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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芳媛

老屋的墙角那有一排石墩，面前
还有一大块长着青草的空地，邻居们
家养的大白鹅、大黑鹅、灰鸭子会栖
在这里，或者吃草觅食。小黄狗无聊
时总是会去追赶它们，累了就懒懒地
躺在那儿的草地上，微眯着眼睛，任
风调皮地吹动它的小眼皮。附近的
地里还有三伯种的豆角，奶奶种的南
瓜，自己长起来的柚子树、椰子树、母
生树等等，这是一片小小的热土。

儿时时常与邻居的小玩伴们在
那儿跑跑闹闹，嬉戏玩耍。日落黄
昏时，会端着碗坐在略高的一个石
墩上，对着悠游在远处的晚霞，若有
所思地吃饭。午后的大雨停下，天
暗了以后，会响起一片起起落落、忽
高忽低的蛙鸣。偶尔还会有渺渺的
白雾围绕在远处的小山包上。人小
又矮，自然想爬到更高一些的地方
去看，石墩旁的椰子桩成了理想的
占据地。

那时小小的人儿，幻想过自己快
快长大成一个大人，但从不知道身边
的事物也会随之迅速老去，天真地以
为他们会一直保持着年轻的样子，陪
伴我们长大。可时间呵，从不让我们
知道它明天的样子。

爷爷奶奶时常很爱坐在那儿的
石墩上晒太阳，两人都无言地坐在那
儿，对着远处茂密的风景，但他们的
眼中没有什么真实的存在，微眯着眼
睛，只管去感受暖洋洋的阳光，直剌
剌地落在他们身上。温暖了他们为
生活为子女辛劳一生，留下的疲倦心
身。日光也洗褪了时间落在他们身
上的风尘，四周的一切很安静，他们
也很平静安详，多么希望此刻的他们
是幸福的。

爷爷时常坐在那儿晒着太阳就
睡着了，奶奶总是要叫醒他的。人老
了，稍不注意就会有麻烦，坐着睡着
了，万一磕碰着哪儿怎么办。瘦小的
奶奶有些怎样的无助与坚强，我们是
不知道的。

奶奶从少女时就嫁给了爷爷，两
个人携手走过了六七十年的风风雨
雨。她还记得祖母带她去认自己家
种的第一棵挂满一树火红的荔枝树，
记得许多从前的日子。说起那些日
子时，奶奶的眼睛看向遥远的地方，
有一些明明灭灭的光闪烁在里面。
那离我们遥远的过去，有着属于她们
的年轻呀。

爷爷还是先走了，留下奶奶孤
单单的一个人。爷爷走的那天，在
他乡的我一整夜无眠，其实没有人
告诉我任何消息。直到第二天，妹
妹怕我担心，才打了电话告诉我爷
爷走了。

第一次直面真切的死别，虽然一
直都知道爷爷的病很重又有哮喘，而
且父亲也早早地告诉了我们，让我们
做好心理准备，但当这一刻真的到来
时，还是无法抑制住自己的疼痛，眼
睛不由自主地猛掉眼泪，心揪得让人
难以喘气。心灵的拼图上，有一块变
成了灰色，长不出一片生机，时间还

一直伸出双手想要把它抢走。
爷爷走了快两年了，我很想念他

给我们摘的红心番石榴，想念他给我
们说的神话故事，想念他和奶奶住在
飞岭时那个开怀大笑的样子。我们
好想念你，爷爷你会知道吗？

现在的奶奶也时常会一个人坐
在那儿的石墩上晒太阳，看着远处，
但大多时候都是微眯着眼睛，任风轻
轻地抚摸着她那一头可爱的微卷着
的银色头发，穿着的一身蓝色衣服也
永远那么干净，让人觉得舒服。等我
回来陪你还有爷爷一起晒日花好不
好？我还是要问你许多过去的老事
儿，还要让爷爷给我们讲故事，虽然
不会再有爷爷的大笑声了，但从时间
深处传来的回声让你和我都知道，他
从未离去。

一朵朵黄色的水瓜花摇曳在你
的发梢，月光如水，老屋上的黑瓦染
上了月光的白。时间的风里有我们
熟悉的温暖，一直如影随形地陪伴着
我们。

爷爷奶奶的留守时光

■ 王子威

在这个四面环海的岛屿，何
处不漾动海的波光？

张开地图，岛的海南如一
枚海棠叶飘浮在碧波浩淼之
上——海，轻轻托起一方长满
椰子树和南国佳果的土地；
岛，枕着波涛入梦，夜夜倾听
海的长歌短吟……多少年了，
海吻着岛，岛沐着海，耳鬓厮
磨，至亲至爱。星移斗转，潮
起汐落，未曾更改它们忠贞如
一的情愫。

假若说岛是一册厚厚的书，
那么海就是它装帧精美的蔚蓝
色的封面。

岛上的每一缕阳光，每一朵
云彩，每一场豪雨，每一点星光，
都与海一同分享和消受，一同灿
烂或甘冽。岛的花开蒂落，人事
兴替，每个故事的诞生和演绎都
以长长的海岸线为背景，空阔而
明艳。

空气里流淌着海的芬芳
——那是海对岛的温情的抚
摸，从外形到内部。岛在海的
抚摸中显得如此年轻和容光
焕发。

岛民们呼吸着温润的海风，
聆听着呢喃的海涛，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日子过得像海水一样
澄澈和平静。

以一个岛民的身份，你愿意
走近海——这位岛的芳邻和亲
人。

你愿意将自己交给海——
将双脚交给柔软的沙滩，将双耳
交给如诉的海涛，将面庞和衣襟
交给浩浩的海风……

你愿意让思想的彩翼在波
涛万顷、海天一色之间放飞，
让心灵在海水中浸泡，让生命
如桅杆上的三角旗在海空高
高飘扬！

每每面对海，你习惯于静

默的阅读。你在读海，海也在
读你，相读两不厌——海太丰
富了，也太深邃了，一望无际，
波浪万重之中深藏着什么，却
不知从何说起。在海面前，你
顿悟个人的渺小和言语的贫
乏。海又是兼容并蓄，包罗万
象，缤纷多彩，完整的混合体和
具象的多元化，提供了广阔的
表演舞台和无限的想象空间。
有人说，年轻人看海，海如浪漫
的青春朝气蓬勃，神采飞扬；中
年人看海，海如成熟的男人沉
稳干练，魅力十足；老年人看
海，海如睿智的长者阅尽沧桑，
波澜不惊。——每一个岛民都
是海忠实的读者，从孩童到暮
齿。海永远是一个绮丽的梦，
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一部置
放于生命案头研摩不透、常读
常新的宏篇巨作。

海是岛的骄傲，也是岛民如
数家珍、津津乐道的话题。你赞
许亚龙湾湛蓝的海水和柔细的
沙滩，也钟情临高角灿然的浪花
和五彩的贝壳；你喜爱夏日假日
海滩的热闹——太阳伞粲然绽
放、快艇游弋如风，热情的弄潮
儿向海作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也
惊叹大东海骇浪排空，席卷千军
的壮观；你沉迷晨曦初露的盈滨
岛捕捉小螃蟹的情趣，也陶醉海
底世界的神奇绚丽；你称道海产
品的丰硕收成和海鲜的美味可
口，也畅谈海洋资源的得天独厚
和海洋开发的美好前景……海
有多大，关于海的话题就有多
大！

每一天的海是新的。每一
天的岛也是新的。今夜，岛拥海
入梦，梦境在海上飘荡，波涛滚
滚，风烟万里。涛声是壮美的催
眠曲，均匀而有力。

明天，醒来的又是一个活
泼跳跃的海和一个生机盎然
的岛。

岛·海

■ 唐海珍

1999年春，我的先生不幸遭遇车祸
住进医院，挣扎于生死的边缘。这段时
间，我经历了人生前所未有的磨难，几夜
之间，一头青丝生出许多白发。

那时候，住在乡村小学，工作压力
大，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丈夫遭遇车祸
住院之后，我每天除了上四五节课、两个
多小时的备课阅卷及照顾四岁的小女儿
外，还要家里家外承担许多家务，更难
的，是到野外去挑水。

每天大清早，趁着女儿还没起床，就
挑着两个大铁桶到一里以外的一口井里
去挑水。一担水大约100斤重，挑在肩
上像肩负着千斤重担——它不是水，分
明是生命的浆和家庭责任的溶液。为了
一家的生命和责任，我必须把它挑回
家。回家的路上要涉过一条长长的田
垅，临近校门口时，再冲上一个小小的土
坡，进校门后，穿过两间教室，才到达自
己的办公室——就是所谓的家里。有几
次，雨后路上泥泞不堪，走在一尺来宽的
田埂上，瘦弱的身体颤悠悠的，两个装满
水的水桶时不时晃过来荡过去，为了不
让自己摔倒，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地踩实
了才移步，并且有时还要两手紧紧抓住
水桶的提手。尽管这样如履薄冰地走
着，有一次，我还是脚下一滑，膝下无力
地跪倒在烂泥满地的田埂上，水桶的水
也倒得滴水不剩。那一次，泪水迷蒙了
我的双眼，忧伤、烦恼、酸楚、无助，诸多
情感汇成洪流汹涌而至，冲击着我本就
痛苦不堪的心。然而，一个声音在心底
呼唤着我：海珍，为了生存下去，你得站
起来！勇敢地走下去！我撩起衣襟擦了
擦泪水，挺起来，又回到井边去打了一担
水艰难地挑回家。

上课时间到了。有课，我就卸下生
活的重担，走进教室，抛开生活的烦扰，

面对着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扮演着
认真负责的教师角色。下课或没有课
时，我就走进办公室或备课或阅卷。

放学后，再与时间赛跑。我带着女
儿坐三四十分钟的公共汽车，奔到医院
去照顾丈夫。由于丈夫伤势严重，需要
一大笔医药费。我虽然奔波于学校、家、
医院之间，已感全身筋骨要散架了，但为
了筹足治疗丈夫的医药费，也就顾不上
生活的辛劳与肉体的酸痛，还得走东家
串西家去凑钱。那段日子让身心疲惫的
我强烈地感受到：我不是为自己而活着，
而是为这个家而活着。

在此之前，我又报考了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自学考试。尽管生活如此多的磨
难和艰辛，我仍然没有放弃自考。每天
晚上，当女儿睡了以后，我就挑灯夜读到
深夜。为了防止自己打瞌睡，我就采取
边读边抄重点的方式来学习。在睡前总
要记忆一些内容再睡。那段时间，每夜
是抱着书本记着书里的内容沉沉入睡。
而正是这样的自考生活，让每天像陀螺
一样不停地旋转的我在夜深人静时无暇
顾及生活的艰辛和疲惫，度过了人生最
难熬的一个春天。我记得这年春季我报
考了三门课程，除了古代文学史没及格，
其余两门都及格了。如若我此时放弃自
考，后面就不会有惠及我前途的好事：凭
着我不懈的追求和拼搏，2001年冬天，
我顺利地拿到了本科文凭，而在这一年
秋季，我的学识也得到领导的赏识，把我
调进了乡中学；2005年，我在县城建了
新房，为了生活的方便，2006年，县城的
一所高中因为扩招，需要进一批拥有本
科学历的语文老师，我便通过他人的推
荐，顺利地进入了这所学校。

往事悠悠，虽然当时不到三十岁的
我已早生华发，但在丈夫遭遇车祸住院
的这段艰难日子里，我像是经历了人生
的大风大浪，变得通达而坚韧。

车祸之后

归航的滩岸
■ 符浩勇

渔民出海归航的日子终于到来
了。

潭门渔民赶海，每年过了元宵就
开始扬帆远航，一去南海就是三两个
月，呆在家里的女人想得慌，日间为避
免太过思念，女人们就开起三轮摩托
跑营生，除了补贴家里，更多的是打发
寂寞的时光；可每到更深人静，枕边说
话的人都没有，就会望着屋顶的玻璃
瓦挤进的光亮，屈指掐算自家男人在
海上漂泊捕捞的日夜，心思细腻的女
人早就准备一壶浓酽的老酒，盼着赶
海的亲人归程返航。

一大清早，潭门的女人就不再蹬
三轮车了，她们和孩子们都挤到归航
的码头滩岸区，踮着脚尖，伸着长脖，
向迷蒙的海面张望。虽然她们心里，
男人出海的每一天都是倒计时，每天
都计算着男人返航的归期，甚至就近
三天来，她们蹬着三轮车有意无意地
都顺道从码头滩岸过。今早天一亮，
她们就携着孩子们在码头翘首眺望，
可一直等到海潮漫到海堤脚跟，才依
稀见到海面上浪花托着帆影，颤悠悠
地向码头靠来。

这是码头上最火爆的时光，渔
船一进入潭门港海堤港道，还未靠
近码头，女人和孩子们就不觉地沿
着港岸小跑。返航船上的男人也闹
腾起来了，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半荦
半素地跟女人们开起了玩笑。领头
船上的船长海龙，清清嗓子喊起泊
船的号子：

船儿靠岸哟，鱼儿往岸跳，
女人莫惆怅，快备好老酒……

随着海龙甩腔，其他船上的男人
也应和开来，渔港豁然一阵声浪喧
天。女人忘情地娇嗔男人，海龙的女
人盯着海龙，俏骂道：“哼！我还会给
你备酒，想得美呀，说好了，每天给我
来信息，你做到了吗？”海龙马上回
应：“你说得轻巧，我每打一个信息，
你就会焦虑一阵，我不能老让你想我
——”说道着，海龙说话已被船上其
他人打断：“海龙嫂，我们在海上见
证，从启船返航，海龙每天都开始哼
《梁祝》中板腔‘哥挂你，从早想到落
金乌；你挂哥，眠中多醒心想慕
——’”顿时，码头上俏骂声、打闹声
搅在一起，远扬开去。

海龙女人听着船上男人的琼戏
板腔，飞红着脸打趣说：“你们都别挂
了，家里人都等着你们呢。”其中一个
后生对她说：“海龙哥这一趟出海收
获很大，你打算用什么慰劳他呀？”岸
边一个女人接过声去：“人家海龙嫂
早些就进城去，特意买了一瓶洋酒
……”海龙女人接过话：“买了今后也
别想喝，记得上回，从娘家特地焖了
一锅酒，说是不能贪杯，解解乏就好，
可刚一转身去打热水，他就喝得烂
醉，也没洗漱，一睡就是大天亮……”
说时自己和女人们喧闹起来，眼里却
溢出了泪珠。

海面上，渔船陆续驶进潭门海堤
港道，向码头滩岸停泊，下船的男人和
迎面而来的女人打趣，卸载出海收成，
谁也没有注意渔村里年上刚嫁过来的
大凤姐，她独自踮着脚尖，痴痴地望着
迷蒙的海面，她的男人出海的新机船
尚未回来，看着靠泊的桅船，她心里隐
隐地一阵酸痛。

她娘家远在山里，嫁到渔村来，并
不熟知男人出海的风情禁忌。男人水
生出海前夜，婆婆特地备下了一桌丰
盛的家宴。席间，她茫然犯了出海人
的大忌，被婆婆数落了一通。当夜，她
没有合上一眼。次日，水生跟着船队
出海去，也带走了她的一颗心。

在水生出海的日子里，她忙前忙
后孝敬婆婆，包揽了家里的活计，空闲
时总是围着婆婆报告水生在海上的消
息。可是这个时候，渔村的船队都归
航了，水生你在哪里？谁来安慰她，大
凤的心在沉下去。

“大凤姐！”临上岸的一个后生喊
叫着：“水生哥这趟出海也可算满载而
归，捕获了不少海参和蚌壳……这回
或是在近海上忙着交易，船航会慢一
些。”话音刚落，眼尖的孩子，指着晚霞
映红的海面上渐渐清晰的帆影，喊：

“新机船回来了——”
大凤循声望去，她的心里扑扑狂

跳——她的水生，回来了……

荷香
■ 肖东

发生在哪个黄昏
都不重要，大河三千里
总会问起江南
人间有笔
最爱画出满目荷塘

只见花儿绝世
卸下昨日忧伤
打坐在绿水上
可惜时间被偷走一半
另一半搏动我的心
显示她的震颤

我把鼻端探向晚风
晚风并不恼人
梦之清香散发出
一种越来越新奇的甜蜜
我好触摸这红尘
在月光皎白的时候

初秋的夜
■ 胡巨勇

凉风起，寒蝉饮白露
流萤点灯月下舞
寻觅谁的童年旧梦
林丛虫语稀
缝补长夜的孤寂

荷香尚淡，蛙鼓还浓
月光凝白处
露在绿伞上打坐
擦亮了
大雁酝酿的十四行
一两片落叶有如请柬
送秋收入仓
迎雏菊出嫁

那味药引子
■ 赖杨刚

泥鳅看到了的，青蛙未必懂；青蛙懂得
的，泥鳅也没看到。

荷花开得亲切，比我还要亲切。
有个女人踏着月色走过，她被什么吸引

住了，停下来，采下我的名字。用荷叶包裹，
带到城镇。

生病时，她把故乡，当成药引子，置入玻
璃杯中，泡自己的眼神，然后，用孤独治疗别
人的哭泣。

处暑
■ 吴春萍

在夏和秋的季节两端
萤火虫提着梦中的灯盏
把落魄的青蛙王子陪伴
一阵一阵清翠的风
在枝叶间摇旗呐喊
兜进袖口里的小星星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十有八九落入了那一声声的稚语里
无人陪伴的夜晚
揽一缕月光入怀
随风潜入正在日渐消退的暑气
沿河找寻
久已不见的人鱼公主
可是藏在碧波仙子的裙底
偷偷地翻阅渐行渐远的日历

浅秋
■ 周家海

夏天的意味犹浓
蓦地吹来浅浅秋风
秋天的步履蹒跚
却惊碎了蝉在枝头的好梦

秋凉尚未发起
大举入侵的攻势
叶子们趁隙沉浸在
浓浓的夏日风情的意境中

天空与大地
在一场狂风骤雨的撮合下
顺利地完成了季节的
盛大交接仪式，一切恍然如梦

秋风描眉，秋雨画眼
秋天是一位清丽的佳人
其楚腰纤细，仪态万端
胜过任何一朵——
忙于结子传后的出水芙蓉……

回故乡
■ 赵敏

一路上
我想跟蝴蝶反复握手
反反复复，小声说：吃了吗
吃了吗，吃了吗
重新练习乡音
以便见到邻居时
不至于 忘了
此处，故乡

■ 淡年

突然想起在西北见过的一种鸟。
多漂亮的蓝精灵呀！火红色的喙，

黑色的头，头顶上浮着一层淡淡的白，像
是刚落下的雪。它的披肩是灰色的，高
贵而典雅。蓝色的翅膀反射着七色的
光，翅膀的末端是白色的，这样蓝色就不
过于单调。最漂亮的要数那蓝色的尾翼
了。它的尾翼长是身体的四倍，深蓝，淡
蓝上面微微泛出一点紫，大气而华丽。

我怕被它啄伤了手，便把它拴在了一
块石头上。这鸟是在树林里发现的，我担
心它被猫狗吃了，便带回了家。它吃了带
药的果子，飞着飞着就掉了下来。我遇见
它时，它正在地上扑棱着翅膀，痛苦地鸣
叫着，嘴里不断地向外淌着粘液。

这鸟每见有人靠近，便会展开惊艳
的翅膀腾空而起，随即又重重地掉在了
地上。爬在地上休息的时候，它的小脑
袋迅速地转来转去，警觉着周围。

“快把它弄死，扔沟去”“这鸟才祸害
人了，苹果专挑大的吃，被它啄过的果
子，就会烂掉”“它偷葡萄都是一串串的，
而不是一个个地偷，太精了”“它要是偷
枣子，一趟接着一趟，快着哩！”大家议论
着，无不带着憎恨。

这鸟与喜鹊习性很相似，但它比喜
鹊机灵漂亮。喜鹊见人先是观望一会，
而它与人对视的机会都不给。清早，要
是有喜鹊落在我家门前的树上，母亲就

会说是来报喜了，一整天母亲都会很开
心。或许是喜鹊的名字里有个“喜”字
吧！这鸟我们叫它“大尾巴鸟”。

我们有时会骂“别装大尾巴鸟了”。
“大尾巴”寓意虚假、浮夸、自大，矫情。
我为这鸟感到不平，我家被喜鹊啄烂的
苹果，每年就有上百斤。怎么只要名字
起的好，样子长得丑点无所谓，做坏事就
理所当然，要是长得漂亮做坏事便是罪
大恶极，天理难容呢？

为了给它解毒，我不时地往它的嘴
里滴些糖水，希望它快点清醒过来。我
也想过把它养在笼子里，可这鸟烈得很，
它会不吃不喝，饿死的。我一想到这鸟
会死，便有些伤感了。要是把它的美与
死亡联系起来，实在太过残忍了。

儿子蹲在地上远远地看着，他也懂
大人们议论。他说:“爸爸，这鸟真漂
亮。”过了一小会，儿子又补了句:“爸爸，
这鸟真可怜。”我解开鸟腿上的绳子，把
它紧握在手里，领着儿子，朝林子里走
去。它的身子是温热的，心脏跳动也有
了力量，口水也不流了，这让我很高兴。
林子里才是它的家。

其实，我们本是一家人，应该为有这
样一美丽的物种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地球
上而幸福着，大自然自有它的生存法
则。有时人类才是真正的大尾巴鸟了。

我松开手，它倏地飞走了，穿过树
林，朝夕阳那边飞去了。金光里，它仿佛
变成了一只凤凰，长长的尾巴，美极了。

大尾巴鸟

冷暖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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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海南

《发》（钢笔画） 许丽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