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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芳华 诗路花语

■ 王雪婷

家在万宁，前些日子，万宁连续
下了几天雨，在外地的父亲特地打电
话叫我管好他种的那几盆菊花，并
说，这是重阳节的重要花卉，一定要
我帮他管好，别让大雨打坏了。我在
电话里说，爸，重阳节是农历九月初
九，我可从来没见过咱们万宁九月九
有菊花啊，怎作重阳啊。爸爸在电话
那头笑呵呵地说：“菊花开时即重
阳”。

“菊花开时即重阳”，这是多么新
鲜美好的词啊。我赶紧问，爸，这话
是谁说的。爸爸说，这是大文豪苏东
坡说的。

万宁人很爱菊花，很多人在家里
都种菊。爸爸从年轻时起，就开始种
菊花。我欣赏爸爸的菊花，大都在冬
天。万宁人春节都爱买几盆花回家
过年，爸爸也不例外，每年过年时都
要培植几盆菊花。

重阳节与节气寒露相近，天气渐
凉，适宜菊花生长，内地的菊花重阳
时节已经遍地开。秋高气爽，重阳节
民间有登高赏菊喝酒的风俗。晋代

陶渊明在《九日闲居》中说：“余闲居，
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特醪靡
由，空服九华（九华为陶渊明所种的
一种菊花），寄怀于言。”唐代诗人孟
浩然在《过故人庄》里更是直白：“待
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国人爱菊，历史悠久，文化深厚，
意韵浓芳。菊花，是多年生的宿根草
本植物，品种很多，黄色为佳。因花
色清秀淡雅，又于秋季抗寒傲霜雪而
开，大受国人珍爱。在时兴以某花为
一市（省）之花的现代，菊花被北京、
太原、德州、芜湖、中山、湘潭、开封、
南通、潍坊和彰化等十个城市选为市
花，这是百花当中，被选为市花最多
的花卉。由此可见，菊花在国人心中
的地位。国人爱菊，除菊花清秀淡雅
外，更是因为菊花“春茂绿叶，秋曜金
华”。它从春季生长到秋季才开花，
早植晚发，耐得住长时间的寂寞，是
君子之德。她抗寒霜傲初雪而破蕾绽
放，贞操高洁，品德崇高，受人尊敬。
菊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排列第
三。是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之一。

农历九月初九，内地的菊花早已
开遍，但在海南，菊花连花蕾都没有

打，更不要说绽放了。《正德琼台志》
说：“重阳，士夫相携酒登高。”史料中
只提携酒登高，并不提菊花之事。海
南的大才子丘濬，从小生长于琼山，
深知海南菊花的特性，《正德琼台志》
有这样的记载：国朝丘濬，“浅红淡白
间深黄，簇簇新妆阵阵香。无限枝头
好颜色，可怜开不为重阳”。

海南的菊花，历来不比岛外的逊
色。《正德琼台志》曰：“菊品最多，叶
相似而色不同。其著者：黄有大黄、
小黄、簪头；白有大围二寸许者名兔
儿粉施，花瓣细卷者鹅毛，花瓣粗卷
者名万卷书；红有大红、小红、胭脂、
粉红（二名杨妃）、紫乡球；杂色有心
绿如粟累，花瓣红黄色者名十样锦，
心绿瓣黄者名销金，心黄瓣白者名金
盏银台；亦有墨色者，名墨菊……”可
见，海南菊花，品种多，色泽好。

在海南的菊趣中，苏东坡重作重
阳菊花会最出名。1097年，大文豪
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儋州（宋时昌
化）。苏东坡一生起起伏伏，在长期
的贬谪流放生活中，他调整了自己的
心态情绪，乐观开朗，胸怀坦荡。虽
然处境不佳，但他的生活态度阳光向

上。在儋州住下来后，他就在茅草屋
旁种上菊花。从小生活在四川的苏
东坡，在海南种植菊花后的第一个重
阳节之前，就向友人发出信函，说他
重阳节将在儋州住处举办重阳赏菊
会，欢迎各位友人前来参加。那时因
交通不便，岛内寄往外地的通知信件
往往要提前一二个月发出，信件发出
去后，重阳将近，苏东坡到花圃一看，
不好，怎么连个花蕾也没有啊。他只
好请教当地人，当地人告诉他，海南
菊花，得入冬后才开。苏东坡在《记
海南菊》里有记：“吾在海南，艺菊九
畹，以十一月望，与客汛菊作重九。”
苏东坡于十一月十五日才置酒宴客，
补作“重九菊花会”。对于重作重阳
菊花会，《正德琼台志》是这样记载
的：“东坡尝称岭南气候不常，菊花开
时即重阳，不须以日月为断。”

好一句“菊花开时即重阳”。苏
东坡把海南的重阳与菊花文化，重置
了一个新观念。作为一个海南人，因
气候之别，在国人大赏重阳菊花之
时，咱们只能心赏与心享。这个赏、
享，并不影响咱们过重阳。而当菊花
盛开时，咱们的重阳才真正到来。

菊花开时即重阳节间词话

■ 王贤

父亲离开我有十年了，我还
常常在梦中与他相遇。我忘不了
他，每当碰到困难，意志消沉的时
候，想到父亲，身上就会滋生出力
量。

父亲是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
员，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
在从事党的宣传工作。他一生没
有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但他的
许多优秀品质，却是我取之不尽
的精神财富。

父亲一生都在奋斗。他是个
苦孩子，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出
生于万泉河边的一个小村庄里。
童年时奶奶就去世了，小学毕业
时，贫病交加的爷爷也撒手人
寰。父亲只得辍学，靠放牛、在万
泉河里放排、抓鱼摸虾来养家糊
口，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幸好
那时海南已解放，南方大学海南
分校招生，父亲报考并被录取。
这是海南解放初期一所非学历性
质的培养工农干部的学校，父亲
在那里读了不到一年就结业，分
配到了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工
作，踏上了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征
程。意气风发的父亲将名字改为

“新生”，寓意共产党给了他新的
生命，他要追随共产党去奋斗，去
创造新的生活。

父亲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读
上大学，为了弥补自身的不足，
他一直都在工余坚持读书。他
说过，“大学也就四年，我用四十
年的时间来自学，就不信达不到
大学文化水平。”父亲有一个很
大的旧书架，上面摆满了文学、
哲学、历史等名著，其中有许多
是上世纪60年代他被下放到农
村，人生处于低谷时购买并阅读
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建立了
自学考试制度，那时父亲已人到
中年，我们姐弟几个尚小，他在
机关任宣传干事，经常熬夜写材
料，还患有严重的胃病，常常疼
得额上冒冷汗。但他毅然参加
了自考，几度寒暑，硬是拿下了
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自考大专
文凭。

父亲是个意志坚定的人，相
信精神的力量，常说精神能变物
质，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他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起床跑
步，冬天洗冷水澡；每晚写日记，
直到去世前几天才停笔。

父亲有情有义，敢于担当，
他与母亲的结合与文学作品里
那些最动人的爱情故事相比都
毫不逊色。母亲出身于书香门
第，外公抗战时期是定安中学
校长。日寇侵琼时，琼岛各市
县公立中学均被迫停办，唯定
安中学在外公的带领下七迁校
址，辗转山区，坚持办学，弦歌
不绝，培养了大批抗日志士，创
造了海南抗战教育史上的一段
佳话。但他是个三民主义者，
海南解放前夕孤身一人随国民
党去了台湾。解放后母亲靠着
人民助学金读完了琼台师范学
校，自知家庭成份不好，上世纪

五十年代中毕业分配时主动要
求到条件艰苦的原海南黎族苗
族自治州工作。

在那个美丽的翡翠山城里，
我的父亲和母亲相遇了。那时
父亲已在州委工作，是个年轻的
共产党员，根正苗红，积极上进，
深受领导的器重，已被组织列为
培养对象。母亲是干部学校的
教师，端庄秀丽，能歌善舞。火
热的年代，两个年轻的火热的心
灵，一经碰撞，便燃起了爱的火
花。他们爱得如火如荼，共同憧
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那个年
代“血统论”盛行，这注定了来自
不同家庭出身的两个年轻人的
爱情必定是苦涩的。组织上派
人找父亲谈话，劝他放弃这桩婚
姻。一面是深爱的恋人和道义，
一面是政治生命和光明的前
程。父亲面临着痛苦的选择。
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不拖累父
亲，母亲主动选择了离开。后来
母亲说过，那段时间她曾多次想
到了死，因为姐姐的出生让她放
弃了这个念头。

最终还是父亲将母亲追了回
来，他确信母亲是善良的人，绝不
是什么异己分子。父亲向组织恳
求，只要不开除党籍，他甘愿到最
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改造，以此表
明对党的忠诚。

随后父母被下放到了琼岛西
南部一个偏远贫困的黎族山乡，
父亲在乡政府工作，母亲则在村
小学当教师，一呆就是10年。我
们姐弟几个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
童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父亲才重回州委工作。对于这段
苦难，他从不抱怨，总是教育我们
要向前看，要相信党，跟党走。
2005年春节期间，身患绝症自知
时日不多的父亲召开了最后一次
家庭会议，对后事做了交待。他
深情地对我们说，“我是个唯物主
义者，知道人总是要死的，所以并
不怕。当年，在那种形势和压力
下我选择了你们的母亲，风风雨
雨，能有今天我很知足了。当年
我一个共产党员，现在我们家有
五个党员了，这证明我对党是忠
诚的。”

这就是我的父亲，光明磊落，
不忘初心，有情有义。

父亲是个理想主义者，身
上还有一些英雄主义的情结。
他注重家庭教育，从小到大，总
是告诫我们要有理想，要向英
雄看齐。晚上，围坐在他的身
旁，听他讲三国和水浒的故事，
是我们兄弟几个少年时最快乐
的时光。

父亲反对读“死书”“死读
书”。他认为人要有所作为，必须
锻炼身体和砥砺意志。

近日，在整理父亲留下的日
记时，我猛然看到半个多世纪前
在我出生的那天晚上父亲写下的
这么一句话，“人的一生总不会是
平坦顺利的，就让我的儿子在惊
涛骇浪中长大成人吧。”我捧着这
泛黄的仿佛带着父亲体温的笔记
本，止不住泪流满面。

父 亲

卡特兰
■ 王珉

印象尤深，10年前的除夕夜，父
亲从花店买回一盆蝴蝶兰。在蝴蝶
兰的下方，开着两朵紫红色的花朵，
带着馥郁的香气，娇艳可人，便问父
亲，这是什么花啊？父亲告诉我，花店
的人说，这叫卡特兰，称得上是“洋兰
之王”。

正值笑春风的花期，蝴蝶兰与卡
特兰争奇斗艳，风光无限，一看到它
们，心情总会莫名地好起来，嗅嗅卡特
兰独有的芬芳，顿觉神清气爽。后来，
卡特兰比蝴蝶兰早些凋零，让我好一
阵伤心。再过了一段时间，蝴蝶兰也
尽数凋谢，父亲找出几个小花盆来，挖
来普通泥土，将卡特兰与蝴蝶兰移栽
过去。因为期待蝴蝶兰与卡特兰可以
在来年继续开花，父亲照顾它们极为
用心，除了勤浇水外，还搞了些有机
肥，或许是不了解花性，蝴蝶兰逐渐凋
零，叶子一片片枯萎凋谢，倒是卡特兰
长势喜人，肥厚的叶片顶端有一条大
波浪，恰似一把扇子。

仔细端详着郁郁葱葱的卡特兰，
家人满心期待它能再次开出艳丽的花
朵，无奈惟有叶子长势喜人，却始终不
见开花，久而久之，连父亲也没了兴
致，将卡特兰搬到我卧室的窗台，除了
例行浇水，再也看不到他对卡特兰“开
小灶”。

来年二月的某日，母亲偶然发现
卡特兰叶片中似乎长出了一个花苞，
我和父亲因此开心不已，每天都精心
照顾它，期待花开的那一天。三月上
旬，卡特兰终于露出真容，六个花瓣舒
展开来，香气四溢，艳丽极了，虽然只
有一朵，但足以让我们一家子兴奋不
已了，在等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终
于迎来了它的再次绽放。

过了不久，我们去看兰花展，与工
作人员交谈，才知道卡特兰的生长习
性，卡特兰是气生根，因此必须种在水
草等较为疏松的材质里，万万不能种
在泥土里的。我和父亲相视一笑，心
中暗自佩服家中那盆卡特兰顽强的生
命力，被我们如此瞎折腾，居然还能顽
强地开出艳丽的花朵来。

天有不测风云，虽然花开荼靡，但
身为警察的父亲，竟然患上不治之症
——胃癌晚期，卡特兰那次开花之后，
似乎跟着父亲进入了休眠期，再也不
见动静，惟有叶子野蛮生长，倒也生机
勃勃。

母亲含辛茹苦独自照顾我生活起
居，如今我已长大成人。那日母亲发
来微信：“儿子，我早上看到我们房间
的花开了两朵，好漂亮。”开了两朵
花？我心下大喜，下班后，急匆匆赶回
家，就为了早点看到卡特兰。果然，开
了两朵花，虽然花朵明显比上次小，但
一次开两朵花还是不小的进步。只可
惜，身穿黑色警服的威武父亲已不在
人世，我忍不住暗自伤心。花开不易，
且开且珍惜，期待来年迎春再次与美
丽的花儿相会。

纪念奶奶
■ 叶美

在狭窄，不到一米的厨房通道
他们把奶奶停放在靠墙一侧的
临时担架上，木板反着霉味的潮气
两块砖头叠放后分置踮在四角。
她穿黑罩袍，略显肥大
裁剪成二三十年代的样式，胸前一排硬结

石的
布扣，紧口小立领，却在边缘处
露出一些鲜红的衬里。
这是她生前为自己挑选的装老衣
一年夏天，我和哥哥放学回家
她瘦弱的手扶拐杖，一面喜滋滋地摸着
它光滑半绸子面料。
她的脸此刻紧闭
爱一直都是她的秘密，自从
爷爷在朝鲜战场被飞来的子弹不幸击中
她一生就彰显出斗鸡般的勇气，抚养四个

儿女。
在这幅遗像里，她的眼睛如黑色的玻璃珠
两手十指摊开，伸直了手臂一定要搭在膝

盖上
不断有人进门和她告别
顺便夹着风雪，吹过她的头
窗下刚刚打好的棺材像一口巨大的马槽。

厨房庆生
■ 杨沐

早到的晚昏扑在窗上
皮肤的凉尚远
北方的葡萄未甜
莲蓬还在水央
葵盘还未砍摘吧
日头才刚捎住南窗
诸事都是一半一半

我不怀想远走的谁
也不隔怨近处的他
手理周边杂草
不讲究成排成行
草木也会过冬
来年还会生长
照进的阳光都是我的
跑掉的风也吹响窗口的铃铛

老水手
■ 郑南浩

习惯把心情掩藏到水烟筒的呼吸
零七碎八的回忆交给大海算了
反正脾气越来越像海了
尽管那场不羁的风最终被黑夜覆没

一辈子很短
额头上的沟沟壑壑拖得很长

我风尘仆仆告别
回来时也不曾带走一声叹息
面对久病未愈的情人
我木讷片刻
故乡老去的样子没有人听说
可我还记得
破落的村庄盛满破落

流浪的肩膀总是驮着古旧的乡愁
还有一丝丝鱼腥占据了身体
势必让我用鼻子去思念
用去搁浅的后半生
纪念被命运出卖的青春
因为故乡是我失散多年的情人

直到某年某月某日
有人问我如何早生华发
我就浅浅说一声
我不忍心弃下故乡

秋天的写意
■ 周家海

炊烟像一群绵羊
觊觎着头顶的天空
雾霭是村庄和夜幕
偷偷垂挂的帐帷
椰子、柚子和柑橘
心急如焚地在房前屋后
打着灯笼、点燃灯盏
静候着清晨阳光
驱遣着金色的秋风
将远山、近树跟田畴的心事
一点一点熏染、着色——
最后勾勒、描摹成
一帧秋意风景

■ 吴亦煌

有一个传说：我们的老祖宗是长
着尾巴的，尾巴上还有许多黄毛。随
着年龄的增长，尾毛逐节变白，待尾毛
白到一定位置，人也就进入老年了。
那时的子孙不讲孝道，人类也还未崇
尚敬老的美德，老年人往往被年轻人
杀了吃肉。如此过了若干世纪，人们
为了免遭杀身之祸，便纷纷断尾。这
给稍有成绩就喜欢翘尾巴的子孙们带
来诸多不便。

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吃人的
事仍是有的，但被吃的大抵不是老人，
而是小孩，史载只有“易子而食”，没有

“易父而食”。这一方面恐怕与老人的
肉不够鲜美有些关系，另一方面自然
是敬老之风盛行的缘故。

儒学是倡导敬老的，虽经秦始皇的
焚书坑儒，但儒学不仅不曾灭绝，反而
自汉朝以后一跃而成国学。在中国漫
长的封建时代，虽说儒、道、释三教并
存，但儒学始终守住了正统的地位。中
国的老人也坐稳了受人尊敬的宝座。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虽说老而能
受尊敬，但没有人希望自己能早日成为
老人，甚至没有人原意承认自己已经老
了。在这方面，妇女表现得尤为敏感。
没有一个妇女不因别人夸她年轻而兴奋
的。男人呢，虽有时喜欢“倚老卖老”，但
他“卖”的是资格而非年龄，收获的却是
尊敬。我们现在称老年人事业为“夕阳
工程”，如果称之为“黄昏工程”，恐怕连
老先生们也会把胡子吹得笔挺。

老人与儿童，是人生的两端。其
实，老人在许多方面与儿童颇为相似，
比如：老人相对要脏些，眼角常有点堆
积物，鼻下常淌着清清溪流，胸口也常
留点饮食痕迹，这些特征都与儿童具
有共性。但人们往往能容忍儿童之
脏，却厌恶老人，称之为“糟老头”。虽
然并无“糟老妇”之称，但那“烦死老太
婆”（意为“老太婆烦死别人”）则也是
人们对老人厌恶情绪的流露。这里所
谓的“烦”，主要是指说话繁琐，喋喋不
休又时有重复。其实，儿童也很“烦”，

他会不断地问这问那，那是他什么都
不懂。而老人之“烦”，其一源于他的
健忘，忘了这件事早已说过；其二源于
不放心，总担心年轻人不牢靠，非得由
他来细细指教不可。就听众而言，儿童
的“烦”，是以他为师，他自然高兴；而老
人之“烦”，则是以他为生，他便有点不
耐了，常责之为“噜苏”或“多管闲事”。

爱管事，其实也是老人的一大特
点，无论该事与他是否有关，他总喜欢
管上一管。当然，因为老，体力也不支
了，权力也失去了，所以，他只能“文管”
而不能“武管”。这“文管”指的就是动
口，颇有君子之风的。当其他功能逐渐
衰退之时，老人们的动口功能反而得到
增强。堵老人的口其实是很罪过的，那
等于在扼杀老人的生命力。我们主张
发挥老人的余热，这“余热”主要是指老
人的动口能力。若是硬将这点余热闷
在老人心里，岂不憋坏了老人家的身
子？广开老人言路，如果他言之有理，
对年轻人而言就是一笔财富；如果他言
之无理，你也不妨当耳边风，老人们是
没有那么多精力来抓落实的。这样对
老人与年轻人都是有益而无害的。

人到老年，爱管点事是正常的，但
更重要的是注重养生。“老骥伏枥，志在
千里”，那只是身负重任者的责任，大多
数老人都不必如此操劳。养生之道颇
多，古今名人多有阐述，报刊杂志也常作
介绍。我以为：人老而心不老，实在是养
生良方。所谓“心不老”，并非“志在千
里”，而是对生活多一点信心。少年是属
于未来的，但未来并不完全属于少年。
老年人只要“老而不死”，就应该以不老
之心对待生活。过去曾在报上看到百岁
老人征婚的消息。百岁而能想到征婚，
恐怕正是老人长寿的原因之一。当然，
生活的内涵不仅仅是征婚，其他诸如参
加有益的娱乐活动或力所能及的健身运
动，广泛地交友或适当地管点闲事等等，
都能使心不老。从生理上讲，人人都会
老，只要心不老，则老又何足惧？何况如
今的老人已不必担心因老而招致杀身之
祸。当然，因有了这种放心而重新长出
尾巴来，那就大可不必了。

人之将老

鹰
■ 严敬

天空，是祖辈留给它的巨大的遗
产，尖嘴、利爪也是的。从天空深处，
俯冲而下，这种雄姿，也是它持有的遗
产之一。它还是鸽子的天敌，那种睥
睨一切的优越感（已经融入了它的血
液），照样是它领受的遗产。诸多遗
产，组成了鹰的取之不尽的财富。

一天早晨，楼顶上空来了三只
鹰。鹰的位置很高，像指甲般贴住苍
穹。它们既悠闲又傲慢，圈也不转，极
其缓慢地朝南移去。

风似乎从它们翅膀底下流过，但
它们不认为是风驮着它们，相反，是它
们翅膀扇出了风。风生云，云生雨，雨
孕万物。没有它们的翅膀，便没有风。

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冲着我的鸽
子来的，但是，如果此时鸽子出现，说
不定会有惊险的一幕上演。幸好，三
只鹰心不在焉，一点点移动，仿佛已经
入睡，正躺在空气的怀抱。也许它们
只是路过，它们惦记着别的更重要的
事情。也许，今天，它们什么事情也没
有，只是休闲，散散心，做做游戏。

这不打紧，阳光把它们的身影投
射下来，鸽子早就发现了鹰影，互相
警告着，躲在棚里，吓得大气都不敢
出。

等了很久，可能就是一个上午的
光景，流云和各种影子一一消失，我的
鸽子才心有余悸地飞出鸽棚。

动物档案

流年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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