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7年12月17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杨道 美编：杨薇A08 文化周刊 作品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30分 印完：5时0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诗路花语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动
物
档
案

花朝月夕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抬
眼
低
眉

■ 桑陌

车在乡间的水泥路上行走，不颠
簸，偶尔有一些土路，车便两边各摇
一下，像是必要的礼节。

过了南渡江，再过那座经了年月
的石桥，就是澄迈美亭乡的美榔村
了，比邻而立的姐妹塔就在村东头。

十二月海南的正午，阳光还有些
热辣辣的，车上的旅人都已经十分的
懒意。从车窗里乜着眼儿看去，两边
尽是绿的椰，一丛连着一丛。中间是
一池一池的水，水中的草大抵是能没
了膝了，风一吹，草叶都朝一个方向
倾斜，活脱脱是一群女子的浣纱舞，
腰肢轻灵。先还觉着奇趣，慢慢地被
阳光蚀得困倦，昏昏欲睡了。

突然睁开眼来，却发现了异样：
阳光不再直刺着我眼睛了，它悄悄地
敛在了村庄背后。古塔出现了，寂静
的院落里峭峭地添了声色，墙内墙外
的草木极盛；老去的榕树生动，枝丫
与枝丫间交缠攀附，脉络分明，随之
我听见了扑朔朔往下落的叶瓣，一层
叠着一层。铁门打开，司机在庭院里
停下车来，说到了，便急急躁躁地先
自往姐妹塔跑了去。旅人都兴奋起
来，下车近前，原来姐妹塔就在水边，
水安闲，静雅，大抵也是合了这姐妹
二人的性情。

姐妹塔说是建于元代，元人乡绅
陈道叙有二女，长女灵照最终还俗嫁
人，但次女善长终身为尼。陈道叙为

了纪念二女而建此塔。陈道叙家道
当是殷实的，还能额外捐田给小女出
家为尼的辑瑞庵。而女儿亦不负老
父之爱，虽一生以黄卷青灯为伴，却
以无边大爱沐于穷苦乡邻。她们从

“聚宝盆”里取出米和金银，发到一双
双近似于枯枝节的手里。史料上的
姐妹塔原是立于辑瑞庵前，然而，辑
瑞庵经不得800多年的风雨肆虐，坍
塌成乱石堆在塔基旁，水漫过，乱石
便都长了青苔，一绺一绺都是年轮。

塔大抵由佛而生，源于印度。它
最初是用来保存或埋葬佛教创始人
释迦牟尼的“舍利”的建筑物。到了
中国，它则更多地承载了国人对文化
和信仰的依托。在公元一世纪佛教
传入我国以前，中国的古文字中甚至
没有这个字，也没有“塔”这种建筑形
式。后来我们用梵文的谐音译为“浮
图”或“浮屠”，到了隋唐时，这“塔”方
得以与智慧浑圆的中国人见面。

海南少塔，对于先人的祭念，海
南人有着素朴的理论，堂屋里的龛
前木牌上都有族谱，谁家先祖的功
名逸事都可全记在木牌上。而古时
的女儿家地位卑微，没了夫婿，也就
没了挤上木牌的希望。这陈道叙当
年为女儿建造这样两座塔，当是惊
世骇俗的。父爱无边，陈先生兴许
不过是为了给将孤独终老的女儿们
死后有个安身之所。而这安身之所
一建，却成就了海南近千年来最绵远
忧伤的故事。

姐妹塔高矮有异，形状与结构大
不相同，装饰也是各有千秋，大抵老
父在建塔当初，是依了女儿心性进行
的。姐姐曾嫁士庶，到底尘俗中人，
塔身结构便设为仿木空筒的廊阁楼
式。相轮珠宝状的塔顶总归是有些
烟火气的，每层塔檐像半个露台伸出
去，弯翘，门龛内着，须弥座正中雕有
带冠坐像，是宋时文官的模样。六角
的塔型显着规矩，整座塔的雕饰也素
朴浅淡，到底与姐姐灵照有过夫家的
经历是契合了。

妹塔似乎更显灵秀，四方的塔
形，活泼些，细敏些。塔的雕饰也
有些繁难，每层内龛和外壁的佛像
都形色有异，或浅笑，或庄严，都是
活的面孔。须弥座四围浮雕奇异，
虎、马、狮、象、麒麟一并揽了，都是
古时中国最为喜爱的瑞兽。莲花
纹饰绕了塔的四围，壁龛上金刚原
该怒目圆睁的，但因塔主善长是娇
弱女子，他们的脸上也便少了凶杀
之气。

800多年悠悠逝去，姐妹塔一直
在这院落里相依而立。不过20米的
距离，隔着石桥，夜了，姐妹俩会到月
台上聊天吧？有那么多私密的话要
说。女人和男人到底是不同的，女人
在星月和枝叶摇曳之间，更愿意想念
那个抚过她发梢的人。妹妹善长的
心里有过怎样的刀光剑影，为何就如
此决绝地剪去那一头泼墨青丝？史
上削发为尼，甘愿终守青灯黄卷的女

子，大都有着大悲的过去，譬如替吴
三桂背着黑锅的陈圆圆，譬如金庸书
里一见杨过误了终身的郭襄。而海
南女子善长的故事，没有一句文字记
载。哪怕是戏，也总该有个戏台生人
气给它，让它活过来，就在古塔边上
闲着也罢。能显见些故事踪迹的，是
庭前古榕树下的玄武岩石碑，碑上原
有的近千字阴刻碑文已经模糊了，只
遗了一地的空寂。善长出家前的故
事风化了，塔上的玄武岩斑驳凄冷，
一个个细细的黑洞眼吞噬了旧时女
子无从提起的心思。也许不曾有过
风月，但一定关乎爱情。

在我们惯常的定义里，幸福不
过一些芝麻绿豆事，老婆孩子热炕
头。我们喜欢集中注意力于面前热
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
一部。青灯黄卷，到底离尘俗的生
活，是远了。

离开古塔时，阳光有些沉寂了，
风大了起来，一些黄了的叶瓣儿从枝
丫与枝丫之间落下，打着转，毫无声
息的，终是落了地。觉着着古塔里的
妹妹善长也是这样的吧，她出生在这
个村庄。她最初的毛发、皮肤、血、心
脏和铸造骨头的钙都是这个村庄给
予的。纵横交缠的榕枝，纵横交缠的
青藤，一切都是纠结的，村庄里满怀
心事。善长决定不嫁了，把米和金银
都拿出来分给了那些苦着的脸。她
是真舍不得这个村庄的吧——还没
离开家就开始想家了。

美榔双塔

在人们的老观念里，猫天生就是老鼠的天敌。我少年时住
乡下，几乎每户人家都养有猫，有的还成双配对地饲养，雌雄匹
配、步履优雅地屋前庭后四处游弋，那神态沉稳、冷峻、慵懒，旁
若无人中透出一种狡黠。养那么多猫何用之有，当然是用来对
付老鼠的。那时的乡下民居窗户稀少，天光黯淡，到了夜晚亦
只是用一烛豆粒般大小的煤油灯来照明，朦胧如地窖。如此这
般，住宅里昼夜晦暗，正合了老鼠喜好混沌幽暗的禀性，以致猖
獗如居无人之境，纵横捭阖，上蹿下跳，“吱、吱、吱”的歌儿此起
彼落。每逢此时，饲养的猫儿就派上用场了。捕鼠前的猫总是
躲在暗处，两颗瞳仁犹如燃烧的火球，可以洞穿沉沉的黑暗，像
狩猎的狗亦像便衣警察，警觉而勇猛，一个虎扑便将老鼠熊抱，
塞入嘴中。

那时的猫总是饥肠辘辘。物质匮乏的年代连人的肚皮亦塞
不饱，那一撮喂猫的饲料便贫乏得可怜：半碗米糠拌几根鱼骨头
便是猫儿最好的佳肴，且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猫儿见到主
人用餐，总会“咪、咪、咪”地叫唤着蹲在主人的脚下，两只前爪不
住地划着圈圈，可怜巴巴地恳求分得一杯羹，但遂愿总是少之又
少。这种半饥饿状态导致猫儿遇着老鼠总是紧追不舍，迅猛异
常，猎捕的身影似老鹰捕小鸡那般干脆利索。那时家中能入口
的小动物似不在少数，如苍蝇、蟑螂、虎壁，但猫儿从来不打它们
的主意，偏偏只盯着老鼠。想来猫儿的选择不无道理，老鼠那身
软绵绵滑溜溜的肉团，对于猫而言，堪称重量级的食物，捕获一
只老鼠，既可让舌尖留香良久，又可充饥一整天，故而猫儿在冷
状态下雀跃而起、怒发冲冠地追捕、撕咬老鼠，穿越我家厨房、客
厅、厢房搅起阵阵烽烟、血肉淋漓的场景，既惊心动魄又叫人不
堪入目。

我的小学同窗范君那时痴迷画画，听课听得不耐烦，手里
的钢笔不知不觉便在笔记本的空白处涂鸦一幅幅叫人猜不透
的漫画。一日，范君突发奇想，将原本用铅笔绘一只花瓶的图
画作业置换成一幅钢笔漫画：猫儿以水牛奋蹄的姿态驮着一牛
车的老鼠在山水间转悠，领头的那只硕肥的大老鼠得意扬扬地
在拉车的猫儿头上挥舞着鞭子，仿佛猫儿在给鼠儿当苦力。范
君将这幅漫画作业交了上去，被图画老师在下一堂课当众取笑
了一通，说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竟然成了它的克星——猫的座
上客，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他家里从来不养猫。他父亲练得
一手逮老鼠的绝活，听得老鼠在身后一丝风似地窜过，转身一
个箭步弓腰扑地，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牢牢地夹起老鼠尾巴，一
甩，那老鼠便动弹不得了，成了他父亲的篓中物。如此道来，便
知范君那纸漫画亦并非没有来由的涂鸦，似乎寄托着他对老鼠
的一种感恩之情。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猫与老鼠的关系比之范君当年漫
画里的形情简直有过之无不及。记得那年夏天，我从单位回老家
探望父母亲。恰是晌午时分，父母亲均已歇息，屋里静悄悄的。
只见饭厅里餐桌脚边伏着一只猫，体大硕肥，淡黄色的体肤上横
着手指般粗的青翠色的斑纹，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母亲饲养的猫
儿，是养来对付老鼠的，母亲给它起名为翠猫。其时翠猫正在懒
洋洋地吃着母亲给它安排的食物，吃一口闭一会眼，一副养尊处
优的模样。再细看，不禁大吃一惊，它身旁竟然依偎着一只老鼠，
却是吃一口便眨一会眼睛，还不时伸出小爪挠着那翠猫的腰身，
翠猫却惬意地抖动胡须、轻哼咪咪予以回报。那老鼠许是听着了
我的脚步声，警觉地抬起头瞅了我一下，倏地扭转身子朝暗处溜
过去。翠猫只是朝逃走的老鼠看了一眼，复低头吃一口碟中的食
物，伸一伸两只前爪又闭上了双眼。此情此景在我逗留老家的日
子里，不止一次让我撞上，引起了我探究猫与老鼠何以从天敌变
成同碟共食、亲昵如爱侣之兴趣。有两次，在老鼠被我吓走之后，
我又将翠猫也撵走，仔细地察看那碟中的猫食，见有吃剩下的鱼、
肉块和米饭以及一小碗菜汤，虽已冷却，仍凫娜着香气。便想，长
年累月以如此丰盛美食喂养猫，吃得脑满肠肥，那老鼠对其还有
什么吸引力。

有了这几次目睹猫鼠亲昵共餐之经历后，当老友洪先生让我给
他描绘一幅猫与老鼠亲密相处的水墨画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唐突。
洪先生属虎，而虎属于猫科；他的妻子却属鼠。婚前一位自称精通
周易的先生曾断言，不论从生辰八字抑或属相推测，他俩的结合难
以持久，也许闹洞房时就会分手，然而婚后一晃就是25年，洪先生伉
俪之笃堪称如胶似漆，恩爱日增。洪先生执意要我画一幅猫与老鼠
恩爱的国画，为他举办银婚纪念活动时增添一点气氛。我深知自己
的国画功底浅薄，但友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于是执笔为其作了一
幅名曰“猫爱上了老鼠”的水墨画，画面上一只猫和一只老鼠亲密聚
首，脉脉含情地亲抚着一条黄瓜。那黄瓜寓指其女儿小璜，因“黄”
与“璜”谐音。洪先生一见便乐了，说这画构思巧妙，我们一家子都入
了画框了。

最初的那
股水（二题）

■ 杨沐

〇村庄
二郎神沟村站在夕阳里的样子就

像一个胜迹的废墟，散了瓣的花朵，完
全摊在夕阳里。远远望过去，接承着
山洼里最好的太阳，在一畔塬子的尖
头散落着十几爿房子；我们望着她，像
望着一段生活的遗迹。

我们这些好事的旅人从土路徒步
上塬子，坡子上，踩着了羊粪疙瘩蛋
儿。有羊那就有人呐，我们的脚尖好
像有了方向。接着就看见木杆杆儿上
晾晒的冬被，看见码得整齐的柴禾，窗
户缝堵得严实的土坯房和站在院子里
男人。四十多岁的男人握着没有信号
的手机站着跟我们聊天，说村子里还
剩六口人，其他的都搬到山下住了。
说地是不种了，放一些羊，养一些鸭
子，有电，手机要到更高一层塬子上才
打得通，水则从河里担上来。说，多年
前，有个精明能干的男人看到这里的
好水、好日头，便把祖宗的骨头埋在这
儿；祖宗都在这儿了后辈也就在此住下
来了。人安居了，就开始浪漫地演绎
了，就有了这样的“传说”：二郎神担山
赶日挑的就是这沁河两岸的山，两边山
顶上的石洞，就是二郎神插扁担的孔。
这个村子就叫二郎神沟村。加个“沟”
字，表着村里先人的谦逊。多年后，这
个二郎神担山赶日、英姿勃勃的地方，
现在只有四户六口人。大约是，现在的
太阳在山外，二郎神沟村的后生们，担
着两胳膊的力气，去山外了。

问这中年男人为什么不搬？笑而
支吾。村里，没人住的房子四壁敞开，
茅草丛生，有的开始坍塌；整个村子只
看见一处稀稀拉拉的菜园，没看见狗，
事实上也没看见所养的羊和鸭子。中
年男人的家，炕和灶台连接，有两个妇
女正在叉黄萝卜丝儿拌饺子馅儿。肉
是没肉的，只有一些葱头切碎了拌进
去。两个妇女是姑表姐妹，是男人的
邻居，今晚，他们将一个锅子煮萝卜馅
饺子。饺子是东方生活最好的比喻
了，不论什么馅，都包进一张面皮里，
高高兴兴地吃进去。

从塬子上下来，夕阳把我们的影子
放大到铺满半个坡。举头望上去，更高
一层塬子上，村人用块石圈垒了一个石
漏，这个管筒状石筑物接应着湛蓝的
天，那是山里人跟天对话的媒介罢。下
山的坡子上，一些枯黑的草吐出雪白的
絮，像是愤怒的种子爆炸出白色的浓
烟。种子就这样飞出去的，人也是这样
扩散出去的吧？剩下的六口人，不管为
什么守，为什么留，即便无济于事田园，
也和着某种天道罢。

〇源头
接近沁河源头时，山势地貌果真呈

不同的气象了：爬上一个平台，地突然
就平了，一大块开阔丰殷的平地被两边
壁立的山崖抱着，怀抱里古树葱茏。

沁河源头的水想必从前是漫流着
的，现在要建公园，被收拢进一个人工
渠里。渠道在“丫”型结点上分成两个
叉。左边岔道，渠的上方是一碧潭，小
潭似明眸，毛丫丫的灌木潭边伴着，青
碧碧的水似毛眼眼。小潭的上处是一
眼泉，泉眼的奇特之处在于，几乎是在
山壁上洞开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孔，
水从洞里不间断地涌出。沁源焦化的
董树茂说，他小时候钻进洞内看过，山
肚子里有更深邃的洞，洞的内壁有水
汇集，一部分水流进一个直径约两米
的天坑，另一部分水从泉孔流出去。
前几年，有专业人士下潜天坑探险过，
下探到二百米便不敢再下，曰，沁河源
头不竭来自天坑水的调节。

放下这个泉孔往山坳腹地走。
“丫”型右叉的水流，淌了一段便隐没
在树叶的覆盖中。树木比别处更高大
枝茂，树种也比沿途经过的山洼多样，
而略有所异的是，并没有多少灌木伴
生，树下是清爽的干地。乱石敷焉，阴
气升腾。一行旅人深入而往，发现另
一巨贝般敞开洞穴，穴中水潭微漾，只
见有水冒泡，不知水流往何方。一干
人等笑曰，此乃沁河第二源头。

说着话，光线沉重，似是这些树们
张开的怀抱，把太阳光线捋在了怀里，
埋在了肚子里。恍惚然走出，回头看
那山坳，只觉得这丰腴的葱茏之地像
极了大地的母腹，而沁河，是大地的宫
腔里流出的母河。

河母仁慈，滋荫千千植物，万万人
口！

所谓寻沁水之源就是一个不断
“上山”的过程。见：大地遵四时，农人
敬天礼；高山庄重，河流滋润，树木自
尊而洁净；人在下敬天，水正在上含蓄
而闰土；倒是真的一派好田园！

这个冬天的冷还未完全滴落，海岛的四周时而氤氲缭
绕，时而细雨迷蒙。在前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因为父亲长时
间住院，我的心情实在有些压抑，于是在给孩子们讲父母恩
情的时候，便忍不住在课堂上跟孩子们分享了余光中先生
的这一首《今生今世》：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一次，在我
生命的开始/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会记得/
是听你说的/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但这两次哭
声的中间/有无穷无尽的笑声/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
整30年/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我喜欢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读诗，读完自己又往往会先
湿了眼眶。这样一种深远的思念，不需要过多的诠释，只须
轻轻地诵上几口，泪水自然而然就涌上眼底。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学不会克制自己情感，每读一次《今生今世》，我总是
能先读哭自己，再读哭孩子们。我常常弄不清楚是余光中
先生把这样一种动人心弦的情感刻画得过太过细腻了，还
是我的泪腺过于丰富了？

当看着微信订阅号和朋友圈里满屏的余光中先生
仙逝的消息，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的却是那么简单
的一句：“你都晓得，我都记得”！30年的时光也只是弹
指一挥间，诗人与母亲在无穷无尽的笑声中度过，所有
的酸甜苦辣、流离失所都抵不过这浓浓亲情的甜蜜瞬
间。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安房直子的那一篇《狐狸的
窗户》，只是不知余老先生的那一枝笔是不是也能搭起
一个菱形的窗户，那里的母亲音容笑貌依然，那里的笑
声无穷无尽……

我是读着《乡愁》长大的一代人，也是誊抄着台湾诗人
的诗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最早在笔记本上无意识地誊抄
的是汪国真的《相信自己》，后来是席慕容的《白鸟之死》，郑
愁予的《错误》，余光中的《水晶牢》，痖弦的《如歌的行
板》……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余老先生在《水晶牢》中最后
的两句：“贴你的耳朵在腕上，细心地听／哪一种脉搏在敲
奏你生命？”当时因为喜欢，还特地把它们誊抄在一张空白
的纸上，并画上各种各样的小物件加以装饰。只要抚摸着
誊抄本上那一个个安静的文字，感受着它们神奇组合后所
构造出来的美感，我的心中就会洋溢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满
足感。

当然，我无法知道究竟是哪一种脉搏在敲奏你的生
命？但我知道，余老之后，再无《乡愁》。我只能在课堂上一
遍又一遍地给孩子们吟诵它，聆听它，体味它，在某个克制
不住的时候，潸然泪下。

我想，缅怀一个诗人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一读他的诗。
此刻，窗外的风轻轻地吹拂着窗帘，灯光正好落在儿子长长
的睫毛上，他神情专注，正一遍又一遍地深情朗读着余光中
先生的《乡愁》：“……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
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愿贴你的耳朵在腕上，细心地听，那回不去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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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狂
■ 郑南浩

屋顶上起先有三只猫争吵。
我记得那天不是农历十五，
有月亮，黄色的。她说我是风。
有啤酒为证，她又说她要去找猫，
去找猫的夜半歌声。她还说，
今夜，喝醉的人不是我，
是风。

一朵花的尘缘
■ 程应峰

从春天走来
从时光深处走来
从一个人的心底翩跹而来
在想象交错的丛林
展开所有的明媚鲜艳

在季节的枝头
在山谷 在深潭边
在醒目的崖壁
一朵花 顾盼人间
点亮一段至美的尘缘

没有孤苦黯然
没有忧愁郁结
一朵花的凄美流离
最有可能
溅落在有情人的心间

杨柳以素手
拉开情意荡漾的帷幕
香樟以永远的苍绿
不懈不怠地
衬托一朵花的娇妍

薰风冉冉
一朵花的来龙去脉
抚平了世俗之念
于尘世玉立的姿影
以及由内而外散发的鲜活
在日月光华里伸延

问世间 谁是妙手
可以让款款春光
一次次 聚集在花瓣间
灵性的花瓣
以舒张有致的开合
诠释着一段美妙尘缘

冬阳
■ 羊白

一顶发黄的草帽
温暖是陈年的余温
村庄、树木、草垛、老人
都静默着，黑白照片一样

日子终于可以慢下来
流水也凝结成冰
像一个孩子沉湎于他的母亲
迫切需要安慰，被抚摸

你变得愈来愈宽敞，愈来愈亮
像一条天上的河。自上而下
这么多的温暖和慈祥
把我洗涤把我浇灌

我是喝足了冬水的麦苗
蛰伏一冬
伸伸腰杆
突然渴望表达

母亲的功课
■ 林杰荣

有关我的功课
你总是一丝不苟地预习、温习
作业本上
你从不敢轻易使用橡皮

生活的每份考卷你都认真作答
就像一个小心翼翼的求知少年
即便给你的评分只是些许皱纹与
几缕白发，你也对此欣然接受

这堂永远不会完结的课程
你只学会了爱与付出
严重的偏科让你无法毕业
你却毫不在意，始终孜孜不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