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暖人间

■ 骆晓云

一
有一年，我接了高二的一个班，

当班主任。头一天，我组织学生调换
座位。孩子们纷纷找着自己心仪的
同桌，叽叽喳喳，闹腾着。有一个叫
李猛的学生，却安静地站在那里，不
着急。

我问，你找到自己的同桌了吗？
他说，我的同桌不用找。
我不解。
他笑笑说，老师，有一个同学，无

论我坐在哪里，他都会成为我的同桌。
后来，有个学生成了他的同桌。

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个调皮捣蛋的
学生，品行恶劣，没有一个学生愿意
和他同桌。

然而，整个高中阶段，与他同桌
的，一直是李猛。这届学生毕业后好
几年，同学们每每说起这件事，都啧
啧称赞，说李猛的心胸太宽广了，宽
广的，可以盛得下整个世界。

这些年，我一直不敢说自己能容
人。我的学生李猛，是我心灵的老
师，他成了我仰望一生的标尺。

二
上大学的时候，一次我们出去

玩，回来后，满头大汗。进了教室，不
管三七二十一，就打开电扇，“呼呼
呼”地吹起来。我们有说有笑，尽情
享受着这凉意。

没多久，辅导员进来了，他扫视

了一圈，就把电扇关掉了。然后，脸
一黑，问谁开了电扇。我们一边举
手，一边纳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辅导员厉声说：自己热的时候，
一定要问问别人冷不冷！说完，他的
目光落在电扇底下的几个女生身
上。我们才看见，几个女生正用单衫
围在腰间，捂着肚子，冷作一团。

自己热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别人
冷不冷。每年春初，或者夏末，电扇
将开或者将关的日子，我也这样问着
自己的学生。

三
大学毕业那一年，进了一家私营

企业。
有一次，随老板进京，到北京的

分公司出差。分公司在三环东北角
的一处写字楼里，上电梯的时候，进
进出出的，都是西装革履的年轻白
领。老板指着这些背影和我说，这里
边，有许多人都经营着自己的公司，
身家上百万，你该向他们学习。

一句话，说得我热血沸腾。
那段日子，我拿出平生的所有，

能力，以及智慧。尽管有限，但还是
挤牙膏一样，努力想挤出人生的全
部，完美地去完成每一个任务。因为
诱惑人的目标，就在前头。

十多年后，我蛰伏在一个小县
城，没有成为白领，也没有成为老
板。当人生没有更大的目标追求之
后，我发现，我非但挤不出牙膏来，而
且，连那个牙膏袋也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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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素净（多伦多）

那一年，二哥的大女儿和三哥
的大儿子都考上了大学。

二哥二嫂在海南儋州的老家
务农。三哥已不幸因病去世，三嫂
也在家务农，既当娘又当爹的，生
活不大容易。当时我们一家已经
移民多伦多并经营着一家小餐馆，
收入自然会比兄弟们好一些，于是
我们就主动承担起了侄子侄女们
的大学学费。

侄子读的是四年制的理工科，
侄女读的是五年制医科，每人每年
的学费大概是两千加币。虽然四
千加币对我们来不至于要勒紧裤
腰带去省吃俭用，但是餐馆的经营
时间长，一年到头只有一两天的休
息日，体力和精力消耗巨大，怎么
说赚的都是辛苦钱。先生在餐馆
里忙日忙夜，家里的事就由我来操
持了。

记得一到每年的六七月份，我
就开始准备积攒侄子侄女们的学
费，到了八月底，想着他们该回学
校了，于是就计算着国内的作息时
间，分别给姐弟俩挂长途电话。有
时候运气好，很顺利地就可以通上
话；有时候不巧碰到他们外出，我
唯有再找机会，但是又不敢拖延得
太久而耽误了他们的报名时间。
等到询问清楚他们所需的具体金
额后，我再把人民币折算成加币，
临了又担心不够，后又加上一点小
余额，最后才到附近的邮局去排队
邮寄。

有一次由于排队等候的人太
多，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后终于轮到
我了，不巧电脑系统又发生了故
障，工作人员也不确定需要多长
时间才能修理好。我无奈地叹了
口气就想自认倒霉，唯有明天再
来就是了。后来又犹豫了一下，
心想不是已经和孩子们说好了
吗，再拖一天恐怕又会让他们因
为没能及时收到学费而担心受怕
了。于是自己也顾不上当时外边
还下着大雪，钻进车里就往另外
一间离家较远的邮局开去。天寒
路滑，加上我还要赶去餐馆帮忙，
一着急，没能控制好车速，轮胎打
滑，车子就像是喝醉酒一样左拐
右拐后嘣一声撞上了路牙。所幸
的是当时后面没有车辆跟着，待
到自己回过神后才发现已经给吓
出了一身冷汗。折腾了好一会
儿，最后才小心翼翼地把车子开到
了目的地。

等到把钱寄出了又过了两三
天，寻思着对方应该收到了，于是
又急着分别给他们挂电话确认情
况。就这样地来来回回，最后等到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我终于长长地
吁了一口气，像是完成了一年中的
一件大事一样对自己说，这就好，
可以放心了。

一晃，四五年的光景就这样在
我们的寄钱和回话中过去了。姐
弟俩还算争气，都顺利地完成了他
们的学业并融入了社会。

侄女回到了儋州的一间大医
院，当了一名医生，不但收入有了
保障，连家里人的健康和保健都
有了依靠，全家人都觉得是一件
莫大荣光的事。毕业后，细心的
侄女一直都惦记着远在他乡的叔
婶，逢年过节都会通过电子邮件
来和我们联系，给我们“唠叨”着
她自己步入社会的烦恼还有家里
的烦情琐事，比如说谁要结婚了，
谁要盖房了，谁又生了病来找她
后门啦等等。每当看到侄女这样
的聊家常的话，就好像是看到自
己的亲闺女在和我们撒娇一样，
心里又宽又甜。

而侄子呢，到现在也不晓得是
什么原因，毕业后竟然杳无音讯，
他的近况我们也只能通过侄女来
了解一二。后来，先生有些不痛快
了，觉得自己供他上学，到头来却
连半句言语和问候都没有。我唯
有劝他，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
们已经尽了力完成了我们作为长
辈的责任和义务，问心无愧了。孩
子长大了，联不联系就由他自己来
决定吧。

前年，等到儿子麦克也考上
了大学，侄女主动提出要分担麦
克的一部分学费。在我们的再三
婉拒之后，侄女联系上了侄子，两
人共同分担了一些费用，从国内
寄过来给麦克买了一部新款的手
提电脑当奖励。我还记得那是一
部麦克自己挑选的苹果最新产
品，说是大学四年都够用的了，心
里美滋滋的。所以直到现在他还
记得这一份特殊的，由他那两位
远在海南老家未曾谋面的堂兄堂
姐送的大礼物。

今天把这些心得形成了文
字，也不知道侄子侄女们是否能
看得到。其实写出来并不是想邀
功，也并不是想让他们一辈子背
着这个亲情的包袱，而只是想把
我们当时的那份真诚的挂念和操
心如实地记下，并想给自己和家
乡的亲人带出一份感悟：有些时
候亲情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的，当家里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
们总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没力的也可以用语言来宽慰对
方，亲情需要一代代人用心相传，
有了亲情才能有家的温暖和乡愁
的意义。

海外飞鸿

侄子侄女

抬眼低眉

诗路花语

■ 王子君

大魏要为我在3D的大阳台上设
个螃蟹宴。螃蟹是刚从海里捞上来
的，15元一斤，只是他们要自己跑到
秀英码头去取。天将黑的时候，大魏
开着车顺道来酒店接我去3D。

3D，这个在海口名气已越来越响
的文化沙龙，每天都是高朋满座，你可
以自由地来，自由地谈论，自由地离
开，不发生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客
套，喜欢这里的朋友会在下一次带新
朋友来，不喜欢的也可以约在别处见
大魏。大魏仿佛已经习惯并非常享受
这样的日子，你如果找他，到3D来。

在很多人眼里，大魏很具神秘色
彩。他早早地上岛，舍弃了光环笼罩、
前途无量的官职，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
的普通一员；但没过多久，他就成了当
时香港一家报纸驻琼记者站站长，就在
海南新闻事业风生水起之际，他却来了
个华丽转身，下海经商办起了企业；当
大家以为他要将企业做大做强叱咤商
界风云时，他又悄然退到幕后，以3D为
据点，研究起文化来了……

很快就到了3D。对了，3D，就是
3楼D座。

我一眼看到了摆放在3D显要位
置的老舍先生画像！

刹那间，我感到亲切，感到震
撼！因为这幅画像，3D与以往有了完
全不一样的气质，云淡风轻之中，有
一种天高地厚的神韵！

大魏是老舍的崇拜者，对老舍的

了解与热爱可能要让很多老舍研究
者自愧不如。年初的时候，大魏请人
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画了一幅老舍
的画像，希望通过我请舒乙先生为画像
题字，在随画像邮到北京的快件中，大
魏还附了一封给舒乙的信件。我提着
一篮经过精心挑选的鲜花前去拜访老
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在
舒乙的家里，我恭敬地呈上了画像与信
件。舒乙读完信，眼眶湿润，哑默良久，
然后缓缓走进书房，在老舍先生的画像
上，深情地写下了一行字：“老舍先生和
你在一起”。或许，写这句话的时候，舒
乙也在告慰他的父亲，作为人民的艺术
家，他的读者永远记得他，永远热爱
他。有了舒乙题词的老舍画像重返海
口的时候，有海南媒体还从文化事件的
角度报道了这件事情。

如今，这幅老舍画像已成为在3D
的文化“地标”，接受着越来越多的人
的注目。

螃蟹端上大餐桌的时候，我就闻
到了鲜香。所谓螃蟹宴，其实非常简
单，就是将螃蟹洗净了一锅清蒸至熟
而已，吃的时候无需醮任何佐料。而
且，除了螃蟹，也不会有第二道菜。

我每次回海口，大魏都要邀几位
海南名流在3D畅聚，这次，大魏邀请
了古建筑专家关先生、文物专家沈先
生和著名画家刘老师等人，希望我们
有一次关于古建筑与收藏文化的沙
龙主题研讨。海风轻拂，灯光红黄，
螃蟹味道鲜美，空气清新宜人，主题
研讨暂且搁下，大家不约而同地抓起

了螃蟹。天哪，真是诱人！
待到16斤螃蟹被彻底消灭，我忽

然悟得，大魏选择退隐商界是多么智
慧。坐在露天清风中吃着螃蟹，远比
绞尽脑汁的权谋商战要惬意！心自
由了，天地就更广阔！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
自由。但是，我们从来不曾认真地从
生命意义的角度主动选择过，不曾意
识到我们也许已经放弃了自由选择的
权利。这是生命的遗憾，这种遗憾可
能很难自行觉醒。我越想越感到此刻
轻松自在无拘无束的氛围是多么的可
贵，便提议今晚不谈古建筑与收藏文
化，我们谈一谈3D客厅的老舍先生画
像，领略大魏对老舍先生的情感。

众人热烈响应。
大魏颇为兴奋地给大家讲述了画

像的来历。谈到那封信，他居然信口
就复述了出来。那是一封感人至深的
信件，并没有什么煽情的语言，而是字
里行间中不自觉地流淌出的对老舍的
热爱与追忆。信质朴深情，信息量丰
富，我不由得记录下了主要内容：

我从青年时候就热爱老舍先生，
直到现在人届中年，每当想起或念叨
起老舍先生的时候，心里还是觉得很
温暖。我爱老舍，一是爱他的文学，
二是爱他的脾气为人。他的为人和
他的文学与我的心性特别贴近，所以
虽然不能见到老舍先生，但总觉得他
亲切而真切地活在我的心里。我多
年在海南从事经营工作，离文学很远
了，但唯有老舍先生作品里的语言常

挂在嘴边。与朋友聊天时，常讲起老
舍先生作品中人物的对白，引得一片
片欢快的笑声。我也爱给大家讲老
舍先生把大褂当了请朋友吃饭的故
事，引得大家又惊讶又肃然起敬。前
几年在一次拍卖会上看到老舍先生
的书法作品《还我河山》，心里像见到
熟悉的前辈一样高兴。电影《周恩
来》中，总理带秘书来到湖边，神色黯
然，说：“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啊！”
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1984 年去团
中央开会，我想找找老舍先生的那个
小院，没找到。前两年终于在同学的
带领下走进了那个四合院，一眼一眼
看着老舍先生的环境，耳边似响起他
的笑声。终于有一次在录音里听到
了老舍先生做报告的声音，京腔京
韵，真是亲切。去年海南成立了实验
话剧团，我想，要是把《茶馆》排出来
就太棒了！《茶馆》在法国演出，谢幕
三十多次，可以想见老舍先生的巨大
魅力。我现在已不敢轻易打开老舍
先生的书，打开了就难合上……

上一次回海口时，大魏谈及他的
一个夙愿，希望在3D挂一幅老舍先
生的像，并且希望请舒乙先生在上面
写一行文字，那样他会觉得老舍先生
真的就如同在他们身边了。我很惊
讶，对一切事物都显出超然淡然的大
魏怎么会如此钟情老舍？我随口问
往来 3D 的年轻人，你们知道老舍
吗？也许是受大魏日常的熏陶，他们
竟都脱口说出老舍的作品！我很欣
喜，老舍先生真的活在一代一代人的

心中了。于是，我郑重地答应帮忙完
成他对老舍的怀念之愿。

之后，大魏在网上找出了一幅他
最喜欢的老舍照片，差人拿去照相馆
复制。由于网上的照片放大后清晰
度不高，所以又请了一位青年画家仿
照照片画了一幅画像。他在电话里
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这幅画像，说：
老舍先生好酷！

我深深地被感动了。我也不食
言，于是有了这幅挂在3D最显要位
置的老舍先生画像。

重忆起这件事，大魏在我眼里不
再神秘，而是突然明亮起来。在老舍
的那个时代，老舍不能选择他的生
活，但他选择了自己生命的去向。如
今，大魏可以从容地把握自己的生命
形式，与他心目中的老舍先生神聚。
他不仅是一个隐居的研道者，也是老
舍艺术的传播者。

文学艺术只有扎根于人民，才有
永恒的生命力。老舍的作品大多取
材于市民生活，刻画中下层市民的命
运。他记录人民语言，以平白朴素又
精炼成金的文字反映时代和生活，成
就了他作为语言大师的境界，成就了
他“人民艺术家”的不朽地位。3D因
为入驻了老舍先生的魂灵，不再只是
一个单纯松散的文化沙龙符号，而成
了一片艺术交流的殿堂。在喧嚣的
尘世里，殿堂更显神圣。

而今晚，螃蟹宴成了这个殿堂里
的一道贡品，因为，老舍先生和我们
在一起。

老舍先生和你在一起
昌江二题

■ 周济夫

霸王岭观猿栈道小憩

雾珠滴落透层阴，

静寂如闻太古音。

忽听栖禽声磔磔，

涟漪荡漾向遥深。

海尾镇湿地公园观鸟

水绕林环多渚洲，

紫衣白羽此悠游。

翩翩掠起同仙子，

拍客纷然抢镜头。

秋分

■ 陈海金

一弯浅水

瘦了眺望的目光

河畔的芦苇

一夜之间

就白发苍苍

一行征雁

是一支离岸的羽箭

透过岁月的烟云

寻觅蓝天之上的蓝

对于菊花

金黄是金黄的令牌

关于星斗

闪烁是闪烁的暗号

桂香一次又一次

在谁的楚河里游走

月色一遍又一遍

在谁的汉界里汹涌

一片树叶悄然滑落

把秋色划破

埋伏草丛的蟋蟀

马上吹响刺耳的口哨

闻风出动的萤火虫

掠过原野

任一支支小小的火把

点亮夜的骚动

爱之诗

■ 孟夏

白昼和黑夜彼此消磨

阳光短短。夜有点长

办公桌一角静默的绿色植物

浑然不觉寒意一点点加深

以一个节气之名，可以饮热气腾腾的茶

可以温一壶酒，借着跳动的火苗，说出

一个心跳的名字；可以借助微微颤动的唇

只说出一个字

季节呢喃

■ 马骏斐

蟋蟀在日子的深处呢喃

那棵柿树挂满了暖暖的蜜意

夕阳将山坡撒满金屑

掩藏一行羞怯的履迹

秋天的心事是多么的碎小

微风一遍又一遍地数着指间的草籽

在那爱意萌动的山岗

数出满天璀璨的星光

坡下荷塘的芳香被暮色收藏

从采菱曲中穿越而来的是柔情的守望

乘夜色为你凝聚最后的忧伤

等黎明只让你看见草尖上的泪光

今夜没有一场雨淋湿那满坡的荻花

也不会在一场霜寒中凋败枫栌的殷红

今夜我坐在月下背靠那棵柿树

为你唱出心中柔软的秋歌

■ 祝宝玉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
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是木心
先生的诗句。当我们把生活的剪影于
记忆的回放器中再现时，节奏缓慢，慢
得我们能跟上画面的帧速，与过去的
我们谈话。

从前的日子是慢的，异地相恋的
情侣不得不把相思拉长，写封信吧，在
落笔之前要酝酿很长时间的情愫，还
要选择一个合宜的时刻，慢慢地将积
蓄心湖的情感汩汩流出。夜深了，红
烛在案，很静。信笺铺在桌上，钢笔吸
饱了墨水，脑海里想着爱人，爱人便似
乎立在眼前。笔端与纸笺摩擦，簌簌
的声音极像落叶于空中划过，那对爱
人说的话一横一竖落在纸上，满含真
情。终于画上了句号，但对爱人想说
的话却没有说完，就这样吧，待我们相
聚时，再话衷肠。落款“你的小樱桃”，
他总是这么称呼她。信封上写上爱人
所在的地址，认真地写，一点儿也不敢
马虎，即使遇到再急躁的邮差也会被
这娟秀的字体所感动的，而尽心尽职
地把这封信安全送达。信封没有封
口，放在枕边，才睡下。

在邮筒前准备把信寄出时，又不
放心把信抽出，躲在角落审读一遍，才
放心地封上口，投进邮筒。迟迟不愿
走开，无奈邮差要到下午才来收信，只
好收拾起那颗忐忑的心，往家走去。

邮路漫长，而邮车的速度却那么
缓慢。她计算着，计算着这封信抵达
了哪座城。一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
一个礼拜过去了，十天过去了，在第十
一天的时候这封信应该被爱人收到
了。一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一个礼
拜过去了，十天过去了，在第十一天的
早晨她就开始等待，等待邮差的身影，
或者午后，或者黄昏，她期盼的那封回
信从邮差的手里送到自己的手上。那
信还带着温度，她能感受得到。心跳
得像只兔子，她跑回闺房，小心地将信
封启开，慢慢地展开，爱人的话语一句
句涌出。那夜她幸福地无眠。

日子很慢，慢得一辈子只能爱一
个人，即使是爱一个人，仍然还爱不
够，再不容许爱第二个人了。爱在温
吞慢语的嘘寒问暖里停留，爱在天长
地久的等候里酝酿，爱在慢条斯理的
举案齐眉间流过，爱在一辈子的对视
里永生。一辈子，就这样慢慢地爱一
个人，生活就被延抻地很长，很长。

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
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浮世绘影

从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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