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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小
小
说

家在海南

■ 李焕才

有客人走进我家，看见我家堂屋
的神桌上搁着一个黄澄澄圆鼓鼓大
南瓜，就情不自禁地赞叹说：这金家
好大啊！

多好听，多喜庆，多吉利！
听着，我们心里喜滋滋的。
在我们的家乡，“南瓜”都叫“金

瓜”。南瓜黄亮黄亮的，很像黄金做
的。儋州话的“瓜”和“家”又同音，

“南瓜”也就叫成了“金家”。
我家的金瓜都是隔壁黄二娘送

的。
我们村是个渔村，三面环海，

四时海风骀荡，泥土腥咸，蔬菜瓜
果都难以落足，黄二娘却年年变戏
法般种出一栏好大个的金瓜。黄
二娘的金瓜让人看着眼馋，村里好
多女人也找块地种上金瓜，可是手
气都不好，打果不多，甚至不打果，
热闹地开完花，花谢了，蒂就落
了。黄二娘栏里的金瓜开花结果
都很顺当，不久，瓜地上便七七八
八蹲着一个个饭锅大的金瓜。后
来，村里人终于窥探出黄二娘的秘
密：她懂花，知道哪朵是公花，哪朵
是母花，她将那公花摘下，盖在母
花的上边，公花的花粉落在母花的
花蕊上，那母花就幸福地受孕，也
就结成大个的金瓜。

黄二娘种的金瓜从不拿去卖，
留着自己吃，或者送人，送给亲戚、
邻居或者熟人，让人家搁在堂屋的
神桌上。一时间，我们村里好多人
家的神桌上都搁着黄二娘的金瓜。
金瓜搁太久了，就不粉了，也不香
了，再搁下去，瓜瓤就要烂了。过一
段时间人家就要敲一下，听见声音
变沉了，就剖开来，拿瓜瓤来煮海
鲜。但是，瓜子一定要拿回来还给
黄二娘。村里人都知道，黄二娘爱
嗑南瓜子，而且，她嗑着南瓜子，就
能办成大事。

黄二娘的男人晕船，出不了海，
找个手艺过日子——做木工。渔村
男人出不了海，就自我感觉矮人一
截，说话嗓子眼都放不大。黄二娘
的男人寡言少语的，她的嗓子眼却
很大，笑起来，嘎嘎嘎响，让她丈夫
一惊一乍的。渔村人说女人是男人
家里的一把锁，男人出海去，女人就
守在家里。黄二娘的男人没出海，
黄二娘自然没有机会当家里的锁，
她于是聪明地当村里的媒婆。我们
渔村的男人出海多，回来少，青年男
女绿水青山接触少，要喜结良缘很
需要媒婆帮忙牵线搭桥。黄二娘当
然是一个很好的媒婆。连金瓜的公
花和母花她都能牵线撮合，种出的
金瓜打果很多，又个个都很大，她这
双手给年轻人牵线搭桥结成的婚姻

一定子孙兴旺绵延发达。媒婆这工
作是人心的工作，很精细，又很复
杂，需要有一双勤快的腿，还要有一
张能说会道的嘴，经常登门入户找
人聊天。黄二娘喜欢穿一件肥大的
短袖大襟衫，一条水色的宽脚短裤，
短裤两旁的裤兜装着鼓囊囊的南瓜
子，手上又抓着一把南瓜子，托在下
巴前，一边拈着一边嗑，一边走进女
方或者男方的家里。坐下来时，她
的双腿并拢，南瓜子就放在两腿之
间，两根手指轻轻拈起一粒，放进嘴
里，嘴唇轻巧地动两下，瓜子壳吐出
来时，话也就跟着蹦了出来。瓜子
壳不停地吐出来，海阔天空地北天
南漫无目的地笑着聊着，不知不觉
中话题已经搭在某家的男孩或者女
孩身上，一桩好事也就有个眉目
了。她再抓着瓜子嘎嘎嘎笑着来过
两三回，好事也就撮合得八九不离
十了，剩下的就是两边家人屁颠屁
颠地忙着操持婚事了。

黄二娘说媒的成功率很高，有人
说是因为她长一张弹簧嘴，又抹上了
蜜糖，很活络又很甜润，左说右说半
哄半劝说得人家昏昏乎乎了，耳朵和
心里却很爽快，事情也就说成了。黄
二娘不高兴人家这么说。她说当媒
婆是替天地人间做好事，要实打实地
做，一顶一地认真，来不得半点务虚
弄假。她的成功奥秘是用功又用

心。平时她就没少下苦工夫。比如
平时人家经常瞧见她左脚搭在右脚
的足背上，手抓一把瓜子侧身斜靠在
她家的大门边慢悠悠嗑，一站就是个
把时辰，其实就是她在“工作”。这时
从她家门前走过的男青年女青年都
走进她的眼里又搁在她的心里，她也
就悄悄地拿来对比，拿来配对，从年
龄长相到性格爱好又到父母家庭，
配得轻重深浅都合适了，事情也就
做成了一大半，等到有人来请时，她
就出个主意，再上门说话，也就水到
渠成用不着费多少口水了。对那些
说闲话的人，她就炫耀她的成绩，
说，你们也不睁开眼睛瞧瞧，我说媒
撮合的夫妻，哪一对不是很般配，不
是情投意合和睦相处家庭美满？她
于是得意地做出一个决定：凡是由
她亲手缔造的家庭，家里的神桌上
一定要搁着她的一个大金瓜，标示
这一家就是“金家”。

后来，独立自主的精神渐渐武
装了年轻人，男男女女自力更生多
快好省地结合，黄二娘还未回过神
来，人家已经鸾凤和鸣鱼水合欢
了。也许是为了图个吉利，到了大
喜日子那天，好多人还是请来黄二
娘，让她热热闹闹充当一下媒人的
角色。这时她既尴尬又很高兴。但
是，完成大事了，她一定要送给人家
一个大金瓜。

金 家 咏景三首
■ 钟国深

七绝·红树林

脚踏淤泥心不垢，

风吹浪打志更坚。

扎根苦海无悔恨，

枝繁叶茂碧连天。

七绝·火山群

热血汹涌连海角，

青春烈焰遍天烧。

辉煌纵被风吹尽，

化作红土亦妖娆。

七绝·七仙岭温泉

夜静风轻烟袅袅，

泉流水暖月朦朦。

深山固有怡人处，

拂去红尘始见幽。

花梨木
■ 蔡旭

哦，这就是花梨木！

细小的椭圆形叶片摇曳着，苗条的身姿亭

亭玉立着，一点也不显眼。

只在行家的眼中才称得出它的价值。

那用于名贵家具和雕刻精品的红褐色的心

材，精细美丽的纹理，兼有光泽与幽香的硬质，已

在挑剔的目光与相传的口碑里，流行了几千年。

直至如今，数万元一斤的身份，仍随着时光

涨潮。

这一天，我来到秀英区的一条石山村，听村

民诉说它怎样在风雨阳光下缓慢地数着年轮。

在这里，几乎每户人家的院子都伸展着几

十株聚宝盆。

用火山石垒一圈低矮的院墙，只表示每家

每户的责任。

没有门，没有锁，也没有铁蒺藜和铁丝网。

不必像有些地方，在村民们一天二十四小

时交织的监视目光，与盗伐者无所不能的利斧

与刀锯的对视中半夜惊梦。

更别说用混凝土给树干包上封套了。

村里人不会盗伐，村外人也不敢盗伐。

怪不得这里的花梨木安心自在地生长。

连山区的风，吹过村里时都有些不一样。

这条小村有自己的风。

街角的茶馆
■ 倪俊宇

几把老铜壶，咕噜咕噜煮沸了一屋子人的

情绪。

进门墙脚处，倚着尖竹帽、黄斗笠，滑落了

一滩滩田色塘影、椰风蕉雨，

花瓷壶，斟热了稻薯蕉荔的话题。

讲古的惊堂木，敲响了红色娘子军踏着曙

色操练的步音；一声断喝，穿过岁月尘烟传来海

瑞骂朝的气概。

老木匾换作霓虹灯招牌，跑堂吆喝幻化成

3D音响，

“绿岛咖啡”兴奋了哈伦裤、超短裙的争论，

蹦迪舞步潇洒了小镇的夜色，

吉他的弦上，流来万泉河琤琤淙淙初春的

温馨，

甩着两肩秀发的镇上歌手，一串音符，一派

浓情。

尘世
■ 叶美

在海口，岁月在降生

我必须每天起床一次，洗漱

必须每天走在去菜市场的路上

和我一样走进来的人们汇集在一起

和我一样买菜，掂量分量，苦于生计的人

每天来往，汇集在喧嚣里

每天我只是平静地从门前经过

看见一张智障男孩的脸从

寻人启事里像猎物一样盯上了我

我必须扔掉过去生活在其他城市的衣物

必须像骆驼穿过针眼般和菜主讨价

必须对电梯间里女人和她的狗微笑

你说，这是尘世，要有人静静地守护

吵闹声中有神圣的静谧。

夜深了，病区一片安宁。廊外，一轮皎
洁的月，钻石一样镶在银光闪闪的天幕上。

一切如常，除了下午刚入院的几床病
人还在输液，大多病室的灯都已熄了。查
看完病房，我步伐轻快地往回走，路过 32
号病房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慢了下来。这
屋，靠窗住着一位十六岁的女孩，白血病，
病情严重。

白天，小女孩瞒着母亲来找过我，央求
我同意她放弃治疗。我很震惊，问及原因，
她立刻眼泪盈眶，哽咽着说：“为了给我看
病，妈妈把房子卖了，还借了很多钱。我知
道妈妈什么都没有了。”

这真是一个懂事孝顺的女孩。那一刻，
我完全理解她的心情。她的母亲曾是一位优
秀的医务工作者，为了给孩子看病，先是辞去
护士长的职务，做一名普通的护士；后来不得
已又放弃了工作，时刻陪伴在孩子身边，带她
四处求医。

当时，我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只是牵起她
的手，紧紧地握着，说：“其实，你就是妈妈的
全部，是她的力量之源。”

门，闪着一道缝。哦，那孩子还没睡，她
正倚着床头，出神地望向窗外。她是在看天
上的月亮吗？床边的躺椅上，她的母亲身子
蜷曲着，已经睡着了。此刻，她和母亲睡在一
团静如秋水的月光里，好美。

翌日清晨，小姑娘又来找我，双手藏在身
后，有些羞赧。我好奇地望着她，突然，她把
背着的手伸出来，说：“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
能先放在你这里吗？”

我笑了，原来是个邀约，还要秘密参
与。我欲伸手拿信，她的手却又缩了回
去。

“不许偷看，信，还要按顺序排好。”这孩
子，求人帮忙还讲条件。我忍不住笑了，只好
点头答应。

此后，女孩常常会在清晨神秘地递给我
一封信。我迅速地接过来，向她会心一笑。

不知不觉，信就积了厚厚一沓。每一枚
信封上，女孩都认真写下一行字：送给我最坚
强的妈妈。

那些信鼓鼓的，我很好奇，她到底在里面
装了些什么呢？

不久，女孩的病情恶化。一天深夜，平静
地离开了。那一刻，她的母亲仿佛心被抽空
了似的，一下子变得痴愣起来。

该把那些信交给她的母亲了。
当晚，我把信交给这位母亲，她微微一

怔。显然，她不曾料到。接过信，她的泪又无
声地滑落下来。

在我的注视下，母亲拆开了第一封
信，里面是一个用白纸折成的小筐。她小
心翼翼地展开，生怕多一点点力气，就会
把它扯破。

纸展开了，上面竟是干干净净，一字未
落。反面亦是。

母亲抬头看了看我，接着又拆第二封，也
是一张白纸；第三封还是；第四封亦是……

信一封封打开了，一张又一张白纸飘然
而落。纸上，除了满布的折痕，什么也没有。

此时，母亲手里仅剩最后一封未拆的信
了，她迟疑着。我也疑惑起来。

这封信其实很薄，可母亲拆得异常缓慢。
拆开来，一张薄薄的纸片掉了下来，弯腰

拾起，只见上面写着：“妈妈，您看到这些洁白
的信笺了吗？它们盛满了许多个夜晚，我折
叠的月光。妈妈，以后的日子，女儿不能陪伴
您了。可女儿会一直伴着您，在月光里坚
强！”

母亲终于笑了，那笑容，映着满天温润的
月光，温暖而动人。

收割的季节
■ 夏舫

夏风轻扬，稻香盈畴，溪流林
野，蛙鼓声声，敲击着农人丰收欢乐
的神经。

那时，中夏时节，古老的山村，
椰榔摇曳，荔枝红甜，波萝果大如
小猪，挂满粗大的枝桠，林间弥漫
着酽酽的馨香。云漫翠竹林，喜鹊
登枝，田园秀美的风光悦读。几只
花鹩哥掠过，鸣声悦耳，田野的激
情唱响。

夜的脚步刚歇，云雾酣眠岑
溪，红日染层林。几只黑狗，摇着
长尾，吐着长舌，汪汪几声，窜来
窜去。日上三杆，村前的稻田铺开
一幅农忙夏收美丽的画卷。此时，
村人正在集体公社化劳动，一群
群，一队队的，壮年男女，弯着腰，
收割成熟的庄稼，收割一垄垄的辛
勤和丰实！

夏风闷热，烈日如火。饱满的
稻谷，粒粒如金，株株低垂，成群的
红蜻蜓 ，飞来飞去，一阙阙绮丽的
词赋写满天空。午休时，村人仍戴
着草帽，手握镰刀，收割大战正酣，
有的把收割好的稻谷担回晒谷场，
有的坐在田头，啃着萝卜头或小咸
鱼 ，吃着自备的红薯稀饭。稻田
里，人来人往正忙碌……

午后，收割归来，夜色渐浓，虫
声叽叽 ，新月如银币，亮莹莹地贴
在黑黝黝的山峦上。流萤成群，花
灯点点，点燃我童年快乐的时光。
村人吃过晚饭后，就匆匆地奔赴晒
谷场。晒谷场在村的南边，西边建
有一间巨大的仓库。村人成群结
队，男的拿起木楸，双手挥动着，
用力拍打着谷堆，汗流浃背，也顾
不得擦一下。高大的老牛 ，摇着
长尾，拍打着身上的虫蚋，来来回
回地走着，粗重的脚板踩着谷穗，
踩出一粒粒谷子来。妇女们，有的
忙着铲去老牛拉出的黑屎，有的拿
着大圆扁，筛着谷子。筛好的谷子
被装进大麻袋，壮男们，呼的一
声，搬起大谷袋，扛进粮库；体弱
的妇女，则两人抬着一个大谷袋，
左晃右晃地抬过去。一袋袋的谷
子堆成一座小山，看着，看着，村
人露出甜甜的微笑。丰收的微笑
花朵朵绽开，这是半年辛勤的汗水
浇灌出来的花朵哟。夜深了，劳累
了一天的村人，带着劳顿和欢乐酣
然入梦。月儿西挂，夜风低吟，鸟
栖云眠 ，犬吠声歇，此似乎预示
着，明天又是一场汗水和收获的交
战。

几年后，又是收割的季节。村
人在田畴里，忙着收割稻谷。“嘭，
嘭”，田野里，响声四起。此时妇女
和女孩们，高卷裤脚，弓着腰，一手
握镰刀，一手握稻杆，用力一拉，一
小堆的稻穗，摆成一行行的，摆成田
园风光秀丽的诗行；男人们，抓起稻
穗，用力地拍打在谷桶的边沿上。
谷桶呈水船型，以木板钉成，谷桶边
上插有尼龙丝网，以防谷粒飞出。
打谷桶的出现，可免去担回稻谷、牛
踩、用木楸击打等脱谷粒的工序，可
除许多劳苦。“嘭，嘭”，一滴滴汗水
飞溅，一粒粒谷子落满谷桶。“嘭，
嘭”，收获季节的高潮点燃，欢乐的
歌声阵阵！

而今，有时我回乡下住几日。
又是农忙时节，田野到处是一片繁
忙的景象 ，此时总会听到“突，突”
的声响。哦，那是收割机在忙工作
着。你看，驾驶员眼看远方，全神贯
注，双手紧握方向盘。其驾驶技术
娴熟，收割机左转右转，“突，突”，稻
穗片片被吞入机身，而后稻草翻飞，
谷子粒粒喷出，风干机器转动着，净
干的谷子，被输送到已设计好的谷
袋里。几亩田地，割、脱、净、装等收
割工序，一条线作业，几十分钟里可
完成，其速度之快，令人兴叹不已。
斜辉脉脉，晚风轻吟，田埂边，老牛，
正悠闲啃着青草，几辆农运小货车
停路边，等待运输谷子。此时，人群
处处，人们或蹲或立，莫不兴意陶陶
观看收割机在田里作业。收割工具
的现代化，为农民的田间劳作带来
了许多方便。

夜晚 ，新月初上时，月辉盈
地，莹然一色。农家小院，几处林
木葱茏，时果馨香，音乐声美，电
视屏前，荧光闪亮。农人围桌而
坐，菜肴香飘，氤氲着夏收后丰收
喜庆的欢乐气氛。食着白花花的
新大米饭，鱼肉入口，酒味浓郁，
众人开怀畅饮，畅饮新时代美好的
时光！此时，李绅的诗句“粒粒皆
辛苦”飘过，粒粒稻米，飘香在家
家户户的饭桌上，飘香在我那岁月
薄薄的笔记本里。

前段时间，从朋友处拿回几个菠萝，因为喜欢菠萝的香气，便一直任由
它们在茶几上静静地待着。如此一来，睡梦中因为有了菠萝香气的陪伴，也
逐渐变得甜香无比起来。

有一天，儿子突然心血来潮喊着要吃菠萝，只好把其中的一颗给切开
了。在切开菠萝的那一瞬间，才忽然意识到这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每
一个菠萝眼都得用心地切干净，每一刀都得恰到好处，就仿佛雕刻一件艺
术品，每一寸时光都变得妙不可言起来。切着切着，心里忽然充满了暖暖
的感动，原来多年之前，一盘盘艺术拼盘般的菠萝就是父亲这样一刀一刀
地切好的。

仿佛变了魔术一样，原本花朵一般散发着香气的菠萝，被切成了一
小块一小块扇子似的形状，儿子不由满眼惊奇。于是忍不住学着父亲
的样子，把菠萝里面的菠萝心单独挑出，切成一条一条的形状递给儿
子。我期待着他能分享到我曾经拥有过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感受，既能
品尝到菠萝的美味，又能不酸倒牙齿。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离家之后自
己就再也不爱吃菠萝了，原来是缺少了菠萝心的诱惑。从小到大，每次
吃菠萝，我都甘之如饴地享受着父亲切好的菠萝心，独享着父亲从未言
明的爱。

父亲并不寡言，却极少与我交流，以致于一写文章，满纸都是母亲的身
影。可随着离家上学的时间越久，对于父亲的印象却日益深刻起来。当别
人说起父亲的喜好时，或是喜抽烟，或是喜喝酒，而我的父亲却只爱吃水
果。当别人谈起父亲的业余爱好时，或是喝茶，或是打麻将，而我的父亲不
是拉二胡就是吹笛子，偶尔还吹吹口琴。那么与众格格不入的父亲，既令我
热爱，又让我羞于与人谈起。

父亲的话总是很多，每次不在村里把家常拉完，他就绝不回家。每次上
街赶集，父亲准会拎回大袋小袋的时令水果。饭后的时间，是我们最爱的时
光：石榴是削好皮切成小船状的；西瓜是切成扇子状的；菠萝心和果肉是分
开放好的……时至今日，当父亲的两鬓开始斑白，疾病缠身，我却从未亲手
为他破过一个水果，切好一个水果盘。

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与父亲对话，我总是那样咄咄逼人，轻而易举就把
父亲的爱踩在脚底。即使是带着他四处寻医，即使是在他住院时陪房。我
的盛气凌人不但伤了自己的自尊，还伤了父亲的心。可每次回家，他依然买
回了丰盛的食材，备好了新鲜的水果，若有菠萝上市，依然会有切好的菠萝
心在静静地等着我。

如今，各种各样的水果占满了市场，一季又一季的菠萝新鲜上市，给父
亲买的水果塞在了冰箱的各个角落。那嚼劲极好，酸甜可口的菠萝心的味
道，却渐渐消失在了时光的罅隙里。

端起新鲜切好的菠萝心，忍不住给父亲拨了个电话。话还没说出口，就
只听见父亲说：“等一下，我让你妈和你说。”

那么多的情绪梗在心口，却只能故作寻常地对母亲说：“妈，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问问老爸今天有没有打针？”

不知从何时开始，父亲缄默成了一口老井，不再与人言语，不再看电视，
不再听戏唱戏，甚至连儿女回来他也是一副不痛不痒的样子。我们与父亲
的唯一通道就只剩下了打针和吃药的话题，那些关于菠萝心的美好想象，逐
渐荡漾成了童年记忆中一圈一圈寂寞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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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波涌起》（油画） 吴楚宴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