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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
■ 江非

那个早晨我们喝了牛奶

沿着海边的一条便道去往海滩

原始森林早已消失，只有脸

仍能感觉到从那林中升起的风和古

老的潮湿

多么令人安慰！几只昨日的鸟儿还在

它们起落的身上依旧缠绕着厚厚的

时间之轮

我们走过去，在离海水最近的椅子

上坐下

防腐木由于色泽而显得凝重和肃穆

我们看见海底的争论泛起的白色的

低浪

有几秒钟，看见有人正从那复原之

梦中浮起

有一次，在海南岛，也是如此

炎热的夏日的清晨，它从东方的水

槽缓缓升起

我们在窗口站着，小心翼翼地剥着

它的外壳

我们知道，它刚刚诞生，还有几个小

时，才能从薄暮的山地缓缓消失

关于碗的故事
■ 李孟伦

一个夕阳西下的下午

母亲一双古树样的手

向上擎起了一只大碗

双脚深深地深入大地

从脸颊上流下的汗水

滴滴都是菩萨的甘露

让生命在涅槃后绽放

绽放成一朵最高的花

在我太阳的嘴边芬芳

碗里是热腾腾的米饭

每粒都是母亲的味道

而我行走在碗的边缘

怀抱太阳与月亮谈爱

远方飘来了一朵白云

说我是那花中的太阳

也是那太阳嘴边的花

却不知碗下有我母亲

碗下还有着我的大地

母亲随日子天天老去

连同身影将回归自然

谁知她最后一滴汗水

还得润绿了一片江南

如今我在家乡屋檐下

端着一只空碗的大地

只见飘来几滴芭蕉雨

云里
■ 王晓冰

最熟悉的人

曾经最陌生

应该也是个一月

我们蚂蚁般地在严寒中

缩着脑袋

相向而行

高高在上的上帝

躲在故乡那时干净的云里

大暑
■ 许起鹏

夏日赫炎阳木盛，

风吹雨打巧耘耕。

荷花敛暮沽晨绽，

腐草化萤照夜行。

华盖古榕荫酷暑，

葳蕤翠叶滤新清。

少思屏虑心神养，

谷实落鲜赈济情。

为琼中女足
夺冠军喜吟

■ 吴珍明

战事频传越大洋，国人闻讯意飞扬。

十年磨砺锋藏鞘，一日催征马放缰。

竞逐绿茵靡匹敌，流星矫影宛腾骧。

丰赢七捷酬乡梦，遥祝凯旋漫举觞。

■ 王卓森

老董是一个幽默地生活着的人，就
像一些忧伤地生活着的人一样，这是我
对老董最基本的认识。无论什么生态，
每个人都在自己和别人的念头中吃饭、
做事、睡觉、发愁、快乐，最后告别人世
——这句话我贴在床头。老董汲着一双
拖鞋过来，拿起我桌上的白沙烟敲出一
支，点火，深吸，吐出一团烟，一把就把这
句话的字纸撕了：“什么话，看看我们老板
的后墙上，那是什么？”老板后墙上悬着硕
大黑色的一个鹰字，我们抬头低头都见到
的图腾。老董对老板办公室的摆设似乎
很热爱也很有记忆，比如老板的香水是什
么牌子，他都清楚。我只知道老板是个有
口臭的香水男人。他告诉我：“老板不打
香水那一天，一定是感冒了。”

每天一大早，老董第一个到公司，

但插完卡就消失了，消失也不是一个上
午，就一阵，可能是下楼去吃早餐了，可
能重新回宿舍去蹲厕所，老董有些便
秘，但再便秘，老董一定能在老板到公
司坐在那个鹰字下面之前，赶回公司端
坐在办公桌前，多年如一日，这是老董
独有的功夫。其实，老董也不需要一张
办公桌，因为老董从来不需要写报告，
再不像报告的报告，老板也不会叫老董
写，写报告是女秘与老板切磋至半夜的
工作，写报告延伸的工作是老板用自己
的大奔把女秘送回家。不知老董在老板
眼中算个什么样的人，至少肯定不算是
个写报告分子。老董没干上一些依赖桌
子的工作，桌子就只剩下让老董经常靠
着打盹的唯一作用了。我刚到公司的时
候，问过老董：“董哥，你做哪一块？”

老董说：“除了写报告和单独与女秘
关门说笑话不能做以外，什么都做。”

老董经常性的工作是开车送
送材料送送工具，买买瓶装水，斯
文一点的就是有时送合同书。同
事叫老董一起外出办事，老董都
很乐意，只要能离开老板的视线
就行，但同事一定要在打卡纸上
签字证明老董是为公司外出办事
误打卡的。我不知道老董为什么
不愿在老板的视线内晃动，老板
的视线又不是x射线，更不是激
光，那么怕干吗。老董那天跟我
喝椰子水，说：“你知道老板为啥
能当上老板吗？”我说不知道。老
董说：“老板的眼神跟一般人不一
样！”我诧异半晌。老董又说：“我
发现，所有老板的眼神都如出辙
一的跟一般人不一样。”为此，吃
饭的时我观察了老板的眼神，确
实像老董所说。老板的眼神里有

一种混沌，也有一些幽深，但很硬，
红红的眼丝状如夏天雷雨的闪电，
爬满眼瞳四周，没有方向但很有阅
历，有时像一口正午的井，反射出
一粒粒光亮，有时像深夜的井，荡
着一圈薄幕，老板从这圈薄幕后面
看着你，但你不知道他就在薄幕后
面。老董说：“老板的眼神是练出
来的。”

一大早，大家一来上班，就看到
打卡机不是昨天的了，是一台新的
指摸打卡机。据老董介绍，这是目
前最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器。衣
饰潮流但表情过时的女秘对老董
说：“董哥，是昨晚弄上的呀？”老董
乜了女秘一眼，点点头。

我彻底地服老董了。如果老董
有一天也当上了老板，那谁是他的
员工啊？

■ 黎飞飞

我小时候没有见过堂兄，但常常在父亲那里听到
他的事迹：名牌大学博士生导师，享誉国内外的学者
……父亲的唠叨，无非是要我学学堂兄，发奋努力，为
家族争光，为国家出力。

五年前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位远房叔叔的电
话：“你曼哥（家里人对堂兄的昵称）要回村搞文化建
设，请你回来合计一下。”这样一位活跃在国内外学
术舞台上的“大人物”，竟有时间回家乡搞文化建设，
他到底要做什么，到底图什么呢？

那天，为了参加大园古村文化建设领导小组
会议，我第一次跨进堂兄家，也是第一次见到堂
兄。堂婶见到我就大声喊着：“阿曼，飞飞来了！”
堂兄大步流星地走出门口，紧紧拉着我的手，带我
走进客厅。一进客厅，我就被堂兄家墙上那两幅
木雕对联吸引：“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
来”、“耕读商皆可成业，勤俭信方能立家”。字法
秀逸，散发着浓浓的书香气息。我问堂兄，那是谁
写的对联，谁的书法？他说，那是祖上传下的家
训，字是他写的。

堂兄把我拉到座位上，跟大家一起商量要做的工
作，主要就是挖掘大园古村延续400多年的耕读文化
历史，展现本村独具特色的书香文化、教师文化和华
侨文化。期间堂兄还告诉我，祖上有一位诗人，是我
的直系高祖，我的身上就流淌着诗人的基因。第一次
知道家乡的历史、家族的传统，令我十分震撼。堂兄
说，以后你要好好宣传我们村，古村的宣传工作担子
就交给你了。

堂兄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不幸的是，在上世
纪中叶的时代巨变中，堂兄的家庭受到不公正待
遇，祖父蒙冤入狱，父亲为求学远走他乡，母亲被迫
丢下襁褓中的他外出打工谋生。由此，堂兄成了新
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先送到外婆家寄养，后又
回家与奶奶相依为命。奶奶每天从事繁重的农活，
还要经受无穷无尽的运动和批斗。每当夕阳西下，
小小的他放学回家，忍受着饥饿，坐在门前的石墩
上看书，等着奶奶早点回家煮饭。这时，常常是村
里的好心人送来一个番薯或是一碗稀饭……当堂
兄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善感的我已经泪流满脸，
而他却平静如水，也许在别人看来是苦难的事，在
他眼中却是上天赋予的巨大财富。他常常说，自己
是“吃百家饭，看百家书”长大的，当时村里人家的
藏书几乎都被他借遍了。由此，当事业有成之后，
堂兄最想做的事就是让故乡的孩子们有书可读，在
温饱之余能得到精神的滋养，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堂兄对我说，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常说：“没
有当年乡亲们送的一个番薯，借的一本书，甚至投来
的一个关爱的眼光，就没有现在的曼哥！”虽然他并不
富裕，却非常慷慨。只要谁家有困难，他都会伸出温
暖的手。他先后资助了村里十几位考上大学的孩子，
并提议每年给考上大学孩子的母亲颁发奖金。村里
没有自来水，他便出资买水管，让大家喝上清洁的自
来水。他在大家的心目中，就是一位可亲可爱可敬可
以依靠的邻居大哥。每次他回家，村里的气氛就像过
年一样。

为了回报故乡的养育之恩，堂兄不遗余力地投
入大园古村的文化建设。他本人出资几十万元，首
先复建了诗文廊与石泉古井。受其感染，为“报师
恩，圆师梦”，他的弟子们捐资两百多万元，复建了
清代的私塾“世德堂”和弘扬母爱丰碑的“春晖
园”。在即将举办的“大园古村2015国学夏令营”
活动中，先后收到了他任教的中山大学、华商书院
和琼海企业家国学班近十位弟子的捐助，有捐款
的、有捐书的、有捐设备的、有捐服装的、有捐玩具
的、有捐饮料的，甚至还有捐助孩子们免费看电影
的。我问堂兄：“为什么你那么多的学生都自愿支
持我们村的建设呢？”他回答说：“我是用心去教他
们，真心对待他们。”

五年来，在堂兄的精心策划和大家的辛勤努力
下，大园古村文化建设进展顺利，世德园、春晖园、功
名园、弟子规、长廊求学古道、家训苑等项目相继落
成，一个个尘封的忠孝节廉故事穿越到了今天，鲜活
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大园古村先后被海南省文明
办命名为“海南省青少年教育基地”，国务院侨务办命
名为“全国社区侨务工作示范单位”。琼海市和嘉积
镇政府还投入资金全力打造，各项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优美田园风光和深厚文化底
蕴吸引着八方游客，“大园古村”成为了海南一张响亮
的美丽乡村、文化古村名片。饮水思源，这些功绩离
不开堂兄那片浓浓的故乡情愫。

堂兄还把对故乡的爱传播得更远。五年来，
他先后向海南的中小学捐赠自己编写的《弟子规》
教材十五万册，国学讲座视频五千多盒。堂兄本
人是一位儒学研究专家，十分重视儒家传统的教
育。他说，几千年来，中国人正是按儒家精神的教
导来做人做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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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云》（油画） 富粒粒 作

■ 唐 崛

祖母在世时，每当提起家境，便喃喃自语，如果不
是祖父的任性，扛起枪跟日本兵对着干，恐怕家境也不
至于一转直下。

祖母的埋怨是痛惜她和祖父含辛茹苦赚来的那份家
业，而我们却很敬佩，祖父一生中也做过一件了不得的事。

祖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唐姓，名胜德，居住在琼
岛西部儋州北岸的一个村落。他的相貌，我们是从挂在祖
屋那张老旧的碳画像认识的。发短脸长，眉浓眼亮，鼻宽
唇厚，看上去很憨厚又很血性，很刚直又很善良。

从祖母在世时的那些只言片语中得知，那时（大概
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祖父的家境很殷实，田地就
占全村一半以上，那么多的田地一部分是曾祖父留下
的，一部分是祖父开荒出的，另一部分是祖父用银两从
别人那里买来的。因为家大业大，祖父成了当地小有
名望的乡绅，村里的大事小事，都离不了他，镇里有什
么动静，都要跟他打个招呼。

祖父的那个年代，是动荡不安的年代，是战火纷飞的年
代。祖父奔波于乡野阡陌之间，应变于各种势力之中，左右
逢源，谁都不敢得罪，苦苦地支撑着他的家业。可有一天，
镇长找了祖父，说日本人要打进来了，全民都要抗战，让祖
父帮助筹措银两。祖父是一个与土地打交道的人，对于抗
战，对于国家危机，对于民族存亡，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但
祖父二话不说，按照镇长的要求，走家串户，积极筹措银
两。也许，祖父就认为保护家园，捐钱出力义不容辞。祖父
筹到的银两达不到镇长要求的数目，只好掏出家里的补上，
这让镇长满意不已，于是，祖母天天都骂祖父是个败家仔。

那些年，每到粮食收获的季节，琼崖国民党的抗日
力量都来跟祖父催粮，粮食拿走了却分文不见。中共
琼崖特委的人很好，讲诚信，粮运走不多久，钱准给送
到，这让祖父感激不已。每次，琼崖特委的人来买粮
时，祖父更牵来两头牛，说是作为运粮之用，其实是特
意搭送。

祖父似乎与琼崖特委的人有一种默契的配合。那
时，日本兵封锁得很紧，琼崖特委的人需要粮食时，便
在夜晚到村口的那颗大榕树下的隐蔽处，作些记号。
如，放两块小石，表示需要些粮。放一块石头压张纸，
表示需要些鸡鸭之类的。第二天，祖父去查看后，等到
晚上便悄悄挑去，放在记号之处，琼崖特委的人拿到
了，总是在原处放些银两，以示酬谢，但祖父从不收下，
待下次来要粮时，便如数归还。

听祖母说，祖父拿起枪跟日本兵对着干，是因为咽不
下日本兵欺凌的那口气。那天，几个日本兵带着一群汉奸
来村里，用枪指着祖父说，如果不跟他们合作，便灭了全
村。祖父和村里的人非常气愤。那时，村很大，村里有
唐、符、吴好几个姓，祖父与村里各姓的头头商量，大家
都表示决不屈服，誓死保卫家园。于是，祖父把家里存
藏的所有银两掏出，找了熟人买了几支破旧的“汉阳造”
以及粉枪和弹药，又组织大家在村的路口挖战豪，然后，
把老人小孩女人托付给邻村的亲戚。几天后，那几个日
本兵和那群汉奸真的耀武扬威而来。祖父们没有作战
知识和经验，那些枪支又比不上日本兵的枪支火力猛射
程远，只好凭着对地形的熟悉，与日本兵和汉奸们周旋
磨耗。仗打得很残烈，村里参战的人几乎死了一大半。
最后，活着的人躲进山里才幸运保住性命。日本兵和汉
奸们攻进村后，打砸烧抢，全村一遍废墟。一个月多后，
祖父们又悄悄地回到村庄，重新搭庐而住，然后，悄悄地
接回老人小孩女人，又悄悄地生活起来。

祖父为抗战倾尽了家产，好几年都没能恢复过来。幸
亏有那些拿不走带不动的田地，全家的生计才有了着落。

祖父的抗战是草根的那种，是民间自发的那种，像祖
父这类的抗战，也许，在中华大地上很多很多，却淹没在历
史的长河中不被人们发掘，祖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

祖父的抗战

■ 关丹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我已接近古稀。经历万
千，至今大部分已模糊不清，惟有慈母含辛茹苦，识大
体，重教育的事总令我记忆犹新。

1964年，正读初中二年级的我酷爱看读书，每当借
到当时盛行的书籍，如曲波的《林海雪原》、李英儒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和冯德英的《苦菜花》时，便如饥似
渴，争分夺秒地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或在煮饭时借柴火
之光津津有味地看起来。这些都被母亲看在眼里，认
为我是读书学习的好儿子，她总是关切地叮嘱“丹儿，
当心草火蔓延到炉子外面太多”，或“别熬夜”。

由于父亲早逝，单靠母亲在生产队干工记工分过
生活，家庭举步维艰。单亲家庭的我几乎没有零花钱，
到县城八所买书对于我这样的穷家子来说是比登天还
难。借书阅读是唯一的办法，所看的书几乎都是从王
姓或李姓同学借来的。

一天，县新华书店的同志下乡推销图书，我也兴致勃
勃地前往围观，看到渴望已久的冯德英的三部小说之一
《迎春花》一书正摆在桌上，便爱不释手，马上取下翻来覆
去地看，看着看着，心里便强烈涌出要买一本的念头。

第二天中午，骄阳炙烤着大地，母亲刚从户外干活回
来，我不容她喘一口气，就忐忑不安地上前拽着她的手说：

“妈妈，我想买一本书，内容好极了，写抗日战争打日本鬼子
的，看了后就能认得好多字，懂得好多事，知道很多道理。”

母亲一边低头看我，一边抚摸着我的头，嘴角露出
和蔼的笑容，问我：“多少钱？”“壹圆肆角贰分。”眼前一
亮的我告诉了母亲。

瞬间，母亲抚摸我头上的手颤动一下，尔后慢慢松开，
半开的眼睛一动不动，瘦黑的脸拉长了许多，和蔼可亲的
脸孔变得忧愁，显然母亲为难了。说真的，我往常所需的
学习用品只花几分一角，只要开口母亲从来二话不说，有
需必应。在当时，母亲辛苦地干一天的集体农活，按工分
记只得到8分钱和相应的稻谷、地瓜等农产品维持生活。
而我这买一本书钱相当于她半个多月的工分啊！

母亲经深思熟虑后自言自语地说：“河内损失河外补，
白天干集体活，晚上加班酿酒卖。”一边转身进屋拿出用布
缝做的钱袋子，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裹了又包，包了又裹的
壹圆伍角钱，让我买了第一本课外书——《迎春花》。

2008年，我的母亲以耄耋之年善终。那年，她94岁。
那天她吃完早饭，自觉不适，在我们子女的守护下，安详地
慢慢合上那双明亮的双目，可谓是寿终正寝。

第一本课外书

老董的发现
世情百态wh

■ 符浩勇

鲁师大蒋君教授与人说起
他曾供职《海鸥》文学丛刊，总会
说，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
误，只不过那时他并不知道。

蒋君调到《海鸥》丛刊之前，
还只是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副
教授，但在海岛却是一个蜚声文
坛的小说家。省作协曾为他和
另外一个谋篇老道的作家邓海
开过作品研讨会，《文学报》曾用
一整版刊登研讨会综述，摘发省
内外著名评论家中肯的发言。

蒋君调入《海鸥》丛刊的动
因是因为与他一同开过作品研
讨会的邓海。邓海先他一年进
入《海鸥》丛刊，职责是初审小
说。那时有一个颇为勤奋的女
作者，写了篇题为《吴清华的青
春岁月》的小说，被邓海初审时
枪毙了。女作者却又私下登门
拜访了主编黄紫。黄紫文学出
道较早，编辑生涯不浅，堪称编
辑中著名的作家，作家中著名的
编辑。黄紫作为主编，当然是作
品终审人，阅毕女作者的稿件，
大加赞赏，在编辑部传阅，签发
了。而由此带来一个伴生问题，
那就是邓海对稿件的鉴别能力
有折扣，初审中可能漏掉了部分
上乘稿件。于是，调入蒋君成为
一种弥补救护措施的理由成立。

蒋君初进《海鸥》丛刊，职责
是复审，但同时还要将邓海初审
的稿件再筛选一遍，果不其然，
蒋君从邓海初审沉落的稿件中，
还真捞起若干遗珠，弄得邓海时
有尴尬。

然而，蒋君并不知道，他将
别人弄得尴尬的时候也由此使
自己陷入了尴尬。

事情的起因是蒋君在审阅
国内著名作家老王的幽默小说
《诱惑》时修改了作品中的一个
貌似精粹的句子。而主编黄紫
却坚持尊重作品原貌，不应删
改。蒋君力争无果，最后竟不慎
出言说：“这个句子就是放在大
学汉语教学研究上鉴赏，也会认
为不妥帖……”弄得黄紫主编当
众大窘，脸上红白参半。谁都知
道主编青春年华之时，受父辈株

连，下乡当了知青，未读过大学，
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著名作
家和优秀编辑。事情的结果是
征求了作者的意见，终还是删改
了句子。

然而，蒋君最大的尴尬还在
后头。

《海鸥》丛刊有时也靠编辑
得意之作支撑门面。蒋君回乡
探亲写就的小说《乡村谋杀》很
快就通过了终审，但主编同时也
提出删减3000字的意见。但发
稿终校时，黄紫发现作品并无删
节。蒋君据理力争，但编委会最
终原则决定：经终审的稿件不可
随意添删，确保终审尊严。如按
意见删节，立即刊发；如不删节，
可作另处。蒋君无奈，将稿件投
给了省外刊物。

事后，《海鸥》丛刊调进了一
个年轻的诗歌编辑。理由是当
下从初审、复审到终审都是清一
色的小说家，而一个优秀刊物不
应错过文学中任何一种体裁。
至今，《海鸥》丛刊仍保持每年一
期“诗歌专辑”。

接下来，《海鸥》丛刊面临财
政断奶危机，为保持编辑队伍稳
定，由省作协出面，要求编辑郑
重承诺，五年内不论《海鸥》丛刊
走向如何（潜意识是丛刊盈亏与
薪酬挂钩），都确保留守在阵
地。否则，可申请调离，由组织
帮助协调。就在这个时候，蒋君
才似乎明白，他调入《海鸥》丛刊
原本就是一个错误，他终于钻进
了一个别人设计的圈套。而钻
圈套的还有不知趣的邓海，他似
乎挤热闹一般写了调职申请。

蒋君重新回到鲁师大时，正
逢上评职称，他顺利地评上了教
授。原来投给外省的那篇小说
《乡村谋杀》，获得刊物年度优秀
小说奖，还被一家中篇小说选刊
转载。

而《海鸥》丛刊要求编辑承
诺留守阵地的事不了了之，邓海
还在丛刊当初审编辑，诗歌编辑
作了复审，但再没有尴尬之事发
生。

至今，蒋君与人说起《海鸥》
丛刊，总会说，他在那里虽闹过
尴尬，但尴尬也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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