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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诗
■ 孙文波

语言，还在加速，如候鸟掠过天空。
中间省略过的，不只是纬度标示的山峦
和河流。还有作为概念的风景。甚至
忽略了故乡。它将要落下之处，是在哪里？
还是它不落在任何地方。只是向前。再向前。
它是在追逐空——什么样的空才是空？
怎样的到达，才是到达？我听见运动和运动
搅起的声音。这一刻是我在追逐。追逐
加速掠过的语言的影子。追逐影子消失如

幻觉。
如果比喻，我把它比喻成恒星爆炸后
光的涟漪，层层荡漾。所过之处，犹如未过。
说它是镜花水月，比喻太旧；说它
是空穴来风，其实庸俗。它仅仅是语言在
加速。这样的加速已经超过了思想的速度。
令人类望尘莫及。与它隔着几种虚无……

暴风雨夜
■ 孙令爱

忽飞忽落的小鸟在窗外分外没规没矩了
一只夜鸟飞不到他想落的地方
你绝对可以想象得到一个
四片翕动着嘴唇的暴风雨夜
给
给谁？
杯子掉了
捡起来？
还在喋喋不休
聪明的人在天顶上欢呼雀跃
他们给远方的人送去面包了
路过面包坊时他们分明看了对方一眼
那鄙夷的目光打在他没落的发根中央
没有打在她稍显温顺的脸上

种子
■ 朱光兴

有两种爱，我跳不出来
一种是母亲给的，还有一种
是故乡给予的

都像没围墙的城
之前，我想尽办法要挣脱
之后，我情愿被深锁

有多远，有多少是用距离回答不出来的

一亩田，开在村庄之外
我在这里散步
光阴走着，我也走着

光阴还是光阴。只是我每走一步
有些东西，就会钻到另一处
暗生一寸

暖
■ 袁军

草木瑟瑟都是人间疾苦
只有母亲燃烧的炊烟
不是冰冷的荒谷，即使熄灭的灶火
也有永久的温度，在心里长出棉花和草垛

我从来不在凉薄的清晨流泪
不会在白昼让内心一片悲伤。没有阳光
就端坐围炉，等想念的人
只要身边有可以取暖的柴火
想握紧的手，拥抱的身体，都会不期而遇

我想要不灭的焰火，要燃烧比春天还持久
我愿阳光照看到人间所有的冰面
积雪消融，母亲一直露着笑脸
我对一堆凉意中的温暖，比植物还要虔诚

大海的水袖
■ 李盛

大海的水袖推出去送回来，一遍又一遍
过去的印痕，新添的印痕
一次比一次更多，一次比一次更深

簇拥海的节拍，赶海人早已前出沙滩上
偏我这个踩浪客
喜拾一枚淘空的小海螺
面朝这海，呜呜地吹、呜呜地吹

■ 吴毓桐

海南农村习惯称琼剧为“大班
戏”“海南戏”，将剧团称“戏班”。剧
团中的旦角称“旦脚”，男角称“冲
脚”。镇上的阿公阿婆伯爹伯姩们都
是戏迷，他们看戏前先打听是哪家

“戏班”，“戏桥”（剧目）是什么，“旦
脚”“冲脚”是谁这类行情。我们这些
懵懵懂懂的小孩凑热闹，冲着戏开幕
前那阵惊天动地的铁锣铜钹皮鼓木
鱼梆子声而来。

那年月，戏班光临不啻为盛大
节日：黄昏时分，天边的晚霞也异
常瑰丽，修长的椰子叶远眺如飒飒
金剑；人们心头荡漾着喜悦之情与
轻纱般的雾霭一并降临小镇。街
头巷尾慵懒的闲人步伐也轻快了，
小镇上空盘旋的一群乌鸦“啊——
啊”感叹，草丛里蟋蟀“瞿瞿”地纵
情弹唱，连藏匿旮旯石缝的癞蛤蟆
也在“吖、吖”地欢叫。这时，在小
镇公园空旷草地上的戏台已搭好，
孩子们围着庞然耸立的戏台兴奋
得猴子般蹦蹦跳跳、小鸟般叽叽喳
喳。戏班的叔叔阿姨忙得团团转，
前台负责剧务的忙于调试灯光、安
装帏幕，后台的“冲脚”“旦脚”身着
大红大绿的古装戏服正对着镜子
涂脂抹粉、描红画黛准备粉墨登

场 ，我们一帮小朋友则围着瞅叔
叔 阿 姨 像 熟 透 的 莲 雾 般 的“ 红
脸”。这时，夜神撒开玄色的帏幔
已悄悄合拢，舞台上方吊着一排煤
气灯亮起来，刺眼的灯光把黑咕隆
咚的公园照得通亮，草叶尖上的露
珠也因此晶莹透亮起来。

晚上八点许，在人们翘头以盼中
戏终于开场了。一阵暴风骤雨般的
锣鼓镢声刮过后，“冲脚”踩着“咚咚
嗄、咚咚嗄——”的节奏迈着方步踱
到前台；在后台传来的悠扬尖利的

“嗳——哟——”声中，“旦脚”随后挪
着莲花碎步款款跟上来，两人提袍拉
裙抛袖扬眉瞪眼的瞬间，“当”的一
声，并肩亮相造型，接着就拉开嗓子

“咿咿啊啊”地唱起来。
我左顾右盼，大人们则津津有

味地观赏：有的摇头晃脑跟着台上
轻声哼着戏文；有的眼神迷离嘴巴
张开；有的陶醉于海市蜃楼、蓬莱仙
境般的舞台布景——乡亲们盘腿翘
脚，难得将疲惫不堪的身心沉浸在
溶溶月光下，惬意地抽着“大钟”“百
雀”之类的廉价香烟，看帝皇将相
勾心斗角才子佳人悲欢离合，听行
云流水绕梁三日的土语唱腔，其乐
融融。孩子们却仿佛在听催眠曲，
昏昏欲睡。“你们还是回家睡觉吧，”
父母亲拍拍我们的脑袋说。我们揉

揉眼皮怏怏回家。但下回戏班的锣
鼓声响起来时，大家又成群结队卷
土重来。戏不知道看了多少回，对
于剧情、戏文，我们是懵懵懂懂如雾
里看花、水过鸭背。我仅记下“狗咬
钗、哥拾着——”和那急促清脆的木
鱼声：“唙唙哒哒——”

这是残存在我童年记忆中模糊
的琼剧印象。

我的少年时代，处在那个特殊
的时期，记得当年县里有两个琼剧
团，在全岛巡回演出琼剧版样板
戏。我们公社三天两头就有琼剧团
莅临。当年剧团的演员们，在民宅
的客厅中厢房里，两张条凳上挂几
块木板，就把临时的家安顿好，即便
是大名鼎鼎的主角也如此，一点也
没有当今的明星这般耍大牌脾气。
因而，今晚是哪个冲脚、旦脚主演，
房东最先晓得。有一次，“旦脚英”

“冲脚光”领衔到会文演《沙家浜》。
这两人的名字家喻户晓如雷贯耳，
刚一落脚就把伯爹伯姩们搅得心神
不宁，下工后赶紧吃饭喂猪喂鸡，奔
走相告相邀看戏。

“旦脚英”是那个年代的“女
神”。她有着城里人很少晒太阳才有
的椰子汁般的肌肤。她杏眼柳眉红
唇鹅蛋脸，举手投足风姿绰约。她拉
起唱腔珠圆玉润、甜美如甘泉。“冲脚

光”是中等个头美男子，双眼炯炯有
神，嗓子洪亮高亢，两人搭档珠联璧
合。那天晚上演出《沙家浜》，“旦脚
英”把阿庆嫂的机智、泼辣表演得出神
入化：时而唱腔铿锵神态凛然，时而又
机警婉转随机应变，令戏迷为之倾
倒。乡民看戏没有鼓掌习惯，台上表
演精彩时就报以“噫！呵！呀！”的惊
叹声以表赞许，而我们小孩最烦那没
完没了的“拉腔吊调”。戏散场，大人
们提着凳子，一边意犹未尽地对冲脚
旦脚品头论足，一边打着哈欠心满意
足地回家。

琼剧名角也出自民间草莽。传
说有一渔夫坐在海边沙丘上亮喉：

“路也——路也——相哇”地对着大
海歌唱，刚好剧团的一位领导路过，
循声觅人。见了渔夫，剧团领导赞

“后生哥好嗓门呀！我是剧团的你想
演戏吗？”“我能行吗？”“你是好苗，跟
我走错不了”。渔夫扔下渔网就跟这
剧团领导走了。不久成为文昌剧团
的主角、风靡海南一时的冲脚。渔夫
遇伯乐摇身一变梨园名角的故事，至
今传为佳话。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文化事业
方兴未艾。公家剧团演出档期满满
的，民间剧团便如雨后春笋茂盛生
长。我们小镇也冒出两个民间琼剧
团，都是爱好琼剧的农民自发组织

的。我一位浓眉大眼的同学也丢下
锄头畚箕洗脚上田，自任团长兼“冲
脚”拉起一帮戏脚，在小镇公园的露
天剧场里演出《刁蛮公主》之类的古
装戏和自编的爱情题材琼剧。那
时，小镇公园夜夜有戏，男女老少汹
涌着挤在公园里。老人们是逢戏必
看，年轻人则赶时髦，戏台上男女主
角海誓山盟，台下情侣眉来眼去、勾
手搭肩。但随着娱乐生活多样化，
年轻人看琼剧的热潮难以为继。只
有我母亲这样的老人是不可救药的
琼剧迷。闲暇时，她守着电视唠叨
着嘱我把频道调到海南台戏曲频
道，观赏时神情专注、废寝忘餐，老
人家的着迷颇令我费解。到了儿子
以鄙夷的口吻嘲讽我爱听老歌看老
片后，我终于理解母亲对琼剧的如
痴如醉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兴趣
爱好，咿咿啊啊的曲调里有她童年
的回忆和青春韶华。

在海南传承了数百年的琼剧，自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逐渐式微，如
今乡村在节日婚庆、庙会祭祖之时人
们才觅到她的芳踪。前些日子，育
明洪雨等琼剧名宿在会文镇举办的

“文昌市庆重阳千叟会”上登台表
演，在场竟有上千老人一起重温旧
梦，大饱眼福耳福。老戏迷对于琼
剧的眷恋，令人动容。

琼剧印象

■ 王鹤晓

天桥上摩肩接踵的人群，在一阵
雷鸣后纷纷加快步伐。

雨水从空中的裂缝渗出，雨滴飘
过高楼，穿过树叶，正巧把树下的一
只小蚂蚁包裹住。它马上意识到自
己危险的处境，不断挥动细小的四
肢，像网中的鸟，像岸上的鱼。行进
中的蚁群发现后马上绕开了这可怜
虫，偶有零星几只在旁探头探脑，却
束手无策。

树旁公交站台，提着公文包的中
年人怔怔地看着身旁候车的学生，思
绪在雨雾中交缠。他想起最近读完

的《风景》，想起日渐增高的发际线，
想起天气能否作为迟到的理由。

雨珠里的蚂蚁还在不断扑腾，试
图挣脱无形的囚牢。阴云把整个城
市笼罩，雨水纷纷而至汇集在树下，
它漂在这片洼水上，如同海上孤舟，
风雨飘摇中上浮下沉。树叶被夏风
摘下，落在蚂蚁周围，落在中年人高
高抬起的手臂。

“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
切都在无法挽回地走向庸俗。”

抱紧公文包坐进的士里，电台里
的读书节目让他昏昏欲睡。

风雨逐渐褪去，天边挂着一道
美丽的彩虹。小蚂蚁依托树叶回到

地面，它伸出触角左右摇摆寻找方
向。整个蚁群庞大复杂而又通力合
作，借助信息素和气味等进行沟通，
各司其职以确保族群有条不紊的生
存发展，社会性几乎与人类相媲
美。很快小蚂蚁便找到了同伴，没
来得及休息便加入修缮蚁巢的大
军。得益于简单的大脑构造，让它
们的行动更加纯粹实际。不为机械
重复的工作抱怨，不对正在侵犯家
园的庞然大物恐惧退缩……

下班归来的中年人在站台上抖
抖脚，赶走了盘踞在皮鞋上的蚂蚁。
收起连日加班的疲惫，拿出给孩子准
备的礼物，哼着小曲向家走去。

日常一景

家在海南

■ 李传芳

十几年前，为了挂一幅书画，我
托人找到东民兄求一幅字，后来如
愿，再后来认识了东民兄，或许是个
头相当，或许是兴趣相投，或许是性
格相似，很快我们混得形影不离了。
每每看到他写字画画那敛气凝神、心
无旁骛的潇洒样子，我羡慕极了。我
跟他说我要练书法，他问我原来练过
没有，我说从没练过但我喜欢书法，
读中学时候就一直珍藏着东晋王羲
之的《兰亭序》，一有空就拿来欣赏。
他说那好，你就每天临一遍《兰亭
序》，坚持十年八年，一定有意想不到
的效果。我听他的话，一直坚持。果
然十年过去了，我在他的具体指导下
不断地创作，陆续参加市、省、国书法
展，并多次获奖，成了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并应聘到海南大学对外交流
学院和澳大利亚达尔文大学孔子学
院教书法课。这几年，我一直在想，
工作了几十年，很快就要退休了，退
休后还有几十年怎么过？现在已经
有了答案。

看东民兄的字很爽，从他富有灵
性的字中透出他的睿智和历练。看
他的书法作品，用笔气势纵横，笔起
笔落，力猛爽辣，无半点矫揉造作之

态，于点画间充满跌宕起伏的节奏，
用他常说的话是“就像唱歌一样”，其
变化或疾徐、或提顿、或抑扬、或伸
缩，往往通篇血脉相通、一气呵成。
书法泰斗、著名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
对他的字有很高的评价，说：“二王
（王羲之、王献之）味道很浓”。难怪
他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
唯一任期三届的副主席。

其实，这些年来我看到的东民
兄，很是勤奋，与其说他的书法造诣
是靠聪明天成倒不如说是聪明加勤
奋造就的。我们在一起时总见他右
手指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桌上、地面、
空中比划；和他外出在机场候机时，
他总跟往常一样，从手机里调出唐代
孙过庭、怀素的草书或他所钟爱的宋
代米芾的行书，从包里拿出钢笔和
纸，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一笔一划地
临写。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铎说：

“一日临帖、一日创作”。一生坚持临
摹，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这位耀眼的书
法大家。东民兄坚持边创作边临摹
以及边临摹边创作，所以他的字总有
传统经典的味道。他常说：“如果只
创作不临帖，字就会写得机械、庸俗、
匠气，没有生命”。

东民兄的艺术才能是多方面
的。他在大学里学的是画画，他的画

受岭南派影响，主要画海南山水，很
有灵气，一点也不比他的字逊色，只
是他的书法名气太大，他的画名被遮
盖了。我收藏他的书法作品，可到现
在还没有收藏到他的一幅画。他唱
歌的水平也近乎专业，他那天生的微
微凸起的肚子，像进口的 Hivi（惠
威）音箱，唱声浑厚而高昂，一首《滚
滚长江东逝水》，让人分不出是原
唱还是他唱。在饭桌上，他如果兴
起，来一段琼剧如《双喜临门》《打马
回朝》等清唱，那一招一式，那腔调
可立马把你笑趴。东民兄对古玩收
藏、珠宝鉴定、稀奇木材、沉香石头
等也颇有研究。前几年市场上海南
花梨木走俏，我那段时间一逢周末凌
晨四时就到东湖古玩市场，手拿电筒
跟着东民兄捡漏，几年下来确也收到
一些好东西。古玩市场水很深，鱼龙
混杂，往往雾里看花，由于东民兄识
货，我基本上没看走眼，整个淘宝过
程很好玩。

与东民兄一起高兴时多，有时
也很郁闷，如一起吃饭，你抢单来买
他不高兴，板着脸骂你，但在另一些
场合他锱铢必较。没办法，他就这
脾气，做什么都认真。也许也是因
为这认真劲，才有了他今天的书法
成就。

以书为缘

《
福
》（
书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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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鹤之应

花朝月夕
■ 张华

天气骤冷，琼西北的天空上
锁着厚厚的乌云，像一团驱不散
的忧愁。飘飘洒洒的细雨从天而
降，野坡上的树林和田园里未收
成的庄稼在寒风中萧瑟，文澜江
的水落下了不少，但河面上却反
射出一种冷光。县城的大街小巷
里，人们披着雨衣往来穿行。我
坐在办公室窗前，想写一写当时
无端黯然的心情，但窗外的一幕，
牵扯了我的视线。

大院前的一囿青草坪，几乎被
雨水浸没，浅的积水中露出星点模
糊的绿意。一个小女孩正站在积水
中，小手在水面上嬉戏。小女孩是
住在大院里的吧？身着一件红绒衣
和一条青色腈纶紧身裤，梳着一对
燕尾辫，虽然脸儿冻得发红，但依然
显得乖巧可爱。她紧紧拉着卷起的
裤筒，身子稍微向前倾着，在水中一
步一顿地走来走去，偶尔弓下腰来
划水，玩得十分入迷。在细雨横漫
的天地间，小女孩点缀着草坪的红
与青，呈现出一种久违的温暖、天真
和清纯。

小女孩的脚在水中一起一
落，溅起细小的水花，水声让周遭
的空气流动了起来，让路过的人
不禁侧头看一眼小女孩，小女孩
也微笑回视，小小的笑靥宛如一
朵舒缓绽放的莲花。可他浸泡在
冷水中的双脚已经有些发白，还
不想离去。

小女孩嘴里哼着“小白兔，白又
白的，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
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的儿歌，脆

脆的童声在暮风里缈缈散开。她边
在草坪上的积水中转来转去边唱着

“小白兔”，并不知道有一个大人就
站在近旁。

草坪上的积水中央有个状如
篮球的石头，一半露出水面。小姑
娘蹲在小石块上，左手拎着一个小
花篮，右手拿着一根小树枝在水面
上来回划着，先把漂在水面的纸屑
拢集，再一一兜入小花篮。她是那
么的专注，那么耐心。不一会儿，
漂水面上的纸屑已被小女孩收拾
得一片不剩，草坪积水又恢复成清
清净净的一汪清水。这时，一个穿
着得体的年轻人走过来，他掏出一
支香烟，嘴上一叼，点上火后随手
把空烟壳扔向草坪的积水，对小女
孩视若无睹。草坪上，几叶露出水
面的草尖撑住已被年轻人捏皱的
香烟壳。

雨水打湿的香烟壳吸引了小姑
娘目光，她随即停止了唱歌，斜倾着
身子捞起香烟壳，不想石块太滑，她
不慎跌了一跤，但她很快就站了起
来，擦擦脸上的水珠，拧拧衣角，又
用双脚划动水面，水珠四溅，与深秋
缥缈的细雨融在一起。

天色渐渐向晚，我拿起雨伞，
走出办公室，向小女孩走去。我
把雨伞移到衣服已经湿了大半的
小女孩头上：“小姑娘，天快黑了，
叔叔送你回家！”小女孩蓦地抬
头，站在前面仰着头望着我，清澈
的双眸透着一丝陌生和不解。见
我正看着她笑，她倏忽拽起湿漉
漉的裤筒，鸟雀一般从草坪边跳
跃着跑开了，渐渐消失在深秋雨
天的暮色中。

暮雨新曲抬眼低眉

■ 曾洁

年关，渐行渐近，我就越来越怀
念儿时的那碗水糕。

在我的记忆中，儿时吃水糕的次

数不多，虽是鱼米之乡，家乡的水稻
都是上好的粮食，但在那年，都不容
易吃到。我吃水糕最多的时候是在
冬天，尤其是接近年关。

那时候过春节，几乎家家户户都
要磨粉蒸水糕，做粉条。水糕和粉条
是过年的主菜。磨米粉用的是石磨，
不是每家都有，堂哥家就有一副。父
亲为了给我们做水糕，在堂哥家磨米
粉。转动石磨时，父亲小心翼翼地放
入大米。我和弟弟则帮着磨米粉，在
嘎嘎声中，浸泡透的大米变成雪白的

粉浆。
父亲把磨好的米粉拿回家里，我

和弟弟兴高采烈地跟在后面。同时，
我在灶台里烧火当助手，灶脚里的柴
火正旺，父亲就揭开灶台上大铁锅的
盖子，把粉浆倒进蒸盆里，然后盖上
盖子——大约蒸上二十分钟，熟了。
厚厚的一层米糕，洒点食盐水和蒜末
就可以吃了，很香。

父爱如山。那些年，吃了父亲做
的一碗热气腾腾的，新鲜美味的水
糕，便是满满的快乐和幸福。

那碗水糕流年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