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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旅游胜地! 感恩文化之乡" 四面
临海! 长夏无冬" 青山不老! 绿水长流"

煦日融融! 树木葱葱" 万顷苍翠! 遮天蔽
日# 树木种类何其繁多! 黄花梨木独具一
格" 纹理优美如行云流水! 色泽鲜明如水
墨丹青" 雕美观实用之家具! 琢璀璨夺目
之文化#

黄花梨木!贵在稀有!承天地之恩赐!

不温不火!不卑不亢"能工巧匠!贵在专一!

汇古今之灵巧!不急不躁!不寡不喧# 人与

家具!相通相融!境之所至!天人合一# 匠人
心血!一桌一椅独具#

三千年家具史!五千载文化情"与书法绘
画并秀!与金石玉瓷比肩"含长幼尊卑之大道!

育忠孝仁义之哲理#

木秀于林!怀投桃报李之心"人秀于心!

怀知恩图报之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饭
之恩!千金相赠"吃水不忘打井人!山羊跪乳
成美谈# 树木有情!人间有爱"爱己爱人!其

乐融融#

除夕夜 为母亲洗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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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子女的爱无处不在! 也往往最
能忍受子女的任性$自私$无理# 以前在家
的时候!每天都很烦母亲的唠叨!总在想要
是早点离开家就好了!现在真的离开了家!

反倒很想听母亲那充满爱的唠叨了#

我享受了母亲无私的爱二十八年!接受
了母亲爱的馈赠无数! 而我只能做到的!就
是每年春节回家与母亲过除夕# 十六年前!

父亲不幸因病过早的离开了我们#是母亲用
她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艰难地把
我们兄妹抚育成人# 如今!因为工作或家庭
的原因!我们兄妹很少回去看望母亲!愧疚
之情常伴心中# 总想好好的报答母亲!可是
给母亲带点什么礼物呢% 记得 !""#年过年
时!想到母亲有饮低度酒的爱好!于是买上
几瓶精装稻花香去看望母亲#

见到母亲时! 她头上又增添了不少白
发! 岁月在她原本美丽的脸上刻下了深深
的纹路!我心里很是不安#母亲见到久未回
家的我! 笑意写在脸上&'看看我闺女给我
带什么好东西了% (我赶紧拿出包装精美的
酒给母亲倒上一杯# 母亲接过我手中的杯
子!轻轻地呷了一口&'好!味道不错!香!我
喜欢) (看着母亲高兴的样子!我也开心地
笑了#

搬个凳子在母亲身边坐下! 诉说着离
开母亲后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酒香

飘散的馨香中拉着家常# 看着母亲如沐春
风般的笑脸! 仿佛她又年轻了许多**是
呀)过年真的要回家看看了#想感受家乡的
变化#想看看儿时的伙伴#想和同学好友聚
聚#想在除夕时对母亲说"你辛苦了一辈子
也该歇歇了!也该享享福了)

故乡的春节历来有通宵响鞭炮的习
俗!在窗外热闹的爆竹声中!我和母亲一起
吃年夜饭!想到母亲一直以来为我的操心!

我非常想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做点什么来表
达一下#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篇+给父母
洗脚,的文章!心中动了要在除夕之夜给母
亲洗脚的念头#

我端来一盆热水放在母亲面前!说
'妈!今晚让我实实在在地孝敬您一下吧# (

我和母亲关系亲密融洽! 有时候也会像朋
友一样开开玩笑!但是提出给母亲洗脚!我
看到的是她迟疑的表情! 似乎在说&'免了
吧# (也许是这个提议太突然!母亲一时没
有明白我的举动! 于是我将她的老花眼镜
和一本+懂得感恩,的书一起拿给她&'您看

报!我洗脚# (我不由分说地蹲下身子!半跪
在母亲面前!脱下她的袜子!开始虔诚地为母
亲洗起脚来# 我用双手捧着热水将母亲的脚
面淋湿!从脚踝处开始轻轻地搓揉起来#洗脚
的过程中!母亲一直开心地笑着!那表情竟如
顽童一样可爱! 在母亲绽放的笑容里我看到
了快乐与幸福在流淌#

洗脚结束后我重新坐回母亲的身旁!

母亲轻轻地搂住了我!说&'谢谢你!这篇文
章教育了你们年轻的一代学会感恩# (那一
刻!除了感到甜丝丝的温馨的亲情外!又有
了一种猛然的警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春晖(!我回报母亲究竟做了些什么% 我懂
得什么是真正的感恩吗% 从初生'哇哇(落
地到哺育我长大成人! 父母花去了多少心
血与汗水!辛劳中渡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父
母为我付出的哪里仅仅是'一滴水(!那是
一片汪洋大海啊#父母的付
出远远比山高! 比海深!他
们不期望儿女的回报!他们

期待的是理解# 在父母劳累一天后递上一
杯暖茶!在他们生日时说一声生日快乐!在他
们失落时奉上一番问候与安慰!比什么都能让
他们欣慰# 我突然深深地感谢这篇文章!觉得
给母亲洗脚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
情之一!它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父母儿女之
间的相互感动!它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

这一夜! 也许是街上时停时响的爆竹
声!也许是为母亲洗脚的感受!一向不能熬
夜的我! 竟然一个通宵和母亲谈论了怎样
做人!怎样记得别人的恩情!让我接受了一
夜怎样感恩的洗礼# 我与母亲度过了一个
最有意义的除夕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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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蟠地，恩生一道花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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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一个没有冬天的地方!自然
多了几分成长的勇气! 终年碧野触目
就是这天生好气候的完美馈赠! 目所
及未及之处! 万象充裕# 就在这丰饶
富庶之域! 有个叫东方的小城! 名字
跟气质一样! 有股子心照不宣的默契#

还记得这地名第一次入耳! 竟本能地
扬起嘴角! 哼起那首革命老歌! 有种
回到儿时课堂的恍惚! 纵使南北之隔!

单这名字就给人相通的希望$ 信念还
有初升旭日的红色渲染! 极具感染力
的色调温暖琼宇! 山坳深处伫立的黎
族船型古屋$ 雄峻隽丽的俄贤山水包
括背后佳话频传的爱情故事$ 惠泽百
姓的广坝水库以及感恩乡镇的风土人
情! 都系这热土的厚根积脉!故事跟画
境一样!敛合静美#

难免有人不闻东方!但花梨美誉确
少有人疏知!飘落在神话故里!聚集了
众美$广美$至美的轮奂之质!俄贤水土
的天然养料滋润! 外加海洋性气候助
臂# 而花梨文化也自唐宋至今在沧桑
阡陌中渗透延伸!成为独冠一方的东方
名片!香洒琼西#

总仰慕悦山乐水派承袭山之宽宏$

水之博远! 以为那竟是宰相的气度!天
涯海角之巅!还是有蜿蜒曲张的弹性!

唯南海东方$琼西俄贤!所到处方才领
受宽容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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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感恩情结
上古有之!一个被扩大了的词汇在一个
叫做感恩的地方被容纳!没有毫厘充气
敷衍的造伪之举!实趁的乡风像极了运
动员足够结实的胸肌# 要知道当年隋
炀帝亲自为此地命名!即为民众感恩精
神撼动#

循着情怀走上感城镇!古风古韵都
藏匿在斑驳的建筑$丛生的杂草还有劳
作依旧的乡民及四野牛马羊群中# 辽
阔的感恩平原!终年流淌的感恩河水!

溯源追至!相传是九龙子的慷慨义作!

一举润干田!解救四下苍生# 许是这薪
火相传的文化气息冥冥中暗助东方!一
个边域小城几年时间!雏生了海南工业
的技术之最!正待开发的盐田$金矿!含
括油气资源的富饶海域!深厚的文化根
基助长了科技的迸发之势!感恩!这个
驾驭文化经济的主动脉这时又净增了
同步于时代的文化新意#

留心那纯粹$ 率性的地方什物!乡
风民情! 名字像量身定制的结实外套!

穿上去体面合身!不拘泥不掉价!自有
适中的美感感染众心!古城老镇的草木
芳菲$屋舍嶙峋!文化情怀笼罩的良善
民风$感恩气质!形与神$灵与肉的黄金
匹配! 尽显自然活络的原始感恩元素!

也成就了一方有力的文化壁垒$精神烽
火台! 从感城镇的感恩文化支点出发!

将心形足迹扩大延伸!从东方到整个琼
州大地#

当万株黄花梨树布施的东方生态
园尘埃落定!重翻灭顶灾难洗劫的花梨
树再次新生!天然屏障庇佑下!她们的
未来不再有阴霾#曾经无知的冒犯者已
在理智荡涤下湮灭灰飞!感恩学堂走出
来的后起之秀! 个个都是花梨卫士!自
然在掘墓人唤醒的感恩情怀里复享荣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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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与芬芳!没有谁愿意只去做单项
选择! 花梨一生都幸运地拾获这两者#

锯齿边橄榄形翠叶作为琼西这块民族
聚居地特有的衣饰!缠藤守护这宝贵的
树身!日晒雨淋的天气!又用来遮阳避
雨! 直到这闺中玉女待见世人那一刻!

残衣老去$功成身退!留得千古芳名!为
花梨!众人独宠!千古作依#

花梨木在行家眼里有新老之鉴!老
花梨木! 纹理清秀如行云流水般通畅!

色彩浅黄到赤紫趋变!通体流散着淡雅
清和的素素香味!没有大肆渲染!单靠
透明的实力摇身一变! 成为响当当的
'木中之冠(!所以有木王之封# 她的琐
屑尚可用来降压稀脂$舒筋活骨!+本草
纲目,中便有相关药性记载#

较于紫檀木的皇家贵气!花梨多了
几分君子的清高!自然成了明清家具上
乘之品!被皇族权贵之门尽收府邸# 耐
压$ 抗热的木性是木匠取材的嗜好之
质!任由艺工在她外柔内刚的肉体上鼓
捣打磨$雕琢剪裁# 花梨家具的简约素
朴之大气!轻而易举便击败了那些浓妆
艳抹的华丽一族!仅从明式家具的几样
标志性展物里便可一见分晓!如跑马叉
条凳$八仙桌$蜻艇腿形座椅!看似简练
舒展的款式却凝聚了精湛技艺与木质
优势#

一个地方总有许多称之为特色的
的东西炫与异乡人!或景!或物!或精
神!花梨淡雅之趣!像极了仅存留在崇
尚意识里的梅兰竹菊!也许她们本就是
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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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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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年人说! 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母
亲就撒手而去了#我爷爷整日抱着我东家大
娘西家婶子地给我找奶吃!夜里由爷爷搂着
我睡觉# 岁月沧桑!不知爷爷为我操了多少
心!在我的印象里!爷爷的背一直是驼的!稍
干轻微的活!就累得出不来气$农村人称老
闷气病%!但他仍对我千般呵护&父亲$哥哥
给他老人家买好吃的! 他自己舍不得吃!背
着父亲$哥哥给我吃"家里任何人欺负我他
都不愿意#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爷爷最疼我#

记得有一年的夏天! 由于天气炎热!农
村人都爱睡在外边!我和爷爷睡在院子里一
张板床上# 我睡觉不老实!掉下床后又滚到
床下边睡着了# 半夜里爷爷一伸腿不见了
我!慌忙起来!他眼睛不好使!一边用手在地
上摸着!一边喊着我的乳名# 喊声惊动了屋
里的哥哥! 哥哥点着灯在院子里到处找!最
后才在床下面找着了我#据哥哥说!当时!爷
爷从床下把我抱上床!端着灯从头到脚看个
遍!心疼得掉下了眼泪#

我 &'岁那年!翅膀硬了!心也就野了!

老想着摆脱爷爷对我的溺爱! 到外边闯闯#

那年冬季正好征兵!我就背着爷爷和父亲缠
着带兵的人带我走#一位老家是河南驻马店
的王得力军医说&'只要你身体合格!父母同
意!我就带你走# (于是我参加了体检#

身体当然没啥问题# 父亲是愿意让我出
去锻炼锻炼!可爷爷那一关怎么办(在即将
登程的前两天!父亲$哥哥的意思是不想让
爷爷知道!说爷爷知道了伤心!会不让我去
的# 在他老人家的脑子里!始终存留着旧社
会抓丁拉夫的念头#但这样大的事瞒一天两
天可以!这一去最少两年才能回来一次# 爷
爷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一到冬季老闷气病又
犯了!眼花!腿又不灵便!怎么能这样不辞而
别呢( 我穿上军装来到爷爷睡着的地铺前!

向爷爷说出当兵的事后!爷爷仔细端详了我
半天!哭了#我忙坐在爷爷跟前!拉着爷爷的

手安慰他老人家# 爷爷说&'轮到咱家啦((我
对爷爷说&'现在是和平年代!部队又是锻炼
人的地方!人家想去还去不上哩) 我到部队
里锻炼锻炼!一有空就回来看您老人家) (

父亲劝!哥哥也解释# 爷爷看是拦不住
了!就一直坐在那里不吭声# 我的手背凉了
一下$两下!我知道爷爷在流泪!我的眼睛也
湿了**

为了不让爷爷再伤心!新兵上车的那天!

我没敢再向老人家告别# 没想到!这一去!却
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年元月!在部队我收到家中寄来的
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惊呆了!父亲在信上
说!爷爷去世了!后事已办过了# 因怕影响我
的工作!没敢告诉我!让我在部队好好干!不
要惦念家#

我躺下了!睡了三天!也哭了三天!泪水
浸湿了枕头# 天啊!为什么这样呢(爷爷含辛
茹苦地把我拉扯长大! 没享受我一丁点儿
福!就这样去了#我悲痛欲绝#那一夜我做了
一个梦!趴在爷爷身上哭得死去活来**

后来!哥哥告诉我说&爷爷临终前说他这
次病得这样厉害!可能见不上我了#在病重时!

时常念叨着我的名字**

!"#!

!

$%&'())"

!

*))!

!

+,-.!

!

/012"

!

3456.78!

!

9:;<=>?"

!

=>?!

!

@ABC!

!

D

EFG"

这首悼念爷爷的诗是我在部队时写下
的# 现在!有了家庭!我更思念我的爷爷!要
是爷爷能活到今天!我一定把他老人家接到
家中!很好地伺候他老人家!哪怕是一天!可
是!爷爷临终前竟没能再见上我一面!看上
我一眼!每当想到这些!悲怆的泪水便模糊
了我的双眼**

人生苦短# 爷爷已去世多年!但是!他
老人家的养育之恩使我刻骨铭记! 终生难

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