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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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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内容：书写和记录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的
社会变迁、发展成就、人物
故事、自然风貌等。

2、体裁：散文、诗歌、歌
词、画作（散文 2000 字以
内，诗词30行以内）。

3、投稿作品须为原创，
并未经发表。

4、投稿信箱：hnrbz-
pb@163.com，注明“纪念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专栏作品”即可。

栏目要求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周年天涯飞歌天涯飞歌

花朝月夕

春天走向深处
■ 方华

阳光在枝头打磨出一叶叶玉片

一只小甲虫 沿着那些清晰的经脉

爬进春天深处

湿漉漉的鸟鸣

一遍遍擦洗天空 让穿金靴的阳光

在蓝色跑道上撒欢

汗津津的花朵

要脱去百褶的裙衣 一袭瘦小的青衫

已难遮裹圆润性感的身姿

那些抽条的情感

纠缠 攀援 愈来愈理不清

两只小虫在月色下 轻言细语

急吼吼的春日子 要跨过

那条节气的溪流

对岸那个光臂膀的小子 脸色变幻无常

敷衍搪塞

树是村庄的历史
■ 祝宝玉

结绳在树枝上，记事——

狗吠和鸡鸣，爱情与恩怨

用叶，用花，用果，用枝条

为农人们预报节气，以口口相传的形式

保存遗失在民间的典故

树，村庄风雨唯一的不朽的见证

一个缓慢而有形的过程

破土而出的文字，集结成册，是春风

是夏雨，是秋叶，是冬雪

相互濡染，村庄玉一般的润泽

由树得名的村庄

继承着树的秉性，把目光投向高远的苍穹

把心事托付大地，隐藏更深

以内心的力量追求更高的生长

把一轮弯月撑圆，漫漫的清辉，照亮人生

对于树来说，村庄里的

一些人和事不断消失，而爱并没有停止

我们还在繁衍，它们还在记录

这不曾断裂的循环，形成了集镇、城市、国度

以及耀眼夺目的文明

春雨醒来
■ 刘向月

经过一个冬天的长眠

你和青草一起醒来

和冬眠的虫鸟一起醒来

带着小溪的欢唱

来敲久闭一冬的门

屋里的暖炕揭开了被褥

散发原始的芳香

它也要换上新的装束

清洁、薄厚相当

应和雨季的舞步

窗上的紫藤里应外和

牵起你裙裾飘飘

梦在裙裾里崭露头角

而水刷洗了沙尘风暴

空气清新了阳光的味道

心，在麦苗地里渐长渐高

咏三角梅
■ 符华虹

一
无心北去竞名葩，有意南来撒艳华。

万绿丛中飞亮色，心花如血守天涯。

二
非是梅家一脉亲，少香缺雪却精神。

缤纷千里情无限，留取春天伴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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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鹤晓

我出生和居住的县城不大，人
口大致在五六万以内，在海南岛西
部相对安静地与岁月相守。有一条
河流，水面不算太宽，最宽处横过去
不到两百米，蜿蜒连绵的江水贯穿
整个县城小镇。它叫文澜江，名字
很文雅。每逢雨季来临，水总会涨
得厉害。站在桥上，看着汹涌澎湃
的江流，分不清是水在城中流，还是
城在江上飘。约莫在我刚出生那
年，还曾发大水，江水漫过路面淹了
半座县城，但江水和小镇要不了多
久又恢复了原样。

夏日里江水散去咄咄逼人的气
势，深浅适中，流速缓慢，于是这里就
成了一座天然的水乐园。没入水里
的鱼线许久未传来异动，我举着竿子
对江中戏水打闹的孩童颇有怨气，尽
管那时我与他们年纪相仿。上浮下
游的身影激起阵阵波澜又很快消散，

定是他们的笑声和拍水声惊扰了鱼
儿。或是农民在石滩上挑水，艄公在
江上划桨。鱼儿不来，他们全都脱不
开干系。尽管如此，我的眼睛仍没有
一刻离开过江面，就像期待着一个即
将浮出时间的未知的童话。

夕阳让水面泛起一层橙黄，随着
水波不断荡漾跳跃，这颜色如同家中
那颗钨丝灯类似，散发着叫人心安的
光芒。岸边的茶铺早早收好路边摆
放的水壶桌椅，腾出的空地上搭起一
座戏台。出门前，母亲答应晚饭后带
我去看木偶戏。钓鱼的不快很快被
扔在回家的石子路上。

与后来读到的书上所写不同，
人偶同台、戏文跌宕、大跳大叫的剧
场于我而言总是新鲜有趣，台下阵
阵掌声和喝彩响起时，小手也不自
觉跟着拍得通红。借以演员生动的
神态弥补人偶五官的僵硬，木偶身
形的灵巧又是人的肉体所不能及。
特有的乐曲唱词往往随着江风吹进

我年幼的心灵，奏响在无数清晰和模
糊的梦境。

长大后朋友在电话中对家乡的
新貌赞不绝口，事实也是，新城开发
老城改造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我
在外地常因这些消息浮想联翩，脑中
满是高楼林立、霓虹闪烁的景象。乘
车回到县城，那股憋了许久的情绪刹
时无影无踪。健身房的招牌，电影院
的海报，咖啡馆的落地窗，都在证明
这片土地已摆脱古旧贫乏和其他描
述不出的状态。

父亲经常给我讲述与河流相关
的故事，神话志怪，英雄传奇，各式
各样的情节到最后只剩下一些稀疏
平常的琐碎。几十年来，县城小镇
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唯有如常
的江水见证。此时，坐在咖啡馆里，
又从窗里望见那条河流的清波，它
不紧不慢地依着原来的节拍流动，
悠悠的性情，如我靠在椅背上的惬
意和庸散。

一条性情的河流

■ 米丽宏

天色破晓，南山像朵青莲花。向
光的那面，暖而亮，背阴的这面，郁而
青。

天大亮后，郁郁之气消散；完完整
整一匹青，保留。

山脚一溜垂杨柳，是碧玉妆的
青。万条丝绦，风里一扬一飘，有点春
风浪荡的洒脱。这北方柳，有铿锵的
北地野气，像街头长发少年，时不时将
长发一甩，桀骜不逊；如换了南方，将
是几丝柳青晕染一角茶楼，女子俯在
窗口，脆生生一曲“今我来思，杨柳依
依”。

可是北地柳，绝没那旖旎劲儿，青
郁郁底下，透出一股只绿不柔的倔劲
儿。

野枸杞，一丛一丛，散漫之青。它
们以脚下为原点，四处游走，逶迤而
去；像京剧的西皮慢板，那么散，那么
摇。慢悠悠讲理叙事，没人赏也不要
紧。枝蔓点点爆青，是铿锵板眼儿，一
咕嘟一咕嘟的春光，凝在那儿。

枸杞头，采来焯水，拌小菜儿，鲜
得娇滴滴。南方人汪曾祺说：“枸杞头
是春天的野菜。采摘枸杞的嫩头，略
焯过，切碎，与香干丁同拌，浇酱油醋
香油；或入油锅爆炒，极清香。”

南山上泼蛮的野枸杞，没人理睬
它；它们更疯更泼地跑满了南山。

野葡萄，一索一索老来俏的青。
披拂着，蒙络着，摇缀着。一得春信

儿，又仰头上攀，又自负，又欢欣。一
锥儿一锥儿的嫩芽子，是一群小丫头，
踮着脚尖儿，迈着小碎步，一窜一窜上
楼梯。早发的，已青得一本正经；后发
的，紫得羞羞怯怯，但都非常励志啊。

南山青，一天比一天厚。
苍耳，泥胡，荆芥，蒲公英，柴胡，

知母，地黄，天南星……南山，渐飘起
醒人的药香。一种草，一味药；一抹
青，一道福。你以为中药多么玄吗？
没——有。它是你走过南山时，向你
招摇起伏的那一把把青。

那时，一放学，我们就挎篮子上了
南山。寻寻觅觅，刨药材，挣零钱儿。
丹参的根，鲜红，我们叫它状元红；知
母的根，白白胖胖，像小孩儿的胖脚
丫；蒲公英，举着一杆笔直青翠的茎
儿，上头一朵明黄的花。剜到家，晒几
天，它照旧喜悦生长，兴昂昂开花。

南山青，有它的密度和表情。
它把泥土变松；它把沟沟壑壑藏

起来，把日子变青。它一青，我们的心
就泛青。从内到外，青个莹莹，青个
透。

几番南山青，一个人就长大了、成
熟了。

南山青

■ 崔湘青

来海口将六年，搬过三次家，每
一次出谷迁乔，都横亘着不同人生阶
段的分水岭。

壬辰龙年的毕业季，我只身一人
从上海飞到海口，参加某公司的面
试。在出租车的闪进途中，我坐在临
窗位置，侧脸看风景，目不暇接，仿佛
翻阅明信片似的。钟楼、骑楼老街散
发着古雅气质，伟丽的世纪大桥，万
绿园是城市绿肺，满目清新。这是一
座明亮的城市。蓝天白云都是美好
如初的模样。夏天漫长的裙摆，印满
油亮的绿植和花朵。而人们浸湿的
汗衫越穿越短。面试通过后，母亲在
老家置备了床单被褥。娘俩卷着铺
盖，一路长伴，一路相送，从齐鲁大地
奔走琼州。这是母亲第二次坐飞机
（第一次是送我到上海读书）。租了
40多平方米的小房间，做了大扫除，
添置了日用品，可以妥善地生活。母
亲适才放心。返乡在即，待踏上归
程，母亲立马又不放心了。我凡事依
赖的母亲，总是日夜悬心，延展着清
茶色的目光。

送别了母亲，迎来不招自来的
“又土又木”先生。我们的渊源追
溯到湖南卫视的校园招聘会。因
为只有我俩来自“同心同德同舟

楫”的高校，结伴返校，很快就熟络
了。成为情侣后，他毫不犹豫辞去
无锡设计院的稳定工作与江南的
温婉富足，紧跟我来到明艳的海南
岛。同样漂泊无靠，仅为了与我相
依为命。我们不太契合“松萝共倚”

“高岸深谷”诸如此类的情境，恰当地
讲，我们相爱相杀，既彼此嫌弃，又相
互依赖。社会经验清浅的我们，傻乎
乎找中介，晕乎乎相中一小户型。三
十余万元的首付款对于刚工作没几
年的我们来说，是笔大买卖，手头的
积蓄合计有十万多元。剩下的缺口
我傻乎乎地对“又土又木”先生一口
大言：“要不你家出十万元，我家出十
万元吧”。在两家的帮衬下，我们有
了一窝之居，不用再租房住了。那
种浮萍飘着的感觉，就此飘散。取
而代之的是自己成了椰城之椰，把
根扎入坚实的大地，没多久就结出
了硕丽的椰果。

掀开遇一城的编年史：甲午马
年，我为人妻，“又土又木”开始变得

“不土不木”，皮包骨头也渐渐长成皮
包肉，成为青桂伴侣。丙申猴年，诞
下“小椰子”，新生儿的啼哭，打乱了
二人世界的宁静。随着添丁进口，请
来带娃的亲属，90多平方米的小户
型变成“鸽子窝”。卫生间早晚要抢
着用，捷足先登。我就更加向往两个

卫生间的大户型了。戊戌狗年，卖了
小房子，换了大房子。搬家是繁琐而
浩荡的过程。单讲我自己的衣裳，越
收拾越多。有些年岁悠长，竟有十年
之久，却不愿舍弃。老公笑话我过日
子太仔细。我其实割舍不下的是，那
段纠缠的时光，那个素衣慌张的我，
那些不时砸下来的梅子般酸甜的记
忆。后来我还是把一些长情的衣物
捐到了慈善箱。女人永远嫌家里的
衣柜、鞋柜不够大。在我的蓝图上，
想要设计一个敞亮的衣帽间，有落地
的穿衣镜，衣服齐整整悬挂起来，静
待不同的场景和心境。这个梦想直
至搬进147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也
没有实现。如果仅为了取悦自己，隔
断出单独的衣帽间，老公认为多此一
举，此户型没有改造的必要。好在落
实一个可以写作和小酌甚至微醺的
吧台，还有两个美式乡村的卫生间，
践行了我的生活理想。

我在蓊郁的年华遇见海口，从一
无所有到有了房子、车子和孩子。不
经意间，我瞥见“土木先生”探出来的
鼻毛都白了一根。生活逶迤前行，前
方一定有抬头纹和鱼尾纹编织的花
环。亏待和礼遇是套餐，我视之油条
豆浆，蒸腾着窸窣的日常和给养；视
之芥末寿司，既辛辣，又精致；视之牛
排红酒，舔着血，也含着笑。

乔迁记
浮世绘影

家在海南

■ 廉振孝

南下

1988年5月1日。
一声汽笛，火车缓缓起动。
没告诉任何人，所以也没人送

行。
我和妻子亚红悄悄离开西安，准

备去海南找工作。
4月13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

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
议案。特区建设刚起步，海南肯定需
要大批人才，我们想去试试运气。不
敢告诉任何人，是不知道能不能在那
边找到工作，说不定过几天又灰溜溜
回来了，让大家笑话。

我原来供职的陕西科技报是一
份周报，每星期只出一期，四开四
版。三个版刊登科普文章，只有第一
版刊登少量新闻，且都是一个星期以
前的旧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家
报社，我做梦都想当个名记者。可是
几年下来，离理想目标越来越远。

每天干一些看似重要其实可有
可无的事，大把的时间在喝茶聊天中
悄悄流逝。想起温水煮青蛙的故事，
我觉得不寒而栗。再不跳出这个温
水锅，我肯定要被煮熟了！

听说海南要建全国最大的经济
特区，我们一直悄悄地关注着海南的
一切。听广播，看新闻，找朋友打听

小道消息。一份不知多少人看过，已
经变成一块抹布的《海南开发报》，让
我激动得如获至宝。这才是我想做
的新闻纸啊！

海南岛，以前只在地理书上看
过，如今我们真的要去那个遥远而神
秘的地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
方？我们去了会怎么样？能不能找
到工作？能不能留下来？

肚子晕

列车南下，一幢幢高楼从身边一
晃而过，一根根电线杆从身边一晃而
过，速度越来越快，只有远处的山丘
和近处的田野呈扇形不停转动。

对面卧铺上坐着一位三十多岁
的妇人，浓妆艳抹，浑身挂满饰品。
她的腿上躺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
子，人长得挺帅。妇人剥着橘子，一
瓣一瓣往小伙嘴里喂。小伙哼哼唧
唧地声唤：“我肚子晕……”

头晕的感觉我们熟悉，肚子晕是
什么意思？我们俩忍不住发笑，却不
敢出声，只能捂着嘴“吃吃吃”互相作
怪脸。

没想到，三天以后，什么叫肚子
晕，我们就有了真切的感受。

坐了三天两夜火车，到广州住了
一宿，第二天就买了去海南的船票，
从洲头嘴码头上了开往海南的牡丹
轮。

牡丹轮是条大船，水面以上有三

层楼高，水面以下还有两层。
我们买的是五等舱，在水面以

下，船底。四周密闭，空气污浊不堪，
看不到船体以外任何东西。

船出珠江口，到了海上便开始颠
簸。亚红说她胃里翻江倒海，急忙捂
着嘴跑去厕所。

她刚回来，我也不行了，只觉得
胃里的东西直往喉咙上涌，忍都忍不
住，赶忙也去处理。

几番折腾，我们俩连胆汁都快吐
出来了。胃里已经空空，可还是忍不
住要吐。坐起来浑身发软，躺下去天
旋地转，那种晕，根本就不在头上，只
在肚子里折腾，这不是肚子晕吗？

实在没招了，我们拎上行李，上
到主甲板。

一个船员拦住我们，说开船后甲
板上不能留人，要我们回到自己舱里
去。

好话说尽，可能是看我们确实难
受，他才同意让我们待在船弦边，不
许乱跑。

也许是胃里的东西吐干净了，也
许是对船的颠簸逐渐适应了，也许是
新鲜的空气让我们恢复了体力，我们
俩在船弦边坐到半夜，身体和心情渐
渐好起来了。

大海啊大海

夜已深，繁星满天，天如穹隆。
头顶的星星又高又远，远处的星

星漂泊在水面。
夜色下的大海像紫黑色的绸

缎，不停地涌动翻滚翻转，不眠不
休。

船在海面行驶，如剪刀在丝绸上
划过，一片浪花溅起，光滑的水面被
剪成两片，然后又在船尾聚拢，留下
长长的白练。

一群飞鱼腾空而起，像精灵一般
在海面飞翔，又像箭矢一样插入海
里。

趴在船弦边，心里静极了，眼前
的景色让我震颤！

小时候，我见过最大的水面是我
们村头的涝池。

18岁时，第一次看见离家20里
的泔河水库，我激动地站在岸边大
喊：“大海啊，大海！”

工作后，第一次出差路过洞庭
湖，我站在岳阳楼上大声吟诵范仲淹
的《岳阳楼记》，以为明白了浩浩荡荡
横无际涯是什么景象。而这一刻，面
对浩浩大海茫茫宇宙，我什么也说不
出来。

世界很大，井口很小。不跳出
去，可怜的青蛙永远只能看见头上那
一块巴掌大的天！

我对亚红说，为了不当那只可怜
的青蛙，为了能有一个更美好的明
天，不管前面的路多么坎坷，不管未
来的日子多苦多难，我们一定要坚
持，绝不回头！

亚红点点头，我们俩相互依偎，

彻夜未眠。
东方渐渐发白，一轮红日跃出海

面，天空顷刻间彩霞满天。
远方现出一片绿色，楼房影影绰

绰，有点像海市蜃楼。
一群青年涌出船舱，站在船头又

跳又喊：
“快看，快看，海南岛！”
“啊，海南！我们来啦！”

海南，我们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