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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卓森

岛上端阳节前后的天，突然变
得高旷起来，抬头看去，越往深处越
蓝，连朵朵白云都被这种一年里少
见的蓝融化掉了，但每天午后，乌云
不知从何处赶来，准时落下一场短促
的豪雨，把村中的椰树和四周的野生
植物浇洒一番，树木碧绿的叶丛更加
碧绿，尤其是椰树的羽叶，在过一遍
雨水后，飘散出一股盛装其外的喜
意。大雨停歇，天空很快又恢复雨前
的蓝色，透过鸟鸣如歌的树林，看见
天空的蓝光与薄云的缥缈交汇一处，
映入眼瞳。这是一幅蓝调的画，海岛
上这样的景色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但
静气凝眸之后，便发现其实一年里村
庄的天气和物候总是面孔多变，像极
了一个高人的心眼和念头，难以琢
磨，比如这端阳时节，哪怕是大雨瓢
泼，也依然溽热难捱。依仗着一阵一
阵西风的吹来，这样的热，不是七月
流火，不是秋旱烘燎，是一种在太阳
底下煨在火塘边的感觉，联想到这个
节日叫端阳，终于大抵知道古人感天
知地的聪明了，五五为正，阳居中位
而高悬，热气升腾，万物俯伏。难怪
村庄前的大水塘这几天水位下落明
显，躺在塘中的黑色淤泥冒着气泡，
鲶鱼在半缺氧状态中扭动着无力的
滑脊，鸟们站在树荫里只是瞎聊天而
不敢飞向太阳伺候下的天空。但是，

这样的痛苦是短暂的，日过晌午，潜
伏的云层翔游到村庄上空，顿时，千
万颗硕大晶亮的雨粒砸向水塘，鲶鱼
很快就恢复了体力和水中的生活，鸟
们抖抖湿漉漉的羽毛飞出树林。雨
粒也砸向村庄的黑瓦顶，反弹成无数
绽放的水花，同时奏出爵士的鼓声。
一些来不及躲到野菠萝下的鹅群，被
突来的大雨吓住了，直伸着长长的脖
子向天仰叫，但仰叫的不是那首著名
的鹅诗。大榕树底下，围坐着的不穿
上衣、露出深深锁骨的老人，榕树干
上挂着的调皮童孩，他们一边骂着天
气，一边往家里跑。村路旁裸露的大
石头，在太阳和雨水的交替物理作用
下，加速了它们崩裂的过程，雨水在
滚烫的石头上汽化成一缕缕白烟，大
石头的面目其实在这场雨的缕缕白
烟中就有细微的变化，沧桑的气息新
鲜历历。村庄外坡野上站在雨中的
一块块经年墓碑，一年旧过一年的碑
文渐渐模糊，致使记录墓主人荣耀的
文字最终归于无痕，向墓碑们下这
一手的也是太阳和雨水。自然是
温和的，也是霸道的，更是无时无
处不制定着法则的，它用戏虐的手
法和独特的修辞改写着村庄、坡野
以及一代代村里人的容颜和时光，
村庄的故事常常是被太阳晒黄和
被雨水打湿的。

因为端阳天的怪脾气，村庄里
的人总是顺应着它，这时节一个斑

驳了千年的节日赶来了，古老的内
容只是它无法省略粽子这一道美
食，其他的已经说变就变了。因为
粽子，大家要做的事情大致相似了，
不外乎就是把粽子绑出饱满好看和
好吃不腻来。而秀仁家有更大的事
要办，他的老大在端午那天要娶媳
妇进门，他得提前几天绑三筐猪肉
咸鸭蛋粽子送聘礼，大家都过来帮
他操办，因为天气热，粽子的保鲜便
考验了秀仁的脑瓜，他半夜出去，从
暑气不到的井底打回一担透凉的井
水，把粽子沉在水缸里，拍胸脯说粽
子浸个两天也不会发馊。也因为忙
着儿子送聘礼的粽子，秀仁顾不上
剃头发，留着一头乱发过端午。村
庄里的习俗多少年了，过端午男人
剃头女人绞面，好干净地度节和迎
接神公进家受祭。秀仁于是白天黑
夜就戴上了一顶太阳帽，把乱发压
在帽子里，晚上出入村里的小卖店，
还被店老板娘夸他有几分赵本山的
神采。在这段连绵的热天里，绑在
村庄电线杆上的喇叭时不时就响
起，夹杂着电流声传来村干部纠集
大家议事的声音，县文体局派给村
庄的大戏台和篮排球场即将落地，
选址和选日子动工的事情牵动着村
庄的每一个人，这个话题比大热天
还炙人，比粽子还上心，经过几轮商
议，年纪大的村伯终于蹲在树荫下
面色庄重地给工程人员指点了迷

津，在村中孔庙连着嗮谷场的中轴
线上选定了地址。秀仁过去跟生产
队买下的一间坍塌的社房，只剩四
面墙兀立，正好就在戏台的选址上，
他想了一个晚上，天亮后去找村干
部说，愿意拆房腾地，村庄里一桩天
大的事情终于在炽热的端午时节尘
埃落定。这个普天下的端阳节，是
村庄里的端阳节，也是秀仁的端阳
节。

这时节，太阳整日端着个架子，
天空虎着一张蓝脸，积雨云徘徊在
遥远的地平线下，时刻听候上苍的
吩咐。一阵热风贴着地面趟来，雨
水跟着就来到了村庄的上空，一阵
狂泄，瞬间刹住，像极了一场盛大的
交响正在如痴如醉地进行，突然拐
入了乐曲的休止符，让村庄一时适
应不了，疲倦的人们只好在热浪袭
人的端阳天之下敬畏地做着事情，
自然的暗室里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无
需过问，无论对天地还是对神祇。
这时，有机生物的分解和被分解、各
种植物的疯狂生长正在村庄的地里
上演，墙角的野芋头肥阔的叶片比
一顶村庄人的草帽还大，足以为一
群小鸡遮雨，叶绿素借助阳光的透
射，通过叶筋向四处野蛮伸延，一天
之间就染绿了整株野芋头的衣裳。
只要俯下身子谛听，便能听到一个
关于生命的野性话题在一棵幽长于
村庄的野芋头上的肆意喧响。

村庄的端阳天家在海南

童年夏时光
■ 汪亭

立夏挤着小满，芒种赶着夏至，一溜
烟儿的功夫，炎炎夏日便悄然登场。

童年的夏天，草木葳蕤。屋前屋后，
青青豌豆儿，一片连一片地藏在绿叶藤
中，弯如月牙。细细长长的丝瓜，好似一
把镰刀，挂在藤架上。

菜园里，红的番茄，绿的辣椒，紫的茄
子，像形色各异的灯笼，坠满枝丫。

田畦中，挺着大肚皮的西瓜、冬瓜，靑
碧油油，结实圆滚，宛如一个个顽皮的孩
童，躺在茂密翠绿的瓜叶丛里。白如霜的
香瓜、皓似雪的甜瓜，露出半边脑袋，攒聚
在一起，互相吵着，闹着，好不热闹。

门前的吃水塘，田田荷叶出水很高，
随风摇曳。那个时候，总会瞧见邻家姐姐
荡着小船，唱着歌，低头撷莲花，弄莲子。

蝉是夏日乡村的歌者。从立夏，就稀
稀疏疏在树林间吊嗓子，一直到秋后，才
慢慢停歇。

捕蝉是儿时不可或缺的趣事。正午
时分，大人们躲在家中午休。孩子们拿出
细长的竹竿，顶端用马尾丝绑上纱网袋。
屋前山后地跑，循着叫声，找到树上的知
了，悄悄将竹竿伸到树干旁，轻轻盖住，猛
地一拉，快速收竿，一只蝉虫就到手了。
拿出自制的小竹笼装起来，挂到家门口的
槐树上，能闹腾整个夏天。

儿时，无聊单调的农村生活，我们的
玩物除了知了，还有萤火虫。

太阳下山岗，鸡鸭回舍，鸟儿归巢。
父母亲搬出竹床，放在庭院中央，摇着蒲
扇纳凉。我和姐姐坐到竹床上，津津有味
地听父亲讲《封神榜》。养了十来年的黄
狗，趴睡在凉床下，伸出脑袋，耸拉耳朵，
边摇尾巴边吐舌头，全神贯注地望着我
们，好像也在听故事。

天色慢慢黑下来，院子里飘来点点的
萤光，一闪一闪浮在草间，穿梭葡萄藤
架。调皮的我按耐不住兴奋，拿上蒲扇，
满院子追着萤火扑打。捉到深夜，才被父
亲呵斥回屋睡觉。躺在密封的蚊帐里，打
开装有萤火虫的玻璃瓶，它们缓缓从瓶口
飞出，在帐中幽幽亮着，仿佛满天闪烁的
星星，十分惬意朦胧。

光阴宛如一列火车，恍惚间呼啸而
过。而今，蜗居闹市的我，再也难听见一
声蝉鸣，看不到一点流萤了。

山村生活，可以回乡下体验一番，可是
童年时光，只能留作一片记忆，尘封心底。

母语之美，也就是汉语之美，让我们弱小的生命，变得博大，让我们发现的世
界，辽阔无边。

一个生命从母体里奔跑着出来，赤条条降临大地，最初的哭啼，其实也是一
种语言。那是这个生命，对世界的第一声呢喃。

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上，这些最初的文字，艰难地记载着我们祖先的生
活。真得感谢那个传说中叫仓颉的人，这个黄帝的史官，他看到用结绳、刀
子在木竹上刻一些符号作为记事，心里实在是着急，于是他根据山脉河流走
向、野兽足迹、风吹树叶的舞蹈，创造出了最早的文字，无上光荣地成为了我
们母语的始祖。

打开中国现代老课本，最让我们心动的，还是语文，它被邓康延先生称为
“最美国书”。当年那些老课本，很多是胡适、蔡元培、陶行知等亲自编写的，
他们都是中国现代上空耀眼的“文曲星”。而今再重读百年前的老课本，还
能感受到先生们在课本中留下的体温与呼吸。这些竖排繁体的国文课本，文
字洋溢着质朴、自然、善良，符合天性、人性，课本中关于自然、动物、大地四
季栩栩如生的描述，关于民族美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修身，都像清溪般流
淌山泉般涌动，浸润温暖着那个年代学子们的心。所以在中国现代，涌现了
那么多的文学、哲学、国学大师，我想与那个年代国文老课本对学生们最初
的哺育息息相关。

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我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
大家们的广泛阅读。是阅读，让我对人类历史充满了梦幻般的想象，也让我对人
世有了深刻认知，对大地万物升腾起了悲悯之心。所以一个我敬重的先生这样
说，学习语文，其实是在慢慢地培养一颗心，培养一颗血肉做成的心。

我们对母语的热爱，在少年时代的语文课上搭建起来，到了中学时代，成熟
起来。那些课本上的学习，好比一天之中的正餐，但璀璨的母语星空，更呼唤我
们通过课外的大量阅读，强壮我们的体魄，滋养我们的心灵。

我所在的城市，有一个作家叫曾维惠。这个当年打着火把赤脚翻越大山
求学的乡下女孩，有天她跟我聊起过，她一直很喜爱语文课，尤其是中学时代
的庞大阅读量，成为了她青春期与精神脉络的发育史。中学时代，曾维惠就开
始写作投稿，后来她做了语文老师，这些年来创作出了1000多万字的文学作
品，出版了130多本书籍，深受读者喜欢。曾维惠还告诉我，正是中学时代的
阅读与积累，让她萌发了作家梦，她感谢中学时代的课外阅读，让她独立地思
考人生。

母语无时无刻不在呼唤着我们，引领着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史记，
需要母语的书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热爱，也理应是对母语的热爱。语文
课，就是对我们母语的学习与温故。我理解的语文课，也是灵魂课。灵魂课，
更需要我们享受阅读的生活，通过阅读，让自己微小的人生变得谦卑，最后又
通过阅读的哺育，让卑微的人生还原到博大。所以对一个中学生来说，课外的
丰富阅读，成全了精神上浩瀚的故乡，无形中树立起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还记得电影《山河故人》中那位到澳大利亚陪读的父亲，与青春期叛逆
的儿子，有了深深隔膜。其中父子之间最大的隔膜，就是语言的陌生，留学
的儿子，已彻底不会说、写汉语了。于是父子之间的交流，只有通过父亲纸
与笔写出的汉字、儿子电脑上敲打出来的英文，让请来的女翻译做父子之
间最缓慢的沟通。影片中，那片隔在澳洲与中国之间的浩瀚太平洋，就像
一个横跨在父子之间宏大无边的心灵黑洞，这是失去母语的痛楚。

母亲住在家里的时候，她的菜园子
总是绿莹莹的，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蔬
菜。生机勃勃的油麦菜、圆鼓鼓的椰子
菜、纤细苗条的豇豆、粉里透红的西红
柿、羞答答的胡萝卜……每次一回家，
母亲的菜园子就变一个样，仿佛永远不
会疲倦。

有一年春天，母亲随意种了五六畦
玉米，没想到长势良好，一下子把菜园
子变成了玉米地。长长的玉米穗静静
地垂挂下来，宛若一幕幕垂帘。儿子特
别喜欢外婆的这一片玉米地，总爱窜入
其间，一边摘玉米，一边与蝴蝶嬉戏流
连。午后的阳光轻轻地落在母亲和儿
子的脸上，静谧而温暖。

有时是青菜，抽出长长的黄色的
花，引得蝴蝶在其间翩跹起舞；有时是
红彤彤的圣女果，陪母亲摘菜摘累的时
候，就可以直接摘下放入口中；有时又
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韭菜，齐刷刷地切
下一捆又一捆，没过几天又开始油油地
绿了起来。

母亲种的菜她是无论如何都吃不
完的，除了送人就是打包给我，或者是
让我回去采摘。那是一段特别透明的
时光，连阳光都薄得长出了羽翼。怎么
都摘不完的豆角，给文昌鸡做佐料的香
菜，拿来清炒却怎么都吃不腻的蒜。回
一次娘家，就是一次大丰收。

最喜欢的是与母亲一起给丝瓜搭
瓜架，每搭一根，就仿佛能感觉到丝瓜
的触角已轻轻地攀爬上来，就仿佛能看
到那一朵朵迎风招展的丝瓜花已绽开
了笑脸。等到小丝瓜真正结上瓜架的
时候，母亲就会用报纸轻轻地把它们一
个一个地包裹起来。我喜欢站在时光
之外，细细地端详着母亲打理菜园子的
每一个细枝末节，柔和的光线落在母亲
的额角，青丝渐渐变成了白发。

后来母亲在菜园子的一个小角落
里种了一小片“指甲草”，她是想把逐渐
变白的头发染成植物的颜色。我曾经
幻想过在午后的阳光下为母亲染发的
情景，可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母亲的
承诺却一直未曾实现。

那日回家，没有父母亲的家。所到
之处，竟已落满了尘埃。父母亲只是离
家一两年，短暂的荒凉却覆盖了几十年
的繁华。那种荒凉感一直如影随形，强
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灵，让我如此怀念那
些母亲在家的日子，让我如此怀念母亲
还未曾荒芜的菜园子。

我突然变得害怕又无助起来，从未
认真倾听过母亲的声音，从未审视过自
己对母亲无休止的获取。如果有一天
母亲突然抽身离去，宛如那多年来一直
郁郁葱葱的菜园子，一下子变得荒芜，
乃至杂草丛生。我又该如何面对生命
里的这样一种残缺呢？

直到那天在小姨家，静静地坐在天
井下看小姨用“指甲草”为母亲染发，我
空洞的心才开始慢慢温润起来。我轻轻
拨开母亲的发丝，那掺杂在青丝间的点
点白发，每一根都刺痛了我的眼。我默
默地注视着，直至那些被“指甲草”温柔
染过的发丝，渐渐散发光泽。它们多么
像母亲那年种在菜园子里的“指甲草”，
随风摇曳，婀娜多姿。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那么一天，在微
风的吹拂下，母亲也会老，也会像她的
菜园子一样，渐渐荒芜。

物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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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江
■ 莫壮衡

九曲十八弯
是百里柔肠
无人知短长

只叹曲折太多
江水也老
从一路喧哗到无声流淌

大海就在前头
生命剩下一小段
慢慢流，看两岸好风光

不讨好，不必慌
不赶场，不用忙
任人猜短长

母
语
之
美

忆流年

■
李
晓

栀子花香
■ 熊燕

经过一条泥泞的，荒草丛生的乡间小
路时，母亲突然喊：“闺女，停一停。”

我顺着母亲的目光望去，小路旁有一
株开得很茂盛的栀子花树，皎洁纯净的栀
子花蕊正于翠绿枝头竞相怒放。微风拂
过，花香扑鼻而来。

母亲望向栀子花的眼神很欢喜。我
说：“您这么喜欢，我下车给您摘几朵吧。”
母亲摇摇头，说：“不用，看看就好。”

母亲说小时候她家院子里也有株栀
子花，每到初夏满院生香。母亲喜欢栀子
花，常常独自站在栀子花前，望着栀子花

“格格”直乐。
那时候家里穷，常常吃不饱。生病

了，没钱求医。有一年，外婆牙痛病犯了，
痛得翻来覆去，无法吃东西。母亲得了一
个偏方：“棕树兜炖瘦肉。”棕树兜好寻，可
瘦肉哪有钱买？母亲想到了栀子花。

母亲急急摘了一小篮栀子花，出门，
踩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跑到十里外的供销
社。可是，供销社只收干花，不收新鲜
花。母亲也不知哪来的胆量，看人家不
收，竟站在供销社附近的台阶上叫卖开
了：“栀子花，香香的栀子花，卖栀子花哟
……”那一朵朵洁白的花瓣，一声声稚嫩
的吆喝，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可是，大家
都穷得填不饱肚子，哪有雅心去买一朵花
装扮自己的生活呢？

年幼的母亲很焦急，她需要用卖栀子
花的钱买二两瘦肉给外婆治牙痛。然而，
这小小的希望最终落空，没有一个人掏钱
买。眼看禁不住太阳暴晒的栀子花一点
点蔫下去。母亲壮了壮胆，提着一篮栀子
花到了肉铺。卖肉的是一个中年汉子，听
了母亲的要求，一愣。那时买肉需要肉
票，别说母亲没钱，就是有钱没有肉票也
是买不到肉的。

母亲失望地站在肉铺前，眼泪汪汪。
这时，一个穿着补丁衣裳的瘦弱女人走过
来，接过母亲的栀子花，递给母亲2两瘦
肉。母亲弯下腰，给女人深深鞠了一躬，
飞一般跑回家。这一幕，成了母亲一生中
最温馨的回忆。

此时，小路旁的这一株栀子花勾起了
母亲深深的回忆。母亲说不管什么时候，
千万不要瞧不起别人，即使是最不起眼的
土壤，也有洁白无暇的栀子花开放。

中国梦颂
■ 翟培基

沧海横溢弄潮立
鲲鹏扶摇展雄翼
民族复兴中国梦
气贯长虹耀寰宇

治国理政新理念
核心价值侔天地
铁腕反腐扫毒霾
改革勇闯深水区

依法治国宪至上
党建强军风雨急
实体经济供给侧
全面小康志不移

全球治理新秩序
“一带一路”展虹霓
共建共享共繁荣
功成千古奕大棋

文澜江
■ 李孟伦

有一条高出了地面的文澜江
高出山岗高出云海高出远方
从有梦的地方滔滔奔流而来
流出一江又一江尼采的太阳
流出一江又一江李白的月亮
流出一江又一江老子的天空
流出一江又一江庄子的秋水
流出一江又一江百姓的逍遥
流出了一江江稻花香的蛙鸣
流出了一江炊烟袅绕的村庄
流出一江又一江生命的故事

每一丝风每一缕雨每一簇花
甚或每一枚枫叶每一捋绿草
都饱溢出文澜江绿色的水分
分享着文澜江上大瓣的阳光
在文澜江的大地上自由呼吸
从村前村后袅绕不断的烟火
窥觊了临高沧海桑田的存在
不需太多的语言，一棵椿树
就说出千年前说不完的故事
在文澜江里更是在文澜江外
我在江上的松风蕉雨中成长
伴江里的鱼天上的鸟儿飞翔
麒麟出没的地方有我的梦想
在一朵浪花上在一片云帆上
在太阳之上与渔父渔歌唱晚

我徜徉在水面的一瓣莲花上
与太乙一起读风读雨读日月
聆听水里我百姓不老的声音
比九天下云树上的鸟还熟悉
玄鸟来过这里大禹来过这里
这里还有一株株九穗的禾苗
这里还有女娲遗留的五色石
这里是嫦娥奔月经过的地方
太阳在江里种下了诗的篱笆
月亮在江里种下了诗的灵魂
凡是有水的地方都饱含诗意
包括风包括雨包括我的大地
还有生活在大地上的牛和羊
以及我江里成长的可爱姑娘
让莽荒的大地点燃绿色希望

有一条高出了地面的文澜江
高出山岗高出云海高出远方
生命啊在水抵达的地方绽放
收获春与秋随江水源远流长
每一滴水都是一瓣生命的花
每一滴水都是一瓣年青的花
每一滴水都有我灿烂的太阳
灿烂每一个黑夜每一片天空
文澜江，这是临高的文澜江
将生命流进了黎明流向阳光
流向了大地深处流向了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