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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儿，
一块儿变老（朗诵诗）

■ 王伟

这是一片海岛，
青山绿水环抱。
没有雾霾，没有喧嚣，
我们在这儿，一块儿变老。

这是一片海岛，
白云如纱袅袅。
花开四季，空气特好，
我们在这儿，慢慢变老。

唱歌跳舞慢跑，
登山游泳吹号。
健康天使，不再吃药，
精神抖擞，夕阳无限好。

离开各自岗位，
不再为工作操劳。
没有上下，不分大小，
幸福晚年，共同创造。

来自五湖四海，
操着南腔北调。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人生路上，我们相互依靠。

花，有开有落，
人，终究会老。
抛开羁绊，抛开烦恼，
让我们吹响新生活的号角。

乾坤不会颠倒，
世界越变越小。
四海为家，快乐候鸟，
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幸福必须追求，
观念需要洗澡。
容颜虽改，丛中更俏，
青春永在，精神不老！

青山绿水环抱，
白云如纱袅袅。
不是天堂，胜似天堂——
我们在这儿，一块儿变老。

老街记忆
■ 唐 崛

儋州中和古城，有一条石板街，长三百米左
右，宽约七八米，南北走向。小时，我们都叫它老
街，后来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复兴街。

老街很古致，两边是两排骑楼，立面浮雕、镂
空多是松、鹤、石榴、梅、麒麟之类，看上去很吉祥，
每幢骑楼的廊柱呈四方，走廊连通到街头街尾。
有些骑楼立面的上方还镌刻有“广生号”、“天保
号”、“大裕昌”、“成记栈”等等字样，这些都是铺号
的名称。这些店铺有的经营药物、有的镶牙、有的
做金银首饰……骑楼很老旧了，面目斑驳，有的甚
至已破落。老街的路是青石板铺成的，凹凹凸凸
的，但磨得光溜溜的，看起来很有年份。

记得小时候，到了集市，老街就是古城最热闹
的地方了。古城人叫集市为“市日”，一般隔天一
次。每到这天，老街都挤满了四面八方来赶集的
人，熙熙攘攘的，有的进进出出店铺，有买布做衣
裤的、有打制戒指手镯的，有镶牙抓药的，有照相
留影的……沿街两旁摆着村民们挑来的番薯、绿
豆、黄豆、花生、芝麻等等之类的农产品，讲价还价
声，此起彼伏，别有一番风情。

古城人称未婚男青年为“后生家”，叫未婚女
青年是“母娘仔”。“后生家”和“母娘仔”们都趁着

“市日”赶集逛街的机会，在众人不注意时打情骂
俏，或者来几句调声。“后生家”一般都是的确良布
料的白衬衫，蓝裤子，烫得很笔直，脚穿的是胶凉
鞋，很少有穿皮鞋的。“母娘仔”穿着更特别了，五
颜六色的布料拼接缝纫而成的束腰窄袖衣衫，钮
子往右肩斜侧处开。裤子是青一色的宽脚筒裤，
走起来裤脚前后左右飘动，她们的穿着也构成古
城闹市中的一道风景。

老街夏天的晚上，更别有一番风味。一到傍
晚，每户人家都端出一盆水，往石板一泼，那灼热
的石板便发出“吱吱”声，接着又冒出了淡淡的白
烟来，这是老街的人们给石板降温的最好办法。
人们忙完一天的活儿，吃了晚饭，冲了个凉，然后
卷起了席子，在自家门前一铺，或躺或坐摇起蒲葵
扇，纳起了凉来。有些条件好的人家便搬出“马
扎”，“马扎”是木制或竹制，能收能放，坐着或躺
着很舒坦，搬运起来也很方便。大家一起纳凉，话
题很多，说了东家的喜事，又议了西家的趣事。有
说三国讲水浒的，也有来几句琼剧唱几段粤曲
的。有时，也讲一些鬼故事。我喜欢听鬼故事，很
刺激，每次听完后，总是害怕得不敢独自回家。

老街醒得很早。公鸡啼鸣第三遍，静静的老
街便“叮叮当当”响起来，那是女人们在劈柴生火
做饭。天还蒙蒙亮，“米烂”铺便坐满吃早餐的人，

“锅头田”摊蹲着老老少少的吃客，赶时间的便随
手买一两个“不老馊”边啃边走，这些都是古城的
名小吃。持家的主妇匆匆忙忙来到菜摊，买好菜
又匆忙往回走。各家店铺也陆续开门了，老街又
开始一天的喧哗。

后来，古城又另辟一条街，古城的商业中心移
到了那儿，老街渐渐沉寂，失去昔日的繁华。

■ 王姹

并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
有这样一处几乎让所有人都
逃不掉的乡村。

2008年前，这里还是一
处罕为人知的山野村落。几
年后，竟因村外一处冷泉的存
在，而以村名命名，叫久温塘
火山冷泉。

这个景中之村，因沾了冷
泉的名气，不再是一个地理村
落的标签，成了定安“百里百村”
风景长廊第一村。每年来这里
赏冷泉、游古村的人络绎不绝，
久温塘村几乎被家喻户晓。

久温塘村位于国道定屯
公路上，距定安县城30多公
里，是通往久温塘火山冷泉的
必经之路。它始建于南宋末
年，迄今已有 700多年的历
史，村庄不过368户1587人，
多为郭姓人家聚居之地。传
说南宋末年，郭姓迁琼先祖到
琼州府为官，其后裔子孙分枝
散叶，找到了这一小片与世隔
绝的乐土。

由于人烟稀少，外人罕
至，植被保存极为完好。村子
气候湿润，空气中含氧量和阴
离子极高，负氧离子的鲜冽，
几乎浸肌沁骨般凉透周身。
青草，庄稼地，鸟鸣，露水，炊
烟，散落在山水之间，那么的
妥帖，安定。随意一瞥，都是
一幅绝美的山水大画。

这是个古韵悠悠、恬静古
朴的火山石村。古木林立，有
良田美池，有火山石屋，鸡犬之
声相闻，俨然世外桃源。走进
这里，我几乎被那绿得铺天盖
地的气势震慑了，眼前浮现的
一切，只能用“惊艳”来概括。

那一个午后，太阳煌煌地
照了下来，疏影婆娑，有风吹

过，是丝绸般微凉的触感，柔
软无息。村里随处可见绿影
婆娑，绿意清朗，最绿的绿，最
青的青，幽幽的，润润的，仿佛
只要伸出手去，轻轻一掬，便
把这浓绿握在掌心了。这绿，
如细的雨落下来，落在衣裙
上，落在人的心里，仿佛要把
这凡俗铅华慢慢洗净，把世间
灰尘慢慢清理。

仔细一看，原来婆娑生长
的绿，是槟榔，是橡胶，是龙
眼、是荔枝、是黄皮、是菠萝蜜
树，是庞大宽阔的原始林木。
站在棵棵花树下，落英如雨。
绿意和暗香悄然浮动，连呼吸
也缠绕着花香，直教人恍惚。

要说奢侈，无非是这里的
村民了。千百年来，村外的这
片原生态火山冷泉，哺育了他
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
村民，将冷泉当作日常饮用、农
田灌溉、捣洗放牛之用，冷泉仿
佛母亲的陪伴，见证了无数生
生不息的生命涌动与繁衍。

狭长的村道上，幽廊曲
径，皆是绿意葱茏。迎面走来
一只灰黑色的狗，个头不大，
慢跑的姿势却非常优雅，狗叫
的声音很低沉，却从容不迫。
据说狗是山村的精灵，山村如
果缺少了狗，定会少了许多热
闹吧。偶尔，有村民荷锄走
过，一脸的淡然笃定。永世中
绵长的日常，日常中永恒的光
景，循环，往复，云淡风轻，所
谓的世事如烟，便是如此吧。

火山石铺就的小巷、火山
石砌的院落、石屋，一切都显
得原汁原味。每栋石屋都有
上百年的历史了吧，很多已是
杂草丛生，植被根系与岩石墙
缝交错融合，衬着枝蔓芽叶的
新绿，散发着拙朴的韵味。或
粗糙或精细的石屋，虽称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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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太常

我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优
秀专家，夫人却没有多少文
化，差距有点大。我们夫妻俩
生了个聪明漂亮的女儿，小日
子过得和谐美满。有些人觉
得很奇怪，二人也没有啥共同
语言哪，这里有什么秘密呢？
二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每当有人问起，我都含笑不
语。

今天，在我们五十年金婚
的时候，我要讲一个故事——

“文革”期间，因为我父亲
是地主分子，我被从大学里赶
回来，到农村当社员。我扶过
犁，点过种，放过猪，做过豆
腐，一般农活都会干。

那年冬天，队长让我赶老
牛车，往龙船火车站甜菜收购
站送甜菜。从我们生产队到
甜菜站有三十里地，一天送一
趟，挣10个工分，还补助1元
钱。

我赶老牛车走的是绥庆
公路 ，路况不错。每天经过
一个地方，叫李家店，在屯旁
不远的地方，天天有一个姑娘
在那里放牧两只羊。天天路
过，天天见面，也就熟悉了，也
都知道谁姓啥叫啥，有时候有
事没事地也说几句笑话，逗个
乐子啥的。

有一天，我抱着鞭子在老
牛车上晃悠，离老远又看见那
个放羊的姑娘了，心血来潮，
就编排了一首歌，对着她亮开

嗓门唱起来——

天幕低垂雪花扬，
大路平坦通远方，
路旁有个大闺女，
抱着鞭子放俩羊。

身上衣裳有点土，
脸蛋长得很漂亮，
两只眼睛水灵灵，
一条大辫长又长。

天天赶车从这儿过，
没话逗话拉家常，
花言巧语探听出——
她的名叫方草香。

我说你是方香草，
我是爱啃青草的羊，
她挥起鞭儿要打我，
骂我是个臭流氓……

方草香一听我又在编排
她，就赶过来要打我，我就欢
笑着赶着老牛车跑远了。

我年头到年尾也不见个
钱，现在每天补助一元钱，是
现钱，简直是发财了。有一
天，我送完甜菜，在龙船站供
销社买了一瓶雪花膏，如获至
宝似的，放进怀里。回来的路
上，又看见方草香了，想要给
她，又磨不开，怪难为情的，就
放在离她不远的路旁了。等
我的车过去了，她捡起雪花
膏，一边举在手上摇晃，一边
喊：“你——丢——东——西
——啦！”我也一边晃着鞭子，

夜宿美台村
■ 徐良伟

我看见一棵树
夜幕下一群小小的鸟
像片片枫叶煽动星火点点
这棵树是飞鸟的家乡

我看见流逝时光
往海口必经美台
高速行至多文再就直抵福山
我无数次沿着你笔直的路程

我看见谷穗已经成熟
我是远道的归人？
再这里看见涛海、麦浪
一群黄牛被卸下沉重的车架
我应该加倍感谢这片金黄的田野

我看见倦容如夕阳西下
以及山脚下流转的烟云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孟浩然的古诗点燃我那盏豆大

的晚灯
绿水青山当可福如东海
古木参天定会寿比南山
佳期徐徐可遇？观景琳然为倩影
芬芳、透出书香，深秋与我依依
眼前紫色的窗帘贴近我梦呓的颜色

我看见今夜翠黛幽静
唤上一杯咖啡 咖啡品我 我品咖

啡？
此刻，仍在思索前路的过客
谁能告诉我一个明确的结论？
就在此挥一挥诗意吧
暮去朝来兮反复歌吟
我乘着一颗静默的心灵去拜月
仰头看见天际飘度明天的圆镜

水乡万泉
■ 卢焕雄

在琼海，万泉河畔有个万泉镇，万泉镇的治所
在文曲墟。万泉河、文曲河、沐皇河在这里汇合争
流。临河枕水、玉带缠腰，万泉镇墟因而博得了远
近闻名的梦幻水乡的称号。

一提起水乡，人们自然就联想起“小桥、流水、
人家”的诗意。是的，河道交通，石桥勾连、小船穿
梭，沿河两旁的人家早起洗涮、晚送炊烟，这是江
南水乡的典型写照。然而，万泉水乡，既不乏这般
柔美的意韵，相比于传统，更显露出她的大气。文
曲河穿城而过，曲水流觞，把镇墟一分为二，一座
四孔石拱桥凌空飞渡，连接起东西两个城区。宽
大的河面上，水波荡漾，涟漪拍打着散落河中的一
处处绿草沙洲。时不时有一叶扁舟顺流而出，撒
网垂钓，惊起白鹭飞翔。两岸的人行栈道，掩映在
椰子树下芭蕉丛中，游人依依，鸟儿悠扬的鸣叫声
吸引着人们惊叹的目光。

河岸两旁街道上的房子，时尚中透露出古色
古香的风韵。两三层高的小楼，白墙青瓦，灰绿色
的坡面，在红木雕花窗框的映衬下，令人顿生思古
之幽情。冬日里，暖阳夕照，高挂屋檐下的红灯
笼，散发出红色晕光。夜幕初临，街灯点亮，水中
倒影红黄辉映，浮光跃金，闪烁出一种似乎自远古
穿越而来的梦境。万泉镇治下人们的品位，从街
道改造的匠心独运中可见一斑。

如果说万泉镇的古风留存于房屋道路成功的
“修新如旧”，还不如说更来自于她六百多年经久
不衰、日久弥新的爱情传说。文曲河流入万泉河
河口，建有一座“中水庙”，摆渡之处人称“文宗渡
口”。据说是为了纪念当年流放于此，后来当了元
朝文宗皇帝的元太子图帖睦尔，彰显他与此地平
民美女“青梅”共同演绎的王子与灰姑娘的爱情故
事。这一段的万泉河又被称为“爱情之河”。

从“文宗渡口”和“中水古庙”沿河往北，游人
穿行于蜿蜒的条木栈道。抬望眼，只见椰树婆娑，
芭蕉挂果，河面漫江碧透，沉鳞竞跃，好一派水乡
风景独好。行不多远，一股弥漫在林荫小道空气
中的咖啡醇香把人带到了“原乡人”咖啡厅。

沿着木质楼梯拾级而上，到了二楼，从容坐
定，点上一杯咖啡或一份鸡屎藤粑仔，你可以消磨
一天时光。久坐之后，推窗凭栏，岸边栈道上观景
的行人也就成了你的风景。

万泉镇墟距嘉积城区6公里。二十多年前的
万泉镇破败不堪，通往县城仅有一条土路，单车行
人和牛群走过，就扬起滚滚黄尘。如今宽阔的多
车道马路畅通无阻，开车前往，甩过路旁的水泥高
楼之后，扑面而来迎接你的就是现代与传统交融、
物质与精神丰厚的万泉水乡。

万泉水乡之大美，经悠悠千年的河水冲刷、沉
淀与传播，如今幻化得竟是如此气度非凡而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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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美的建筑，却能窥见先民的
心灵手巧和聪明智慧。

像这种凿石齐正、黑盐
木、花格窗、带宽大旧院的老
房子，在古代也不是普通人家
都能随便盖的，家境殷实、且
诗书传家的才行。一栋栋火
山石屋，依稀可见当年久温塘
村民殷实的生活境况和读书
风气鼎盛的传统。

庭院清幽，苍苔露冷。石
板道、石墙、古树，以及各种奇
特的火山石用具，废弃的火山
石盆、石臼、石磨，有着令人痴
迷的沧桑色调。屋舍四周和
院内都是果树，环境很静美。
不知谁家屋前栽了一棵龙眼
树，很老了，枝叶繁茂，把半个
院子遮了个严严实实，显得苍
凉而有味道。

在宽敞的农家院落里，喝
到了正宗的鹧鸪茶。这是当
地村民自己用冷泉熬制的，茶
在杯子里一叶一叶地舒展着，
带着草根的滋味和泥土的气
息。茶很好闻，清雅秀美柔和，
有清醇香草的味道，仿佛笼聚
了鹧鸪茶树的精魂，据说它和
元朝一段江山美人的爱情传说
有关，喝起来别有古韵。看来
这茶不光是水土的差异，还有
人情味的不同，揭开它的前世
今生，便是一部尘封已久、活灵
活现的鹧鸪茶史。

农家自制的米酒，甘甜爽
洌；富硒的山野土菜、土鸡、萝
卜干鲜美异常，摇曳飘香。酒
香和茶味一起缭绕，在舌尖，在
内心深处，在生活的褶皱里，也
算是苍茫人世的某种慰藉罢。

只是，在这绿意盎然的村
道上，东瞧瞧，西看看，拐几个
弯道，你几乎就晕乎了，云里
雾里基本找不着北，连村道上
古色古香的指示牌，也成了一

种虚设，悄然在绿色中站着。
看一拨又一拨人走过，像一尾
尾快乐的鱼，在流动的绿色
里，醉得不分东南西北。

据说日军侵琼时，几个日
本兵到村里抓捕共产党。明
明前面有人影，在过人高的灌
木丛中窜来窜去，就是抓不
住。硬生生给转得晕厥了，抬
头见几个太阳在头顶上，明晃
晃地照着。看这个古道幽幽、
纵横交错的荒村野落，边喘着
粗气，边心有余悸地说，这是
个怎样乱七八糟的村子啊。

有山，有水，有古屋的村
落，总是让人向往的。山村虽
美，若缺了水，没有水的滋润，
会感觉缺少了灵气。好在久温
塘都具备了，村子里的饮用水，
都来自村外的冷泉溪。冷泉溪
浸润着这方土地，可直接饮用，
含硒、锗等多种抗衰老、抗肿瘤
和防癌元素。这里的富硒农产
品，大概是定安最为出名的了。

这个千把人的小山村，人
均寿命很长，80岁以上的老
人竟有70多人，百岁老人亦
是不少，被誉为长寿之乡。一
个小山村竟然有这么多长寿
老人，实在令人惊奇。每天喝
着清甘可口的富硒冷泉水，绿
色的环境，轻松的心态、健康
的饮食，他们的长寿皆与当地
的富硒饮食密切相关。

这些淳朴达观的村民，只
在这深坳山野间默默劳作，度
完一生，有的甚至一辈子也没
出过村落。他们和古老的村
子一样更加古老了，脸上布满
了岁月的皱纹，一如黑色火山
石般凝重安详，神情里充满着
平和与安乐。你有你的惊心
动魄，我有我的岁月静好。或
许只有他们，才有可能真正领
略生活的真义。

一边喊：“是——送——给
——你——的！”

可是，第二天，她又把雪
花膏还给我了，死活不要，硬
是扔到我的车上。我的心情
很不好。

当时，我再上大学已经没
有希望。因为是地主子弟，供
销社营业员、学校教员、生产
队会计员，甚至计工员，我都
不能干，我的命运只能是顺着
地垄沟找豆包，当社员，赶老
牛车。所以，一般同样年龄的
小青年都结婚抱孩子了，我却
说不上媳妇。这不，连个放羊
的姑娘都不待见我。

我送完甜菜，心情不好，
就在供销社里买了一瓶庆安
牌啤酒，一盒握手牌香烟，连
抽带喝起来。

我本来一支烟不吸，一口
酒不沾，这下子却喝得个红头
胀脸，迷迷糊糊，不知道东南西
北了，抱着鞭子，坐在车耳板
上，晃晃悠悠地往回走。走过
李家店屯不远的地方，好像睡
着了，我就从车上摔下来了。

我从车上掉下来，让方草
香看见了，她顾不得自己的羊
了，拽住老牛车，连背带扛地
把我整到车上。怕我再掉下
来，她也不敢离开，就坐上我
的车，赶着老牛车往前走。天
天走的道儿，轻车熟路，老

“牛”识途，也走不错。但是，
方草香还是不敢离开，害怕我
再从车上掉下来，栽进大雪地
里冻出个好歹的。就这样，她

一直把我护送到家，受到我父
母的深情感谢和热情接待。

从那以后，我们俩成了朋
友。她也不是一点文化没有，
只是家里困难，初中没有毕业
就辍学了，家里养了两只羊，
就交给她放。她看到我家书
多，爱不释手，就借书看。

后来，甜菜送完了，我不再
在那条路上赶老牛车了，但是，
我和方草香却经常走动，她向
我借书，我给她解答一些疑难
问题，慢慢就处出感情了。

我们的家分别居住在两
个县，相距有十几里路，相互
不是很了解。后来，她向爹妈
提出要和我订婚、结婚的事
情，她父亲不大同意，说，他爹
是地主。

方草香懵懵懂懂地说，那
怕啥？我看那老爷子和和气
气，怪好的！

她爹说，男方成分不好，
怕不能有啥出息。方草香说，
啥叫出息，安分守己，老实本
分，干活养家，不就是出息
吗？还想让他去当大专家
啊？那我还配不上人家呢！

她爹也是个老实巴交的
本分人，再也没吱声，这个事
就这么定下来了。后来，我们
就结婚了，一晃已经五十年
了，外孙女都上中学了。

她就是我的夫人——方
草香。在我们金婚时，我给她
写了一幅字：“你是一株青青
草，永远在我心头香！——赠
爱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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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湾风光。 李幸璜 摄

久温塘村冷泉。 李幸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