
当中!即是以一种及其隐蔽的方式阐释了
故事的内在含义"如另外一首,谁能告诉
我- 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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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这首诗容易让人想起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布罗次基的 ,悼约翰.邓恩的大哀
歌-! 也就是说这种抒情诗的隐蔽叙事方
式!往往能够将那些异质的元素带入小说
当中!从而丰满小说的细节!进而起到了
组织小说形式的作用"

以上这些是我通读这本小说的印象和
认识! 这样的阅读也在改变着我们的阅读
体验和对小说文本形式的思考! 令我印象
颇深的是作者对$太阳之门%的象征性符码
的使用"这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自然
也就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但我相信
随着作者创作的持续! 这些不足自然会被
完美的写作技巧而取代"

-./00

! *+,

提到儋州的松林岭干渠和松林岭渡
槽! 人们便想起了当年为这个浩大工程立
下了汗马功劳的传奇式人物! 原儋县的老
领导朱星同志"

建军节前夕!我怀着对老领导的思念
和崇敬的心思! 前往军区干休所看望了
他"我的车子刚停下!只见一个人大步流
星迎上来!一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
手!定睛一瞅!正是老领导+++朱星"我把
他上下仔细的打量! 炯炯有神的眼睛!笔
挺的腰杆!底气十足的东北嗓门!若不是
他自己介绍!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已届耄
耋之年了"

朱老把我领进了他的住宅! 彼此简单
的寒暄之后! 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四十年
前那段感人的故事"

(+#(年!刚满 ,"岁的朱星!受命于危
难之中"就在他到任不久!海南行政区的主
要领导到儋县调研! 工作结束后幽默地对
朱星说($老朱呀! 你们儋县人民的风格真
高! 把松涛水库的水让给了兄弟县用"%朱
星听后!脸红到了耳根!浑身不自在"他心
里十分明白! 这是上级领导艺术的批评他
为何不想办法! 把松涛水引进儋县北部地
区灌溉农田"

领导的批评是压力也是动力"第二天!

他把县里的工作做了安排!第三天便带了 -

名工作人员! 来到北部地区的木棠镇进行
为期一周的调查研究! 与老百姓同吃#同
住#同劳动"来之前!他定了三条规矩(一是
生活不准搞特殊化!老百姓吃啥他就吃啥!

伙食费按他工资标准支付! 衣服不准别人
代洗& 二是一日三餐不准乡镇大队领导陪
吃&三是调研期间!一律不准喝酒"调研期
间! 他的足迹踏遍了全镇的大小田洋和自
然村! 他亲口品尝了困难时期老百姓的家
常便饭+++番薯耙伴鸡吉菜 /当地一种野
菜0的苦涩滋味!耳闻目睹了那 (-"平方公
里的黝黑沃土!因十年九旱!无水灌溉!有

种无收! 夜里妇女们排着长队在水井边轮
流打水!每年秋收之后!村里的中青年男人
只好背井离乡到外地打短工赚点血汗钱回
乡养家糊口的心酸景象"这次的调研过程!

让他深深体会到水对于儋县北部地区的重
要性! 缺水已然成为儋县北部地区贫困的
根源! 一个兴水治县的执政理念在他心中
油然而生"

返回县城后! 他立即把县水利部门的
领导和技术人员请到办公室就如何解决北
部地区缺水的问题问计于他们"

县水利局的技术干部向朱星仔细的介
绍了儋县的水利现状! 提出了拓宽西联至
洛基段的渠道! 新开挖 &"公里的干渠!其
中要在松林岭脚下建一条 (.' 公里的渡
槽! 这座渡槽将对整个干渠起到举足轻重
的作用"

为了摸清 #" 公里长的干渠和渡槽的
走线和沿途的地理状况#乡情#民情#风情!

他决定率领一个工作组沿着干线步行考
察"出发前!他让武装部特意为随同他步行
考察的每位同志准备了一个军用挂包!一
个军用水壶#一双军用布鞋#一条毛巾#一
顶草帽和一天的干粮! 就开始了一整天的
步行考察! 从干渠的源头洛南至干渠末端
的干冲!足足走完了 #"多公里路程"朱星
这一感人举动!已被载入儋州史册!成为后
人美谈"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 一个完整的
松林岭干渠和松林岭渡槽的设计方案终于
应运而生!在交付县委常委会表决时!一位
常委诙谐地说!只要北部老百姓有水种田!

就是把裤子卖掉也跟着朱书记修建松林岭
干渠"他的话反映了民意!也反映了县委的
决心"当朱星宣布县委常委会的决定时!与
会代表们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修建松林岭干渠! 特别是修建堪称全
省最大的渡槽!这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

这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不足 '""" 万元的

大县#穷县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再
难也难不倒县委执政为民# 兴水治县的决
心! 足智多谋的朱星带领全县人民披荆斩
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那些被跨越的一道道难关就不去细细
的说它了% 给人印象最深也是最感人的一
件事%至今却还令人难忘"干渠的开挖!渡
槽的修建!需要拆迁地上附着物%渡槽出口
处经过洪坊村地段! 就碰到了一个钉子户
的干扰!施工进度受阻!当时有人提出了采
取强硬措施! 但朱星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
理念!亲自登门耐心的说服教育!指示工程
指挥部和木棠镇委用开凿出来的沙石帮助
这户人家重建了房子!朱星的真心#诚心#

耐心!感化了这个钉子户!化解了矛盾!促
进了和谐施工"通水那天!朱星特意到他家
去慰问!只见他家旧貌换新颜!新建的瓦房
又宽又好!心里乐滋滋的"这对夫妇紧紧握
住朱星的手!激动得泪流满面!一时不知说
什么好"

松林岭干渠# 松林岭渡槽这项宏伟的
水利工程!从开工到全线通水!不到三年的
时间!创造了儋州乃至全海南的奇迹"当源
源不断的松涛水! 穿越过这 #- 公里长的
$人工运河%! 润泽了儋州北部八万亩肥沃
的良田&当儋州中北部 !个乡镇近 -"万百
姓从此甩掉$十年九旱%#$有种无收%和$背
井离乡!外出谋生%的帽子时&当他们第一
次捧起了沉甸甸的丰收稻穗时& 当那些活
泼的村娃子们! 第一次吃上了自己稻田里
种出的香喷喷的白米饭时!人们这才相信!

奇迹真的发生了! 幸福之神真的降临到了
家门口"

种子优不优良!土地知道&鸟儿飞得高
不高!天空知道&领导办不办实事!老百姓
知道" 朱星在儋州工作虽然才三年多的时
间! 但在他领导和亲自指挥下建成的松林
岭干渠和那座宏伟壮观的松林岭渡槽!却
在儋州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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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院落!住了十多年!搬出后多年!依然
眷恋"

参加工作报到的那天下午! 单位一位领导
就带我来到这座院落! 他叫管理员打开其中的
一间房子!语重心长地说!你就住这间吧!屋子
窄小!但很安静!适合写$东西%"接着他又说!你
们这代人很幸运!当时!他们来白沙工作时!连
茅屋都住不上"领导姓张!分管行政!银发满头!

红光满面!很慈祥"

院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建的!一围围墙!

一扇大门!里面六七间屋子!均为平顶!屋墙镶贴
马赛克!地板均为陶瓷地板砖"那时!绝对是全县
装修最好的房子了"屋前房后!树木葱郁!鸟语花
香"似中式又如欧式!仿古又带现代气息"

院落其实是一间招待所! 是上级领导出差
来时!用来接待的地方"县里的迎宾馆建成了!

条件比这里好"接待工作就搬到那里了!院落就
一直空着"偶儿!成了新调来的人暂住的地方"

那时! 院落只有我一人住着" 院落没装电
话!也没电视!没人喧哗!也没人打扰"在院落我
住的那间小房里! 我完成了领导们交给的一桩
桩任务"

印象最深的还是给原副省长王越丰写了一
篇纪念文章"那天下午!领导叫我到他办公室!招
呼我坐下!并沉痛地说!王越丰副省长去世了"领
导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年仅 (+岁的王老到白沙
工作!从一般的干部干到县委书记!整整 -!年!

对白沙的贡献有目共睹" 县委要写一篇关于他
在白沙期间工作和调离白沙仍然关心白沙发展
的文章!以此悼念"文章由你执笔!两天内完成"

我想!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王老曾住的
这地方如今又是我住的地方! 领导安排我写的
文章又是关于他的文章"

夜深人静!我独自一人!徘徊院子!不知从
何着手"于是!苦苦地思索着!怎样收集资料!怎
样寻找切入点"第二天一早!早餐还没用上!就急
着要走访了几位老干部! 试图从他们那里了解
个一二"老同志们也曾当过领导!非常的健谈!说
起与王老共事的日子!一串一串的!说个不停!让
我记不过来"之后!我又翻了许多档案和资料"回
到院落!才开始了我这次平常而不平凡的写作"

开了一整夜的$夜车%!最后提前完成任务"交给
领导后!几天之后!,海南日报-以县委县政府的
署名发表出来!题为,深切缅怀王越丰同志-"看
到了文章!闻着那报纸里散发出的油香味!听了
领导的表场!心里洋溢着一阵阵的欣慰"

院落很幽深!很谧静!很少人涉足!于是给
人的印象很神秘"不知从何时起!院落就流传了
很多稀里古怪的故事"

一天!一朋友来访!在聊得很投机的时候!

他突然指着相邻的另一间房子说! 就在那间房
屋!曾有一人熟睡!忽有人猛摇他身!说($走开!

这是我睡的地方"%

听了朋友们讲的那聊斋式的故事! 虽不相
信!但还是毛骨一阵一阵的悚然"若大的一个院
子!毕竟还是一人住着"

从那以后!每当风雨的夜晚!胆小的我有时
邀朋友一起同睡!有时甚至不敢回来睡觉"

一夜!熟睡中!一轻脆的声响把我惊醒!睁
开眼!迷迷糊糊的!见一裤子离地移动!吓得我
尖叫一声!裤子$呸%的一声落地!一根竹竿从窗
口快速抽走!紧接着是一串急促的跑步声"一身
冷汗之后! 断定是小偷的恶作剧! 只能傻傻独
笑(这世上哪有鬼!是人在作鬼呵"

从那以后! 再不相信院落有鬼的故事了"每
次下班回到院落!总觉得很温馨#很舒坦#很踏实"

两三年之后!单位不断有人调了进来!院落
的房间也渐渐地住满了人!人气也渐渐旺起来!

院落也就热闹了"

后来!单位要盖宿舍楼!拆掉了院落的围墙
和那些房屋!院落也就消失了"

海南拾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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