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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姑娘
■ 符胜芳

她挑来了大海的声音
由远而近
那婉转的腔调介绍说
左边是冷冷的雨
右边是咸咸的风

她挑来了海的辽阔
从东向西
那婉转的腔调介绍说
前边是升起的旭日
后边是落下的斜阳

她挑来了海的蔚蓝
由浅而深
那婉转的腔调介绍说
这里是近海的幸福

看海
■ 吴武军

我喜欢一个人站在高处望海，
把目光投入这充满爱的宇宙。
白云飘浮在蔚蓝色的世界，
阳光穿过的云层，绽放出绚丽多彩的光芒。
远处的山峦，
像雾像雨般幻化出淡淡的倩影，
向面对着曾经的恋人，
凝视不忍离去。

来自北纬十八度的风，尽情爱抚着海面，
波澜也泛起了笑靥，
如醉如痴般靠在这优雅的港湾里。
它们与礁石作伴，
与山上的鸟儿作伴，
与站在海边看海的我作伴。

多美的海！多美的天地！
我那颗郁动的心，此时飞舞在这华丽的海上，
像一艘渔船，
寻一长橹或桨划向梦幻的远方。

东篱外有一幅远景
■ 杨明衍

远山还在安静地流淌
蓝色的波涛，在时光里起伏
没有声响
有深远的生命内涵
一切虔诚和宁静，都在
绵延和提升
我的内心如远山，舒坦而平静

远天，几朵白云悠闲地踱步
这是蓝天飘逸的笔迹，浮现
一种完美
靠近或者分离，都是一种心意

蓝天铺就了我的向往
我的向往，是一片蔚蓝，蔚蓝下的
一片水域，水域里闪烁的波光
东篱外，寄放着我的远方
空旷。广袤。迷茫

大片的原野，放飞了苍茫的春意
尽情地吸纳午后偏斜的阳光
弥补心中可能的荒凉
更远的地方，一片黄金海岸
那是发现理想的地方

美好的事物
■ 李其文

如果风来得再慢一些，
礁石可以长出海面。我也可以
看清一朵浪花最初的容颜。
甚至可以等来，那只
漂洋过海的候鸟。

时间和空间是联姻的。
山脚下被两只白色蝴蝶飞过的芦苇，
它们就在山与海之间
相互对视。默默无语。

从海里走出来的渔船，
带着细碎的阳光，
和它身上咸腥的归属。
而我站在海岸上，静静地发呆。
发呆，多么奢侈的一个词啊。

眼前这一切美好的事物，
就像回港的渔船，
划过海面的马达声，
像大海和天空，紧紧地抱在一起。

■ 郑文秀

这寂静的山口
顺时针，带着绿色的翅膀
那是童话的梦
在大海环抱的岛上
在群山起伏的腹地
这高挺的胸脯
如降生的神的祭品
铺在厚厚的背面

这天边的河
叙述着多少冷暖往事
那是苍茫的歌的跳荡
多么熟悉的声音
如一朵花开
被风吹过辽远的旷野

我成了山里孤独的行者
行走在荒芜的葬场
磷光消失，野草丛生
大地布满神秘的色彩
我隐约跟着赤裸的大力神
黎族祖先的影子
他们正在潮湿的森林里
在隆起的丘陵上
倾泻着所有的爱
然后恩赐于种子
并捂住伤痛
让生命得以绽放

风在更新着万物的衣裳
万物也在奔走相告
神们却在祈祷、在攀升
攀升向山外的大地

深山里的声音

清水湾的清晨
■ 刘斌

浪花在风的亲吻下盛开
黎明宠着深邃的大海
那飘曳的渔船，像一枚秋叶
徜徉着自由自在的波涛中

细软的沙滩上几只红嘴鸥
可是在谈情说爱
栈道上红衣曼妙的舞姿
多了许多色彩
盛开的三角梅已有少许的

春意
在这个冬天的晨晖下
一对老人将岁月的鱼钩甩

得很远
钓起了海
也钓起了一个五彩斑斓的

往事

木麻黄
■ 林森

在此刻，我爱木麻黄针尖般的叶
爱它风中清澈的啸鸣
那么多根针，是要刺破天空
或是跟阳光编织成了绿与黄的锦绣？

木麻黄山路的尽头是海边断崖
乱石截断，突兀成一幅永不被绘出

的画
木麻黄说：我要的不多
阳光和海风就够了
至于永恒的岁月
爱来不来，爱走不走
木麻黄还说：
那蔚蓝之海与空旷的天
是我永不断电的吹风机

■ 李万鹏

赤岭，又一个原始古朴的海边村
落。一个我最熟悉的小渔村，也是我
最常去的地方。

说起清水湾，可能没人不知道，
因为旅游地产铺天盖地的广告已经
覆盖了全国。人们知道清水湾，但是
没有几个人知道清水湾有个地方叫
做赤岭。

对于照相的执着，让我发现了这
个地方，她的完美日落更是一次又一
次的吸引着我。

对于美景的描述，我天生缺乏词
汇，不知道怎么说，有时候只是觉得
好看，而且自己刚刚好带着相机在那
里，我就会按下快门了。

我很少带着脚架出门，选一个固
定的地方，然后摆设好架子，然后等
待，等待，可能是等待一束光，也可能
是等待日落时的那一抹余晖，又或是
等待这个画面她恰恰是刚好有一艘
船开过去。

不是我没有耐心，而是，我害怕
因为等待而错过了自己眼前的美
景。所以对于美好的事物，我尽量一
切随缘。

赤岭的码头，没有大船，她和新
村码头不一样，几乎全部都是小船。
以前我不懂，我总觉得无论我什么时
候去，这些船都停泊在这个小小的港
湾里。怎么都不出海的。真相其实
是，我每次去的时间都不对。我每天
都睡到自然醒，当然是见不到一些我
想见的场面的。

赤岭的海，安静得很，我总是这
么觉得，她和海棠湾和清水湾都不一
样。她没有汹涌的大浪，温和的样
子，宁静的港湾，村子里悠闲散步的
疍民。一切都是那么祥和。

那天我的朋友小培过来海南度
蜜月，我带他们去赤岭玩，刚好遇到
大退潮，我们沿着沙滩向大海的深处
走去。远远地几个人牵着手，沿着退
潮后的浅滩走向大海的深处。夏季
的赤岭黄昏，总是能让我沉醉在美景
里。像童话故事一般。

海是什么，海太深了，她太大了，
她的创造力能让你尽所能地去想象，
想象她的样子，想象她的颜色，想象
在她遥远的深处到底都有些什么物

种，人们永远永远都探索不尽。
我在很多地方看过日落，有海景

的，有山景的，有城市顶楼上的，有雪
山有草地的。最让我难忘的还是赤
岭的黄昏。宁静的像一幅画一样。
每次待到太阳完全下山之后，我都迟
迟不肯离开。我生怕明天她就没有
了，我再也看不到了，但事实上是，我
现在的状态，几乎只要我想，就能去
看。只是真正完美的日落，现在看
来，并不是每天都能有的。

我几乎从来没有早上去看过赤
岭海滩的样子，她肯定和我黄昏去看
的时候不一样，我起不来，不是我不
想起来去看，有时候人就是这样的，
你一旦觉得这个东西每天他都有，每
天都存在，你就不珍惜了。想想干嘛
要刻意去呢，就在身边的，想什么时
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

可往往却是，直到事物消失在你
身边的时候才会发现，不经意间，她
怎么就不见了呢。

这是一个快餐的时代，即便是在
看起来最悠闲的海南岛，我们总是在
不停地赶路，生怕一旦停下脚步别人

就把自己超越了。
在赤岭渔村，由于紧邻几个大型

的旅游地产项目，然后自己又处在盛
名的清水湾里面，一些过来度假的人
开始到处找海鲜吃，于是造就了沿沙
滩一整排过去全部成了海鲜酒家。

吃的人舒心了，卖的人富裕了，
沙滩渐渐变得不那么干净了。人的
欲望都是无穷的，吃不到的时候想
吃，吃到了，就开始想在什么地方吃，
能不能听着海浪声吃，越来越讲究自
己的活法，却在无意中伤害了大自
然。有时候台风来袭，造就的各种灾
情，我们开始埋怨天灾，却从来不想
想很多时候是不是人祸。

在海南，我觉得所有的海滩都在
变化，你今天去这里是这样的，过几
天你再去，或许就不一样了。事情真
是这样的。没人发现她的变化，每个
人都觉得这样变化是正确的。

我的一些朋友们，在修补自己的
渔船。工艺好像还挺复杂的，又打磨
又什么的，反正也是个大工程。现在
一般的渔船都用玻璃钢制造了，用木
船的少，维护起来很麻烦。所以现在

老船木弄成了家私，被炒上了天，老
船是拆一艘少一艘。做成凳子，桌
子，茶盘。你想象，你坐的凳子正是
人家迎风破浪过的主角。多有故事，
多有情怀。

我有次跟着阿光哥他们从后海
出过一次海，开船的船长是个小孩，
十几岁的样子，一头的黄毛。驾驶着
小船载着我们一船十几个人从后海
码头出去到蜈支洲那边。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天上的星
星漫天都是，我们坐着船出去，出到
一个连陆地都看不到的海中间时，天
上的星星一下子变得很矮了，我似乎
伸手就能捞到，海水我能见到，是深
邃的蓝。阿光哥几个人带着鱼叉和
电筒就跳到海里面去了，剩下我一个
人在船上晃来晃去，下水前，丢下一
句话，你是大陆仔不要下水，很危
险。然后我就晕了吧唧地在船上眼
巴巴地等着这伙人回来。后面扎扎
实实等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回来了，
几泡沫箱的各种生猛海鲜，螺啊，鱼
啊，螃蟹啊什么的。看似每一个渔民
水手都有一身的本事，可是这些经验
的累积，积蓄了数代人的经验，与血
的教训。谁懂。

这是一个古朴的渔村，社会在进
步，时代在变迁，但我希望一些美好
的东西她变的慢一点，在人们意识到
她美的存在之前，变的慢一点，不要
把这些美好的事物都统统毁掉了。
我总觉得，她以前就存在在那里，就
让她存在在那里，不是说我们把她推
平了，然后再重建一个我们觉得有价
值的，带来经济效益的港湾。

登临老猫岭
望黎安港（外一首）

■ 曾繁景

登临猫岭北西看，一片风光到护栏。
鸥竞椰风翻浪顶，帆追日影出云端。
绪寻绿岸今朝梦，心涌蓝图千古澜。
天降瑶池镶画里，谁移海市入黎安？

黎家少女

晨搽天色对泉妆，倒影沉鱼闪佩珰。
每酿筒裙摇月醉，逢归黎调振岚狂。
山青巧织图腾耀，霞艳灵裁礼服藏。
借夜放寮春梦了，偷星点烛待情郎。

吊罗奇幽
■ 谭能

罗山峻险此峰巅，
绝顶奇危接碧天。
枫果飞流成百瀑，
玉盘聚露润千田。
旅游赏胜迷仙境，
度假寻幽恋圣泉。
古树雨林呈劲态，
而今艳卉亦空前。

■ 李仁盛

新的一天刚刚开始
我家屋后的那棵苦楝树上
一些不知名的鸟儿在吱吱喳喳

的叫唤

有一些清晰的蝉声好像要
把我的意念举过树梢

朋友们都远足登山去了
孤寂的我骑着电动车
沿着陵河的出海口直奔
涛声在不远处暗自汹涌
风，拂面吹来

捎带夹杂咸味的野草芬芳
眺望里，椰子岛就像个温顺的女人
透过阳光游走的地方
椰树用细长的叶子轻轻呼吸
像是要嗅出谁的气息

一路上，陵河的水面
有成群的鸭子在追逐着粼粼波光
这一刹
让我想起一些久远的童趣

陵河的早晨
我看到了一些正在飞翔的事物

诗意陵水

赤岭

陵河的早晨

《陵河溢诗》（国画） 刘忠 作

《赤岭》（摄影） 李万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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