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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乡下行走!除了突然到来的美好景致!迷路也
是有趣的!因为语言不通!每一次问路都像是猜谜

语一般! 往往比划半天方才能理解对方的手势" 领会一
个陌生人善意的指引! 像在这人世间捡拾到突然并不属
于自己的花朵!无处归还!除了感谢!便只有从那花的香
味里体味这乡间的行走与收获"

那天!是下午!我刚从莺歌海的古盐场出来!还没有
细细咀嚼那一段黛黑色的历史" 天突然飘了小雨"

在路边拦截过路的汽车!下一站!我想去黎族的山寨"

去黎族山寨!但具体去哪个山村!不知道!站在路边时便
想!只要是来了车!我便要坐上!车到哪里!我便坐到哪里!

这样的旅行才有意味"

在小雨里撑着伞等了半个小时!才有一辆车经过"车
滑过我! 带着一车热闹的海南话停下! 售票的是一个老
妪!一口海南话!见我拿着地图!不由分说地拉我上车!

说!这里没有车直接到八所"

八所我是知道的!听这个老人讲出来!总有一股炊烟
的味道"那是故乡的味道"我信任她的微笑!然而上车便惊
呆了"天啊!这辆车上究竟挤了多少人啊!衣服的颜色让我
晕眩!等一下!竟然还有一只羊!看到它!我立即闻到了车
上的羊的尿水的味道" 车上的座位是被改造过的!除了两
边只坐一人的原装汽车靠椅!车厢的中间并排放了两个长
木凳子!正是这条凳子上挤满了人"我站在门口!根本没有
位置!可是那老人将我往里面挤了一下!说!大家再往下挤
挤"往下!她老人家的语言方向感很强!我看了一下那长长
的木凳上的人!有人自觉地挪了一下屁股!一会儿便挤出
一条缝隙" 老人说开车!便用身子将我挤到了那缝隙上"

这座位真是安全!前后左右都是人"我对面的中年男人
抱着孩子!他吃瓜子!不小心便将瓜子皮吐到了孩子脸上!

孩子大哭" 左边是一个穿着并不落伍的女人!年纪模糊!有
很强烈的香水味!看得出!她并不喜欢身边有一个男人紧靠
着她" 右侧的老汉抽烟!身上有一股浓郁的劣质烟味!车后
厢里果然有人想抽烟!被老太太用一句海南话掐灭了"

老太太的话没有听懂!只是听到她说完以后!车上人
的都笑了" 那笑容真好看! 我都想将背包的相机掏出来
了!但一直动弹不得!便觉得遗憾"

在一个小镇停了一会儿!有人下了车!但又有几人上了
车!那只羊一直在叫"还有人用海南话打电话"声音很模糊!

忽高忽低的!我总觉得海南话是一种戏剧腔调!每一个字的
音调都有韵味在里面"海南话是一种辽远的声音!像我这样
一个从中原来到海南的#大陆人$!总觉得追不上这海南话%

车的终点站也是一个小镇" 我和那个抱着羊的人一
起下车!那人视那只羊如同孩子!一直抱在怀里!下了车
也不放下"老妪坐在车上数钱!对着我说了一句&年轻人!

往西走有去八所的车站%

我谢过她的指点! 便告辞了% 我并没有决定要去八
所!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去黎族山寨!或者从这样的一个小
镇可能更近!又或者!我就在这镇里逛一下!也是挺好的%

镇上的建筑多是旧的!一户打铁的人家!叮当叮当的
声音吸引了我!我在那门口看了一会儿!拍了好几张照片%

那打铁的小伙子年轻!光着上身!皮肤黑而健康!露出牙齿
笑着! 一脸的单纯% 修理摩托车的人打扮得像个新郎一
样! 他的老婆也是新娘子的装扮! 欢喜地和修车的人说
笑!一会儿进到房间里!一会儿出来%

我最后停在了一个卖年糕的摊位前!是一个婆婆!年
纪约五六十岁!却听不懂我说话% 我放慢语速!问她多少
钱一块%她听不懂%售票的阿婆来了!原来她也要来买年
糕吃% 只见这阿婆从兜里掏出一元钱!指了指钱!又指了
指糕点!对我说!一元一块!你可以多让阿婆加些料%

和别人卖的年糕不同!她的是自己现场加工的!一个
平底的锅!她不停地用一个木棰砸着一块米糕!然后将米
糕摊开!放入椰肉丝'花生末和黑芝麻!还有一种绿颜色
的酱!看上去十分诱人" 我要了两块!一口想吞下一个!

竟然很烫" 糯甜'香'纠缠!这种食物充满了世事的味道!

让我觉得好" 我走出很远了又转了回来!我决定!还是要
问那售票的阿婆!这里有没有小旅馆!我想在这个镇上住
上一晚!闲走!观看"

售票的阿婆一边吃着年糕!一边领着我走!说是菜市
场对面!派出所的楼上有一家人开了旅馆!一直在装修!

但不知是否装修好" 派出所挂着大大的牌子! 小镇的名
字竟然叫做(感恩镇$!我有些惊讶!这海南的乡村名字总
是女性的居多!比如瑞溪!比如美兰!原来还有这么西式
的名字!感恩%

小旅馆尚未装修好! 主人家是将自己的住房改成了
旅馆% 那主人家热情地介绍!还有其他住宿的地方!比如
一个招待所%我便问那旅馆主人!附近可有黎族山寨%对
方想了一下!摇摇头!说!还是要去八所!然后再去找%

又是八所%

下楼!那售票员阿婆竟然在楼下等着%我以为她是想
要报酬呢!试图掏出五元零钱报答她% 谁知她突然说!旅
馆没有装好吧%我怕你出来坐车没有车了!我领着你到前
面的大路口去坐过路的车吧!有很多!都是去八所的%

那一年!小镇还没有路灯!夜突然就来了%街上店铺里
的灯光的余光照着她的脸% 我说好啊!谢谢你老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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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是一首生命的乐章!又是一曲劳动的赞歌!它在乡
村世世代代传唱着%农家人酸甜苦辣的日子!清晰地烙

印在牛车那斑驳的轱辘上!祖祖辈辈换了几辆牛车!在农夫
的脸儿皱纹间依稀可数%

家乡地处南岛的望楼河畔! 蹒跚的牛车与溪中那不离的
倒影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庄稼人常说(不管多穷!家里都
得有一辆牛车$!金色的童年是踏在坎坷的车辙上度过的%两条
平行线延至天际!尽头便是农人一年的梦想之路% 布谷鸟叫春
时!小孩子老爱牵着蹦跳的小狗!跟大人驾车下地犁田耙园
打畦!去播撒希望的种子%农闲时!常驾车到山里拾柴烧饭煮
猪潲!或砍竹子在菜园搭架子!以便瓜豆攀藤结更多的果%若
盖房子!牛车拉砖运梁等也忙得团团转%金秋季节!丰收的喜
悦挂在农夫的脸上!他们戴斗笠抽水烟哼小曲赶集或送公粮
去!车架插着小红旗!一辆辆牛车排成一条长龙走在幸福的
大道上!富有朝气!车轴间发出(嘎吱!嘎吱)*$的磨擦声!

这二重奏回荡在原野上!平添了一番浓郁的乡情气息%

牛车!一般是自备木材土法上马制作%衣裤常粘着泥巴
儿的农夫在选材'匠艺等方面十分考究!他们把农活的希冀
全寄托在牛车上%木材以青梅'海棠'莺哥等为上乘!木坚耐
磨!不变形不开裂%木匠摆开阵势!锯的锯刨的刨凿的凿!车
轱辘套上车轴后!再装上连着车辕的车床架子!车头安上牛
鞅!一辆精美的牛车便算制作完工% 选一头骠壮的牛!再经
简单驯化后就可上路了%

农夫驾驶牛车!充满了情愫% 系着小红绸缎的鞭子在他们
手里不时(噼啪$甩响!那么流畅!那么娴熟!伴着叮当的牛铃声!

牛儿的步伐是那般刚劲有力%早出晚归的车夫们路间相遇时总
会打招呼寒喧农活事儿!不甘寂寞的雌雄牛也抬头互视连(哞$

几声!似在(暗送秋波$!没走几步又回眸望!情亦深长% 为培养
(新手$!许多农家的孩子从小就得练驾牛车!可那牛却不听使
唤!急得牛转人也转% 大人手把手教着说&(驾牛车!不但要讲究
技法!还得善于用口令吆喝牲口!抚摸着它的肌肤!与牛沟通感
情$%绳子绑在牛鼻桊儿上!最关键的是要懂得如何用手力牵缰绳
打方向% 一声(噼啪$抽鞭!吆(驾$短声则是开步前走!绳打左吆
(咿$短声即示往左转!绳右甩吆(喔$短声即示向右转!往后拉绳
吆(吁$长声即示停车!两脚轻夹牛背上下抖动吆(驾$长声即示加
速% 反复多次后!牛儿很通人性!一般能配合小孩驾车前进%

农夫很爱惜牛!从不随便抽打它% 牛儿很卖力!载重爬
坡!它全力以赴!即使摔跟头!也会站起来继续爬!农夫则在
车尾端急促吆喝着使力推一把!生怕累坏了牛儿%由于车轴
易磨损而先坏! 珍惜牛车的农夫总会在那个部位滴点海棠
油使之润滑!延长寿命% 正是因为有了牛车!土路上才少见
了农家妇肩挑重担子时那颤悠悠而疲惫得汗流浃背气喘吁
吁的身影% 暮归! 耕牛的夜食稻草蔗叶薯藤等常常装满车
箱!牛吃饱了!才有力气拉车呀$

那时候!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定亲后!男方家常用牛车把
彩礼送过去!接新娘过门时则是牛车披红挂彩迎回来!乡亲
在村头敲锣打鼓鸣鞭炮! 好不热闹! 这是绝好的迎亲礼仪
了%那么广阔的乡下!那么悠久的历史!曾经练就了多少能歌
善驾令姑娘暗中爱慕的小伙子呢!又曾经发生过多少与牛车
有关!虽不一定浪漫!却也实实在在的爱情故事呢**

驾牛车时!快乐的农夫可随意地腾出双手放眼锦绣河山
吹笛子!颂扬家乡美好生活% 农夫劳累了就干脆躺在车厢内
打盹儿养神!迷糊间又盘算起明儿的活计来!牛儿照样识途把
车拉回家!这是我欣赏牛车又一难忘的情怀%

时代变迁了!滚滚的汽车轮替代了迟缓的牛脚步!开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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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找到妻子!一见钟情确实飘过了我情感的天空%之后!

我就发起了我的爱情追逐% 二年之后!我们就走进了婚
姻的美丽殿堂% 后来!我们同甘共苦!共同经历了苦难与幸福!

渐渐地我就发现!我找对了%因为她是那样善良%那种从本性里
涌出来的善良势不可挡!成为巨大的汪洋!深深地俘虏了我!淹
没了我% 这其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对我父母的孝顺%

我的老家!在鄂西乡下农村%那个叫子娘园的村子边远'贫
穷!交通不便%而我的父母却又是灾难连年!本该到了他们该享
福的时候!母亲却在我结婚的第二年!也就是我们的儿子来到
这个世界的那一年!突然患了精神病%我也因此失去了母爱%尽
管母亲还在这个世上!却从此失去了自理生活的能力!这样!属
于我的母爱就消失进时空里再也寻不到了%

我和妻子在外面工作!在老家的弟弟因为膨胀的私欲!不
仅不照顾母亲!给她治病料理!还同父亲吵架!想尽办法争抢
父母的财产% 父母被吵得不能安身!多次提出要跟着我们走%

(哪怕是住岩屋!吃野菜!也比在这里强%$每次回家!父亲就这
样对我们说%

但那时我们年轻!还处在飘泊阶段!无法将父母接走% 所以
那些年!我们只能利用节假日!一次次往老家跑%每次回老家!几
乎是逃难% 得拖着大包小包提前出发!转了一趟又一趟车!这样
回到老家就筋疲力尽了% 但妻子则并没有怨言!回到老家!她就
主动从父亲手里接过锅铲!围上围裙走进生活之中%把一切都捋
顺了!就为母亲洗衣'洗头'洗澡!把母亲打扮得光光鲜鲜的%

但这样的料理也因为时空的限制鞭长莫及! 等我们第二
次回家!母亲又变得野人一般!披头散发!脏兮兮的%所以那些
年里!愧疚与自责常常钳制了我% 尤其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只
要一想到母亲!泪水就夺眶而出%

这样到 %&&'年!我们经过打拼!终于在城里安定下来%有
一天!妻子主动提出来&(我们把爹妈接到城里来吧% $一听这
话!感动就彻底罩住了我%因为妻子主动提出来包揽赡养老人
的全部义务!也就意味着替弟弟也尽了义务%这份善良与胸怀
绝对等同于天空与大地!不求任何回报的%

二个多月后!我们终于在城郊的永和坪找到了一处房子%然
后又叫来父亲征求他的意见!得到同意后!就又开始整修房子%

那一段日子是妻子最忙碌的时刻! 她几乎每天都要骑车
去永和坪催进度!检查质量!上街购买材料%回到家来!依旧是
带回一屋子春风%(进度还不错%$或是告诉我&(明天我得去买
电线% $这样忙活一个多月!房子整修好了%

父母接进城之后!照顾就更方便了%她除了按时将生活费交
给父亲外!一有时间!就和我一起去父母家帮他们收拾!整理%老
人在乡下生活惯了!不太注意清洁卫生!东西随用随扔%一进屋!

她总是围上围裙!包上毛巾!开始屋里屋外打扫% 接着就拧了抹
布!里里外外清洗% 这样一阵忙碌下来!屋子立刻就敞亮了%

这样忙碌时! 她还一边给父母嘱咐&(平时没事的时候就把
家里整理一下% $或是对母亲说&(妈!您又不下地!一天到晚就只
是抽烟!平时就拿起扫帚把地扫一扫!把家具抹一遍% $并且告诉
母亲&(洗碗的时候多放些洗洁精!这样油污才能洗掉% $这样吩
咐时!父母也满口答应了!但第二次去他们家!也依旧如故%他们
养成的习惯!似乎是钉在岁月里的一枚钉子!无法更改了%

所以说过几次!她也就不再说了!干脆自已动手%这样将一
切收拾妥!就持了锅铲!上锅灶做饭!烹调出生活的芳香%

但她也常常抱怨&(我这一生就是没享过福! 要是有人给
我弄顿饭吃就好了% $只可惜我们做饭的手艺远不及她!只能
是给她打下手%

除了打理生活之外!她还坚持按时给母亲理发%先给母亲
洗过头!然后搬把椅子坐在屋子中间给母亲理发!一边同母亲
说着话% 那份和谐'温馨与美好就缠绕在她们身边!同时也盛
满整个屋子和我的心空% 所以!她就是轴心!一家人都围着她
转动% 也是一轮太阳!照耀着一家子%

父母自从进城之后!就过上了幸福的晚年!脸上一年四季
盛满的都是笑容!再也看不到他们的愁容和父亲的脾气了% 两
人的身体也一年比一年好!都长胖了% 母亲的腰围粗了许多%

就这样!妻子就用她的善良彻底地俘虏了我% 从她身上!

我也更加明白善良既是做人的最初出发点! 也是收获幸福的

最大法宝%

她便笑着去了!走两步又转回来!告诉我说!摩托车送
你到那里要三元钱% 我朝她笑着点头!她才又放心地去了%

原来!她的家就在送我去坐车的十字路口的村庄里%她
和我一起坐车去!自然省了三元钱% 下车的时候!她指着她
的村庄告诉我!脸上讪笑着!像占了我巨大的便宜%

然而!直到我离开八所!结束我的行程!回到海口!我一
直记得那个善良的阿婆% 她跟着我! 指着街上的一户人家
说!要吃猪!你就吃这家% 要住旅馆!就要去楼上寻%

我不知她的名字!甚至!连那个小镇的名字!也渐渐忘记
了!直到今天写出这段经历!查看照片时!才又找到% 那是我
一段温暖的旅行!温度适中的老阿婆!安静而又热情的小镇!

还有那储满了香味的食物%这一切都显得那么静好'安稳%

用汽车干活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当年的许多(车夫$!虽已弯腰驼背老掉牙!但他们时常眷
恋着牛车!老觉得牛车有着诸多优点!远比机器有乡情味儿%

在一些农夫老屋的前庭旁走廊里!一直安放着那不朽的轱辘'

牛鞅'牛鞭'牛角%有的年轻人不解地说&(都什么年代了!还留
着有啥用!占地碍路的!劈之当柴烧火算了% $!老者却坚决不
让!并语重心长地说&(喝水不忘挖井人呀$%

悠久灿烂的牛车文明史拉上了帷幕%那些牛车(遗骸$!虽
说尘封!却不忘本!更是感恩!它将成为一种抽象难抹的历史

印记!让后人永远怀念着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