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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友人诗
■ 林涛

○丁酉立秋原韵奉和叶培贵教授诗《秋雨》

琼崖何处觅新凉，
蝉噪南柯梦半场。
萤似繁星忽聚散，
椰如醉带自颠狂。
且看罗雀愁巢豁，
何为浮名走马忙。
莫谓天涯秋晚爱，
落花不待叶焜黄。

○丁酉春日和李永忠学兄诗《流光》

方晴又雨转幽明，
恰似佳人难测情。
堤柳放筝学稚子，
花溪击水洗尘缨。
青山偕我同难老，
红豆赠君未负卿。
如此春光谁敢寐？
天涯挥袖送霞猩。

○癸巳秋原韵和王曙光学兄诗《七夕夜宿
克什克腾旗白音敖包》

披蓑闲钓对寒晖，
如雪芦花映鬓微。
细雨弥天倾袖坠，
美人临水舞花飞。
琵琶半抱弹痴话，
块垒全浇洗涩杯。
且拭衣襟霜色重，
西山虽好莫如归。

○癸巳仲春杨涵之兄自兴庆府寄赠诗《塞
上春至》遂步原韵和之

久知才气汇文通，
塞外书来快意风。
漂泊兰舟停病树，
扶摇鸢纸上晴空。
心闲夜漏常诗酒，
身在天涯自霁虹。
慷慨旌旗扬卫霍，
不为春梦落英红。

一条小路的尽头
■ 冀卫军

一只结实粗鄙的大手，抚摸过
镰刀和牛鞭，田间的麦子和玉米
身影留给大地，渐渐矮下去
一寸寸逼近泥土，紧跟的影子
越来越高，与太阳面对面

影子成为主角，身后
落下一条望不见尾的小路
一群蚂蚁蜿蜒前行，执着而茫然
身前，不知身往何处

一个又一个的转弯，把守
每条路的尽头，人是一个个路标
在引领与超越之间变换角色
最终都成了一条路

望秋
■ 袁军

雨水和烈日
往泥土衰落的方向牵扯
植物因为果实，茎叶停止纠缠
我迷恋的木槿花要开

是时候抬额，和夕阳相背
等待向晚消失的流萤
我们一起举手
向枯瘦的莲蓬道别，一起
向一整夏咶噪的蝉鸣吐出埋怨

我愿意
离秋天更近一点
愿意站在日渐苍老的池塘
看秋水静静往返

老师的自白
■ 肖东

我不愿做落红
只因落红无情，常
跟随着流水漂荡
我愿是顶天立地的翠竹
牢牢地
定格不朽的灵魂

我不愿做春蚕
只因春蚕到死，更
何异于作茧自缚
我愿是任劳任怨的老牛
默默地
反刍生命的精华

我不愿做蜡烛
只因蜡烛成灰，便
意味着灰飞烟灭
我愿是燃烧不息的火炬
熊熊地
照亮周围的世界

■ 李焕才

男青年站成一排，肩并肩，小手指勾住
小手指。姑娘们站成一行，小手指也勾住
小手指，站在男青年的对面。男的手一摇
脚一摆，舞了起来，如狂风逐浪，热烈而又
激荡。随着，歌声飞起，长短徐疾，粗犷激
越，像群马奔腾，像洪水下坡，山和水应。
男的歌罢，女的腰身一扭一晃，随之起舞，
如春风抚柳，婀娜多姿。歌声就在舞蹈中
缓缓飘动，柔和悦耳，婉转清雅，似丝竹之
声，似春莺夜啼，荡漾于旷野，摇动人的心
旌。——这就是调声。

调声的歌曲主要来源于乡间，青年男
女自行创作，或者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歌
词下载他们心里的声音，生动活泼，灵动
抒情，富有生活的质感，浸润地方的情愫，
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力；曲调与他们
心跳的频率共振，节奏或明快热烈，或粗
犷奔放，或婉转柔和，蕴含浓郁的乡野气
息，激荡人心中情感的波涛，穿透人心里
的隐蔽处。

调声，其实就是集体对歌，在舞蹈中
对歌。男的或女的每唱一首歌，歌词中就
留下一段空白，在演唱中根据当时调声的
情景和对方歌词表达的意思，有针对性地
即兴嵌入山歌词，巧妙地对答。所以，男的
和女的轮流歌之舞之，就是你来我往在对
山歌。当然，调声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山歌，
也在表现声乐旋律和舞蹈姿态，其实，就是
一场别开生面的才艺展示。更可贵的是，
男女青年在歌声和舞蹈激荡中，情感在流
淌，心声在碰撞，也就溅起斑斓的浪花。当
年田汉先生来儋州视察，听罢调声，为之惊
讶，兴奋地称赞说：这是南国艺苑的一株
奇葩！

儋州调声都生长于野外。人们在田间
劳作，突然兴趣来了，就走到田边，排成一
行，手舞足蹈唱起来，歌声在田野上飞翔，
人的情绪随之飞翔，一天的劳累就在不知

不觉中抖落了，心里也就满满地收获了欢
乐。青年男女穿着漂亮上镇赶集，手就痒，
嘴也痒，不来一场调声，就怅然若失，也对
不住这身打扮。于是就在街边或者镇口摆
开架势唱起来，舞起来。顿时，街上的行人
就一哗啦围过来，街上的气氛马上随着调
声的节拍涌荡沸腾，这一个集日，欢愉快乐
的色彩也就缤纷在集镇上。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夜色融融，月光晃晃，青年男
女相约在村边、路旁、湖畔、港岸调声，摇来
晃去，快活裹在歌声中，随着晚风飘荡，山
也欢，水也笑，天上的星星在摇曳，整个世
界都为之陶醉。

千百年来，儋州调声虽然羞羞答答于大
庭广众，可是，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撑起她旺盛
的生命力，顽强地扎根在儋州这片土地上，润
泽这片土地，又润泽儋州人的性情。儋州人
热情开朗，率直爽快，就是得益于调声那欢快
热烈的韵律长期陶冶。反过来，儋州人又将
自己的热情化作春雨浇灌这株奇葩，使之四
季飘香，艳丽迷人。

新时期，儋州调声雄姿英发，来个完
美转身，不再局限于男女青年用来交流情
感迸发青春的火花。儋州人赋予她更丰
富的内容，将渔农牧副工学商的话语融入
她的本体，她也就堂而皇之从野外阔步走
进儋州人的日常生活中。节日假期或者
有喜庆之事，她就毫不犹豫地跻身在人们
的面前，给喜欢她的儋州人展现出自己新
的风采。她又理直气壮地踏入艺术的殿
堂，在舞台上斗妍争艳。而且，她英姿勃
勃地走出儋州，走向北京，走向全国各地，
风骚在世人的视野中。2006年，调声以独
特的艺术品格荣登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
名录。她的名声大噪。她于是风靡儋州
城乡，村村都有调声队，平常的日子里，经
常活跃着她美丽的身影。遇上盛大节日，
她更是意气风发，动辄就数千成万人汇集
一起，且歌且舞，在儋州各地营造出一个
个欢乐的海洋。

儋州调声

■ 鲁珉

今天的学校，都是智能
电子铃，再也听不到那种铜
质的、用小锤敲打出的悠远
铃声了。

依稀记得在我上小学
的时候，学校的铃是一把
耕地的钉钯齿做的，后来
换成一只黄灿灿纯铜的。
打铃的人好像一直是我的
启蒙老师张老师。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上的小学。上学后不久，
那种新鲜感没有了，贪玩
的天性就露出来了。上课
坐不住，听讲不专心，做什
么都是图上新鲜，下课与
同学疯疯打打，还特别喜
欢玩弹珠，时时手不离弹
珠。

张老师见我那样，做事
不能持久，就看住我，讲完
课就坐在我身边，看着我读
书，做作业。慢慢地，一心
只想玩弹珠的毛病改掉了，
读的书也越来越多。

读二年级的那个春天，
我放学后割草，锋利的刀不
小心把小腿划了一条长长
的口子，深得能够见骨头。
那时，农村医疗条件非常
差，只是大队赤脚医生上了
点药，简单地包扎下，就算
是处理了。

由于受伤，上不成学。
张老师得知后，第二天中午
就到我家来走访。一看我
的伤，就说，我背你去上学，
反正也不远。母亲见状说
什么也不让老师背我。

那时，父亲在外地，
母亲一人操持着全家，根
本 没 时 间 送 我 上 学 放
学。见拗不过张老师，就
一个劲儿地说，怎么能麻
烦老师呢。

这样背着我接送，就是
一个多月。我趴在张老师
的肩头，气都不敢大声出。
只是觉得，张老师的头发好
香好香……

张老师的课在全乡很
有名气。她以讲故事的形
式讲课，由浅入深，引人入
胜。她教我们第一次作文
给爸爸或是妈妈写一封信，
我的作文受到张老师的表
扬，还站在讲台上向全班同
学朗读。

或许就是第一次作文
在全班朗读了，我写作文
的积极性就一直没有消退
过。上四年级的时候，作

文在全乡获得第一名，奖
状挂在老师办公室，而不
是让我拿回家。

张老师更喜欢我了。
有时就让我去敲上课的铃
声，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
我知道那是一种奖赏，是
一种荣誉。

那以后，常常鼓励我
多写作文，还帮我寄到县
报和县广播站。记得在县
广播站采用的第一篇作文
是《我的家乡》，当听见自
己的名字从那个小喇叭传
出来的时候，母亲和乡邻
们都称赞我是小才子。

后来，我离开村里的
小学去了镇上读中学，但
张老师从来没有忘记过
我。只要放假回家，张老
师总会到我家来，问我的
学习，问我的生活。特别
关心我还有没有多写文
章，作文是不是班里写得
最好的。

后来，我去省城上大
学。虽然学的是工科，可
依然没有忘记张老师的
话，利用课余时间写作。
大学几年，当过院、系宣传
部长，一个征文还获得团
中央大学生征文优秀奖。
当把这些汇报给张老师
后，她笑着说：“我不会看
错人的，知道你就是一个
能写作的人。”

前些年，我回老家专门
去了学校。学校大门上的
校名虽清晰可见，但却挂上
了福利院的牌子。张老师
也早已退休，回县城里居住
了。

我习惯性地走到原来
挂铃的地方，抬头望去，那
铃还在，已经锈迹斑斑，孤
零零地在风中摇摆着。学
校操场边的老樟树也还在，
有风吹来，树叶飒飒作响，
将一树的沧桑和落寞吹落
在地，没人听得懂它的心
事，也没人能够领悟它历经
的风风雨雨。

想起张老师和蔼的样
子，想起当年教我写作文
打铃的事，那情形仿佛就
在昨天。

一个人的起步很重
要。那第一次作文，或许
就开启了我的写作之路。
现在能够用笔写出人生之
路的随感，起因是张老
师。就像那铃声，虽早已
不再响起，却依然在心底
萦绕回响。

悠远的铃声
流年剪影

家在海南

■ 孔见

升上天空高处去看，我的海南岛，
就像趴在南海波涛里的一只绿毛龟，
呼吸着蒸腾的云水之气。它的头朝向
东北，尾巴伸向西南，保持着向中原大
陆游泳的姿态。文昌就是龟头所在，
而乐东则是尾闾一端，二者皆为海南
人文兴盛的地方。这在堪舆学上可能
有些说法，但我不懂得玄空的知识。
其实，乐东作为地名，沿用的时间不到
百年。自唐代以来，此地基本上属于
振州、崖州的范畴。除了千里长沙，万
里石塘，它就是海南最荒远的边缘。
海南古称琼崖，北为琼州，南为崖州，
乐东是崖州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区
域。格调苍凉的崖州民歌，就是从这
里随处可见的酸梅树下唱出来的。它
把天高帝远、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境况，
演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让人听起来
肠子受不了。

崖州与岛西的昌化之间，横亘着
一座大山，名字叫做尖峰岭。它自成
体系，不属于五指山脉、黎母山脉，也
不属于雅伽大岭山脉。尖峰岭临海拔
地而起，直上一千四百多米，主峰被雷
公电母削成一把利剑，直插苍穹碧落，
是本岛热带原始雨林最集中的地方。
山里出产的沉香、花梨、灵芝，品质为
海南之最。它有一条支脉，像龙头直
接探入海里吸水，被称为岭头，是气候
的分界线。岭头以东的崖州地面，降
水丰沛，空气湿润，芳草萋美，扁担插
进地里能开花，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
是海南农耕文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
一；岭头以西则是苦旱的感恩平原，尽
管一马平川，但因雨水不足，风沙漫
天，地里萆草都长不起来。一头老牛
在野地里嚼上一天，还填不饱自己的

肚子。历史上常有盗贼蜂起，杀人越
货，冒着青烟的黑眉岭，就是土匪聚啸
的窝点，一眼望去令人心里发怵。《感
恩县志》有关海防土寇的章节，内容相
当可读。据载，曾有一女匪，率乌合之
众占据县城三月之久，最后才被周边
州县的联合大军剿灭。女匪尚且如
此，况乎男者。

岭头以东，从尖峰岭山麓流下的
白沙河、望楼河两大水系，流量一度相
当壮观，两岸田亩尽得灌溉，加上近海
湿地、水泊与港湾交错，使这个地域鱼
米丰足，人们得以安居乐业，闲暇之时
还可以诗书自娱。这里的人历代以耕
读传家，十分重视人文教化。逢年过
节，装灯结彩，对联写得极其讲究。若
有对仗平仄不严者，会笑掉人家的门
牙。红白喜事，八音和鸣，还有歌公
歌母对和，一杯清茶，几块糍粑，便可
以通宵达旦。崖州民歌不仅旋律多
样、唱腔独特，而且比赋修辞相当考
究，多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除了
民间歌手的即兴短句，还有历代文人
撰写的长卷。其中有的句段令人叫
绝，精彩程度不输唐诗宋词。古典文
学中的诸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为民歌
歌本，到处传唱，妇孺也能哼上一
段。路上相逢，开口便是“ 唱首歌儿
丢过去，看你都不懂啥歌。你若会歌
与我唱，跳蚤抱琴下海弹。”一旦对上
调子，若不是刮风下雨，就要唱到日
落西山，鸟雀归巢。

我老家的乡绅宋京，是民国时候
人。在广州求学期间，新婚妻子不幸
因病去世，他闻讯之后伤痛欲绝，在五
羊城写下了一首《百怨歌》，开篇即是：

“去人欲去留不着，到了望乡台站着
看。去人啊，为何乘风驾云去，不留足
迹痕让我跟……”。生离死别之情，摧
肝断肠。叙事民歌《织女叹》《英雄
歌》，放在整个中国，都是民歌中的精
品，不逊色于《孔雀东南飞》。崖州民
歌深深浸润了岛西南的人文土壤，有
了这种有机成分的积淀与铺陈，出个
什么人物也就顺理成章。

和北部的琼州不同，崖州是黎汉
文化冲汇交融的地带。黎族同胞基本
上是居住在山区，立于高处；汉族同胞
则主要生活在沿海低洼地带。过去，
黎族以采集狩猎为业，汉人则以种植
与捕捞为生，各有资源优势，且又分工
不同，山海之间可以互通有无，形成经
济文化的依赖与交流。记得，我所在
的莺歌海一带，盖房子用的木材，都是
用鱼虾从黎家寨子里换来的。尖峰岭
一带生活的黎胞，编制的筒裙、箩筐，
工艺极其精湛，酿造的山兰糯米酒，更
是能消百愁，让人一醉不醒。“竹竿打
水两边分，崖州水甜通感恩。藤桥三
亚人穿裤，感恩北黎人穿裙。”异质文
化的冲汇，使人理解问题多一种视角，
多一条筋筋，开出智慧的窍门来，对自
身的生存观念也有局外的观照，少了
些当局之谜。

本人算得上是地道的崖州人，在
某些场合，也曾以崖州遗民自居，自
认为是有来历的，敢以无路可去的绝
地为故乡。先祖梦璜公宋元间自琼
迁崖，迄今已有八百年之久。公以知
军一职莅崖，于文治武功颇有建树。
他葬在黄流，但琼州府城也建有他的
祠堂，墓和祠皆保存至今，成为省内

文物。他的诗文见于《崖州志》等古
籍，其中一首七律《暗香》，意境不凡：

“月上初更色未沉，香扉百合见冰
心。交情淡处何妨冷，臭味深时渐觉
亲。气溢清芬如可挹，魂飞白夜总难
寻。暗投自有相知意，独坐黄昏细细
吟。”当然，崖州诗人才华最为突出的
应该是高山所的钟芳，和镜湖村的吉
大文。清代诗人吉大文心存远志，气
魄不凡，早年就以一首七律令人吃
惊：“少年立志要登科，有甚文章奈我
何？书读五车犹算少，诗吟万卷不嫌
多。若将海水如砚视，愿把江山当墨
磨。敕赐苍天为白纸，挥毫写出太平
歌。”其中蕴含的精神气度之超拔，令
吾辈后人难以步其后尘。自然科学
方面，乐罗的颜任光为中国现代物理
学的奠基人，并曾出任北京大学第一
任物理系主任。这在比天涯海角还
要荒远的地方，也是超出普通人想象
力的事情。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为了黎汉融
合之计，把乐东的高峰、雅亮等黎族地
区划给崖县，将崖城以西的西六里一
带划给乐东。此后，乐东不可避免地
成为崖州文化的主要承载地。在原海
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乐东成为文化最
为发达的区域，在州内及各个县里，从
事教师、医生和文秘工作的，多出于
此。高考业绩更是以乐东为最。崖州
地方的自然气脉与人文蕴藉，在乐东
得以继承以发扬。建省之后，三亚以
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全国著名的旅
游目的地，经济也乘势而上，但文化方
面仍然需要本土资源的充实。衣食渐
渐丰足之后，生活在三亚、乐东的崖州

子民们，还须对自身古往今来的生存
经验，进行整合转化乃至提升，演绎出
既能打动人心，又能开显境界的精神
产品来。

或许是受流贬官宦和古代士文
化的影响，崖州人有较强的道德感，
不太崇尚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败为寇
的丛林法则。在许些地方，一个人只
要在财富积累和权力攀升上出人头
地，就被视为英豪，受到旁人的拥戴
与敬仰，就有人主动过来向你作礼示
好，给你抬轿，乃至鸣锣开道，嗅你的
衣领，粘你的仙气，分一杯羹汤。他
们是不会问你如何起家的。但在崖
州地方，情况有所不同，始终有一种
清流物议在民间流淌。一个突然发
达起来的人，会受到许多人的质疑。
如果是官升三级，就会怀疑是否花黑
钱买来的？如果是横财暴发，则会追
问是否拦路打劫，或是入室偷盗？
读过一些书的人，甚至还会以和你这
种人亲近为耻。因此，尽管崖州人伦
亲情比岛上任何地方都要浓郁，但在
官场和商场，很少有抱团结伙的情
况。我出生的丰塘村，曾经有个财主
花钱买了个举人功名，坐上大红轿，
在村里鸣锣宣示，半路就被一个书生
拦住，说你大字不识几个，拿钱买假
功名欺世，尚不知廉耻，还要招摇过
市，把祖宗颜脸丢尽，成何体统！崖
州人之间，常常以话语互相戏谑，夹
刀带刺的，相当阴损，并以此为亲
切。年轻时，我曾经带着这种习惯走
向异地，结果招来许多麻烦。

本人自十七岁离开崖州地界，四
处求学供职，但实际上，人始终都没有
离开过文化意义上的崖州。前些天，
孙体雄、方世国两位老乡深夜来访，让
我想到了作为精神故乡的崖州。我相
信，只要海棠树还在开花结子，只要树
头下还有歌公歌母在对唱，崖州文化
就不会绝版失传。

海棠树还在结子

行走的月光
■ 潘玉毅

尘世千年，斗转星移，河变作了山，
海变作了田，一切都易了颜色、换了模
样，甚至连风和雨都改变了原来的味道，
独有月光依旧是旧时的月光——这便给
人一种感觉，仿佛月亮长了一双脚，从五
千年前一路行走到今天。

先秦的明月，汉时的明月，三国两晋
南北朝的明月，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
明月，在一篇篇赋里、在一首首诗里、在
一阙阙词里、在一支支曲里、在一部部小
说里、在一段段唱腔里被人反复提起。
有意思的是，每个人在不同时间提起明
月，言说间心绪总不见相同，但无论哪一
种，似乎都很有味道：有时是开怀的，“古
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有时
是伤怀的，“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
空长叹”；有时是匆忙的，“西风烈，长空雁
叫霜晨月”，雁行之处，连月光都奔跑了
起来；有时又是闲适的，“三五之夜，明月
半墙”，待到风吹桂树影，显得珊珊可爱。

当它走过李白的身边，一壶美酒，一
个杯盏，不意对影间竟成了三人，也未知
是人醉了，还是月醉了；当它走过杜甫的
身边，听他吟诵“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
看。遥看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之句，一股
淡淡的忧伤弥漫开来。当它走过苏轼、辛
弃疾、汤显祖、黄景仁的身边，月光冉冉，
又有了不一样的意味。似乎它是一块活
性炭，每经过一个人身边，便会附着上那
个人的色彩。所以那么多年来，人们见着
月色，总有说不尽的话。

印象中，“明月”一词常与“清风”互为
搭配，仿佛月光经过的地方，总有一股清
风徐徐地吹过，“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
鸣蝉”，有几分舒雅娴静，另有几分清新美
好。

月光有时落在山石上，有时沉在流
水里，有时立在稻穗枝头，有时透过密
密的树缝化一道斑驳的碎影洒落草木
间，有时又穿过纱窗和玻璃窗的拦阻附
着在书架上。书架的旁边是书桌，书桌
的旁边则是我，我的手上捧着一本书
——当此情形，不知是月光在偷我的书
看，还是我借着月光在看书。

月亮本不是光源体，却点亮了夜
空，点亮了大地，点亮了天地间的山川
河流、草木虫鱼。月光银白如雪，像多
时未见的外祖母头上的白发，像风起时
小河里的浮光掠影，宁静而美好！

唐代文学家苏味道有两句诗写得
甚有味道：“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白云上歌唱，
月光上行走”来得更有意思呢？我不知
道，不过估计应该很少了。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
随。”哪怕你离家千里远，多情的月光依
旧不离不弃，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于
是，看见它，你也就看见了故乡。

名家翰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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