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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海南

■ 李焕才

我们村这条路是海水开的。
涨潮了，海水跑过来，急匆匆，来

到一道山岗边，没了去路，急了，泛起
哗啦的波浪，那浪头举着，一次次扑
过去。山岗不理会它。海水无法越
过山岗。海水很烦躁，依然来回冲
刷，可都徒劳无功。海水累了，有气
无力，百无聊赖在山岗下徜徉。海水
泄气了，不再在山岗边逗留，无可奈
何掉转头，灰溜溜地走了，也就是退
潮了。海水逃走后，藏在水下的滩涂
裸露在山岗下，浪头冲刷过的山岗边
就变成一条弯曲的路。

我们村是个渔村，三面环海，只
有这道山岗和陆地相连，山岗的那一
头，就是新英镇，山岗边这条泥泞路，
就是村里人走上镇去的唯一道路。

渔村人靠海吃海，男人扬帆出
海，捕鱼捞虾捉螃蟹，女人就下海滩
赶海，挖沙虫、泥虫、海螺。海鲜捞回
村来了，女人就挑到镇上赶集，然后
买回瓜果蔬菜，买回番薯芋头大米，
当然也买回油盐酱醋以及各种各样
的日用品。村里人站在村口朝西边
望去，那长满荆棘和仙人掌的山岗在
左边，右边是白茫茫的海水，水与山
在山岗边热闹地吻合，吻成一条弯弯
曲曲的线，一路蜿蜒过去，极是好
看。潮水忽然退离山岗了，村里人就
急忙卷高裤脚，屁颠屁颠走出村口，

踩下海滩，顺着山岗边朝新英镇走
去。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村里人踩着
这条坑坑洼洼的泥泞路走上镇去的
情景，依然镶嵌在我记忆的屏幕上。

女人们都是成群结队上镇去，挑
着担子，走成一行，扁担在她们的肩
上有节奏地晃悠，可是，每个人都低
下头，紧盯着脚下。她们都光着脚
板，那脚板噼噼啪啪踩踏在水渍的地
面上，泥水不停在脚边溅起。这条路
上有水洼、浅坑和泥潭，要是不小心，
哪一脚踩得不扎实，脚底一滑，一趔
趄，就摔个四脚朝天，肩头上的担子
也就应声落地，扁担和竹篮丢在一
边，海鲜也满地散落。经常看见女人
们走着走着，突然哎哟一声，摔了，溅
起一片泥水，咬着牙爬起来时，就抚
着扭伤了的腰腿痛苦地呻吟，即便是
没有扭伤，身上糊着脏兮兮的泥浆，
像个泥人，也无法上镇赶集了。

年轻人也要上镇去，到镇上来风
光。大家满心欢喜，把自己收拾得整
整齐齐漂漂亮亮的，可是，踩上山岗
边这条水渍的滩涂路，烦恼就爬上眉
头。他们急忙把皮鞋脱下来，一只手
拎着，另一只手提裤脚，小心翼翼地，
像要躲开地雷。穿拖鞋的人不在乎，
沓拉沓拉走着，可泥水放不过他们，
在身后纷飞，不一会，他们背后的衣
服便布满星星点点的泥污。后来，村
里的年轻人上镇去，都聪明地穿塑料

凉鞋。但是，他们也不能省心。走到
镇口，大家就忙着找水，蹲在那池塘
边，七手八脚洗掉鞋上脚上裤子上的
泥污，再收拾好情绪，才踏进镇去。
我家隔壁阿荣很憎恨这条泥水路，每
次上镇，他都是一路骂过去，又一路
骂回来。他别出心裁买了一辆自行
车，骑车上镇去。他那自行车被村里
人叫做“洒水车”，骑在水渍的路上，
泥水哗啦啦向两旁溅，远远听见自行
车的铃声，路上的行人就急忙躲开。
这辆自行车还是不让阿荣干干净净
上镇去。他骑了一会，就要下车，扛
着车跨过一道水沟，或者踩过一个泥
潭，变成了车骑人。他骑着骑着，突
然撞上一个浅坑，车和人都翻过去，
摔倒在泥水上……

后来，我踩着这条水渍的滩涂路
走出村去，到外头读书，然后在外头
工作。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到新英镇
来开个诊所。这时，我们村到新英镇
已经筑了一条土路，紧挨那山岗边，
路面虽然不很宽，可是高高的，涨潮
的海水只能在它的半腰徘徊。路上
的人很多，有走路的，挑担的，骑单车
的，还有骑摩托车的。我发觉，这些
人不都是我们村里人，也有镇上的，
还有其他地方的。我们村里人用不
着到镇上来赶集了，村里有了集市，
海鲜摆在集市卖，周边乡村的人也把
瓜果蔬菜以及芋头番薯大米送进来，

还有人在里边摆肉摊。我经常见阿
荣上镇来，他骑一辆鹰牌摩托车，脚
下总是穿着皮鞋。一天早上，我看见
阿荣坐在街边的小吃摊吃炒粉，他穿
一条短袖T恤，穿一条短裤，脚上仍
箍着一双皮鞋。我说，阿荣哥，大热
天的，还穿皮鞋，不热吗？他的眼睛
眯笑着说，嘿，习惯了啊！我又问，有
啥事上镇来这么早？他说，上镇来吃
早餐呢。我说，村里也有食店，何必
跑那么远到镇上来。他的眼睛又飘
出得意的目光，说，哪远呢，跨上摩托
车，打个喷嚏就到了啊。顿了一下又
说，新英炒粉好吃，有名声呢！

不知不觉，我们村这条路已经变
成了水泥马路，越来越繁忙，可行人却
少了，跑来跑去的是电动车、摩托车、
拖拉机、卡车和小轿车，让人感觉，从
村里拉出来的东西总没完没了，送进
村里的东西也没完没了。现在的阿荣
不再骑摩托车了，开一辆小轿车，他当
出租车司机。一次，他送一个病人到
我的诊所来，顺便走进来坐。我问
他，近来忙吗？他说，忙死了。我说，
有那么多人打的吗？他说，现在的人
都做很多事，经常出门，又喜欢打的，
只载咱们村里的人，就够忙了。我
说，班车很方便，村里人都不坐班车
啦？他笑着说，坐呀，可是打的便捷，
快速，舒适，许多人都不在乎几个钱，
尤其直接从家门口坐车出来，回去时，
又直接送到家门口，爽啊！

村路变奏曲

■ 曾洁

晨曦时，我走向阳台，轻轻地抚摸
着石斛兰柔嫩的绿叶。我知道，她在蕴
涵着生命的力量。这个时节，可爱的紫
红将会点缀枝头，闪耀着生命光芒，一
直美丽地绽放。

那年爬山，我与石斛兰的相遇显得
格外亲热和欢欣。

那天，太阳暖暖地照着，山涧小溪
淙淙流淌，小鸟在花间啾啾鸣叫。我第
一次见到可爱的花儿——石斛兰。它
从一片绿中托出紫红的花朵，给我带来
一阵清爽，悦目。

石斛兰，花亮丽，花瓣通常较窄，唇
瓣完整，或有六瓣，与蕊柱基部相连，有
序排列，花期较长。

我带回一株石斛兰，种在花盆里，
放了阳台上，精心为它浇水，施肥。

每天清晨，天微微亮，石斛兰昂首
向上，迎来第一缕阳光。

第二年春天，我惊喜地发现在那丛
绿叶中，石斛兰长出了几个粉色的小花
包，非常典雅可爱。不久，小花苞像雨
后春笋般绽放。紫红的脉络清晰可见，
粉嫩的小花嵌在花枝上，甚为精致，美
丽放光华。

有一年，台风来袭，石斛兰仍然
挺直腰肢。生命之花，仍然昂首向
上，点点粉红，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轻轻地抚摸着石斛兰的叶子，知道
它们在孕育着无限的生命力，迎彩
霞，接风雨。蓦然之间，我对石斛兰
有了深深的敬意。

一株石斛兰

■ 段万义

车越海南东方市玉龙山，久仰的
古老白查村便与我执手相看两欣然。

扑面而来的白查村，随椰风吹拂
演绎成一枚千年历史的歌谣，将久远
的时光夺了回来，镶在了祖传的船型
茅草屋上，为后人奉送了难以言谢的
瑰宝。整村的船屋，在各种热带果树
的映衬下，默默地诉说着质朴与沧
桑。据说，黎族先人渡海上岛，此地
荒无人烟，于是将船倒扣在地面上遮
风挡雨，勉强用作自己的居所，以后
他们便以此为模型建造自己的房屋，
渐渐演化为船型屋。

伫立在村口广场良久，远山如
黛，古风悠然，如逢世外。忍不住进
入船屋，只见整个空间长而阔，房屋
分前后两节，两端开门。屋内留下用
三块大石头垒起的“三石灶”的残迹，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厨房。可以想象，
过往的炊烟不只驱赶了草木蛀虫，且
温暖了人心。地上还铺有落满尘土的
席子，看来此处便是卧室无疑了。一
切皆展示着其原始特性，让人感叹那
是消失久远的一些音符，在恍如隔世
中续了一次难得的奇缘。

船屋中间立有三根高大的柱子，
据当地黎族人说这叫“戈额”，是男人
的象征；两边有六根短柱帮扶，叫“戈
定”，象征着女人，意即由男女构建方
成完整的家。木柱多为心材，下面垫
有石块，不仅为了美观，而且起防潮之
功。重踏屋内泥地，坚硬平整，全由
粘土加水反复捶打、晒干而成。抬头
看拱形屋顶，以竹木藤扎架，先一层
层细致地铺上特别形制的茅草毡，再
盖上当地特殊的茅草。墙壁以竹干
细密编制，再糊上稻草泥，将之抹平，

仿如抹平一家人的心酸事。
出来后，门口斜下低垂的茅草触

及了我的肩头，犹如一位时间老人致
以亲切的问候，想来便有几分愉悦跃
上心头。冬暖夏凉的船屋，茅草檐设
置低矮，几乎延伸到地面，在多台风的
海南，大抵是为防风防雨之用，这足以
显现先人的智慧与创造。几千年的黎
族建筑的结晶，看似取材简单，而实际
非常讲究，令人叹服。

据介绍，在这个“中国传统古村
落”里，黎族人从小耳濡目染，大多延
续了古法船型屋建筑技艺，因而其被
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从时间上讲，
若一家人建造一所这样的船屋，大约
需要两个月。但村里人盖房往往是左
邻右舍一起帮忙出力，花上短短的五
六天即可，其团结互助可见一斑。

移步村东南，缓坡上有一排集中的
谷仓。小小的谷仓为日后的生活储备
保障，看似船屋的附件，实则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状大致与船屋
相仿，但防潮防鼠是首要任务，因而谷
仓不像上述的落地式船屋，而是以基石
垫底，离地悬空，上架纵横方木，铺上木
板作为地板。顶端架圆梁，房顶由竹、
木架设，以茅草盖顶，用于防雨。谷仓
内外用粘土和泥糊一层，地板糊一层几
厘米的泥，均起到密封作用。

在村头村尾的僻静处或主屋的旁
边，见到一种小房子，系黎家闺女豆蔻
年华之际独居的闺房（黎 族 称“ 隆
闺”）。这种不设灶的小睡房，只有一
镜一梳的简陋布置。孩子大了，便不
能再与父母及弟妹同住一间房，于是
小房子应运而生。

村后的苍老厚皮树，在此守候着
见证黎族文化与历史的船屋，也守候
着时光的消逝。

精神船屋

那年高考
■ 徐永清

我高三的时候，班里转来三位男生。一
位是郭同学，考上北大哲学系，对专业不满
意，决定复读一年。一位是冯同学，在部队
当了2年义务兵，转业后决定参加高考。一
位是赵同学，参加2年高考，没有考上理想
大学，在社会打工2年，然后又回来参加高
考。

这三位同学是同一天来报到的。他们
一人一个座位，都坐在最后一排。

郭同学自视甚高，平时不苟言笑，独来
独往，但是有同学向他请教问题，他都会认
真讲解，因为他的科目太拔尖了，很多时候
同学们问他的问题比问老师还多。有时候
老师们也会在下课的时候说，有不明白的地
方，找郭同学解决。

郭同学经常在课上做自己的事情，比
如历史课，他看二十四史；政治课，他看
《参考消息》《环球时报》；语文课，他看钱
钟书余秋雨等名家的书。老师们都知道
郭同学是个奇才，所以对他上课不听讲也
算是开绿灯，毕竟每次考试郭同学很给面
子，第一的位置没人可以撼动。有次数学
课，数学老师讲了一道奥赛题目，结果在
某一个环节卡住了，数学老师很尴尬，郭
同学举手上去解围，把老师的解题方法全
部擦掉，用另外一种方法快速解完，数学
老师带头鼓掌。

冯同学成绩不怎么好，但却是全班最认
真的一个。早上同学们陆续去教室早读的
时候，冯同学已经去操场跑了5圈，语文英
语都背了好多页。有人问冯同学为什么起
这么早，他说：“我基础弱，必须要比你们努
力。高考时间很紧张，用好时间等于抢占了
先机。另外，2年部队生活让我有了起早的
习惯，也给了我永不言败的做事态度。”

于是，起早的同学逐渐增多，我也加入
了起早的队伍，当时天还蒙蒙亮，可以看到
操场上一长串的人，在冯同学的带领下，有
秩序地慢跑。

赵同学显老，比我们大了五岁。他像个
老大哥一样，经常和同学们笑哈哈地聊天，
尤其到了后来模拟考试非常频繁的时候，很
多同学考得不理想，甚至有些女生看到考差
的成绩会难过地趴在书桌上哭。赵同学是
个乐天派，他会和那些心情不好的同学主动
聊天，他经常讲他过去的故事。比如复习的
时候打游戏被父亲抓到后挨打；比如去店里
当服务人员的时候，被老板和客人责骂；比
如自己摆地摊被人抢劫等等。同学们都被
他的人生故事吸引，对赵同学报以同情。
赵同学总说：“不就是模拟考吗？不要太难
过，难过就想想我，天无绝人之路，跌倒了
就爬起来呗。”有人问赵同学：“你都这么大
了，也复习多年，你家人怎么就同意你复习
呢？”赵同学说：“我是自己打工挣钱来高考
的，现在我复习高考是瞒着家人的。”我们
问他：“为什么要瞒着家人？”他说：“自己都
长大了，总不能让家人担心吧。自己能做
的事情就自己努力做吧。”我们又问了一个
也许让他会难过的问题：“要是这次高考又
没考上怎么办？”他笑笑说：“我对自己的选
择负责，我在乎我今天的脚印，不去考虑抓
不住的明天。”

在这三位同学的带动下，我的班级很快
有了一种精神上的默契感，积极向上，不骄
不躁，团结友爱，勤奋踏实。

我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超越我们应
届高三生的成熟感，学习目标明确，自觉性
和自学力很强，抗压能力很强，学习效率高
等等。这是高考带给他们的成长，也是挫折
带给他们的蜕变。

高三一年，记得郭同学对我说过：“不要
满足于优秀，应当把自己做成卓越，卓越才
有超越，超越才有伟大。”

记得冯同学对我说过：“你不坚强，没人
替你勇敢。你不努力，没人替你尽力。”

记得赵同学对我说过：“青春经不起回
首，因此只管往前奔跑，把自己跑成路上的
一道风景。”

那年高考，郭同学弃北大择清华，冯同
学上了一本，赵同学上了二本。

拍毕业照那天，郭同学没来，他陪他妈
妈去菜市场卖菜去了。冯同学没来，他坐了
长途汽车去见老班长了。赵同学来了，他带
了父亲母亲和姐姐过来一起拍毕业照。

如今毕业照已经泛黄，同学们也各奔东
西，我听到《同桌的你》的歌声还会鼻子发
酸。每年高考来临的时候，我还会梦到那个
紧张的考场，还有交卷时候的铃声。

我还记得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我们
可爱的老师们在校门口站成一整排，拉起
一条很红很长的横幅，上面写着“迎着高
考走向成年，祝福你们，你们是母校的骄
傲”。那一刻，我们和老师相拥而泣。那
天，树上的知了发疯地唱歌。那年高考，
我18岁。

■ 曹春雷

独自骑车去城郊。那座山，一
直在那儿，安安静静等我到来。于
是，我来了。

一个人爬山，有很多妙处，可以不
说话。当一个人让嘴巴休息后，耳朵
和眼睛，还有心，都会格外敏锐。

山，准备了深邃的绿，来迎接
我。我走进山里，就像一滴水珠，一
下子就融进了这绿色的海里。身心
霎时就被洗涤，在尘世里沾染的尘
埃，此刻荡然无存。

一只鸟，用悠长的鸣唱，表达了
它的欢迎。它的歌声是绿色的，附
着山林里的露珠，晶莹，闪着光。看
不到它。只闻鸟鸣声，林深不知
处。余音袅袅，在树与树中间穿行，
在花草之上跳跃。如一颗石子在湖
中激起的涟漪，终于慢慢平息下来
后，山林却更加幽静了。

路，是崎岖不平的。野花不时闯
到我脚前，非要让我欣赏它们的美。
有些我认不得，有些不认得。但它们
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山花”，有个山
字，就格外不一样了。城市的花再美
丽，但我总以为那些是抹了脂粉的姑
娘，原生态的味道，总要淡一些。

这些花，不为谁开，不为取悦
谁。你来还是不来，你看还是不看，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都在这里，安
然地盛开，静静地绽放。那份野性
的美，不增不减。

溪水就在不远处，潺潺地流着。
松涛阵阵，风在松林之上，激荡起层
层声音的波浪。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偶尔响起的鸟鸣，是一叶小舟，
漂浮在这样的波浪中，溅起大朵的水
花。所有的声音，都是山的声音，山
是沉默的，但总有事物肯为它代言。

一只松鼠突然闯入我的眼帘，
翘着毛茸茸的尾巴，攀在一棵松树
上，正津津有味地吃松子。我屏住
呼吸，想和它共处一段时间，但很快
就被它察觉到了。它不满地看了我
一眼，三两下爬到树梢上，跳到另一
棵树上，很快就看不到了。

它的不满，是因为我打扰了它。
对于大山来说，草木鸟兽，都是其居
民。而人，是不受欢迎的闯入者。

路越来越难走。我走在草木中，
手脚并用。一只野兔箭一般从我面
前射过去，并没嘲笑我，甚至连看我
一眼都没有。或许在它眼里，我不过
是一只姿态臃肿的兽而已。

拐过山脚，没有任何预兆，突然
就看到了那片风景。

湛蓝的天空下，大片的山花，叫
不上名字，挤挤攘攘，红得似火，黄
的似绸，白的如云，就那么灿烂地簇
拥在一起，仿佛是响应了某种号召，
刚从山上的别处而来，聚集在这里，
等我到来后，怦然开放，将那最美的
瞬间，展现给我。

这浩浩荡荡的美啊，让我猝不
及防，如一颗呼啸的子弹，一下子就
击中我的心。

我站在那里，微笑着，却有泪湿
了眼角。

并不是所有的泪，都是为悲伤
而流的。

有一种眼泪，是向大美致敬。

向美致敬

蝉雨湿轻愁
■ 宫凤华

汪曾祺在《夏天的昆虫》
中描述：“我们小时候则用蜘
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
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
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
里络满了蜘蛛网，很粘。瞅准
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
膀就被粘住了。”流露出汪老
对乡村诗性恬淡生活的缅怀
和眷恋。

三国曹孟德曾作《蝉赋》：实
淡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
声噭噭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
心。内含和而弗食兮，与从物而
无求。栖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
之清流。可见蝉在文人笔下总
被赋予丰富的意蕴。

蝉是乡村的歌手，夏天的小
提琴手。操一口老家的方言，用
诗歌说话，谈论爱情和故乡。它
们用泥土一般质朴的声音，为平
和寂寞的乡村生活平添一缕朴
素而温馨的感动。

夏天的燠热势不可挡，人们
纷纷追逐着幽静和绿荫。乡下
古旧的小院里，填满了麻雀和蝉
们的欢喜与喧闹，暮色清凉而欢
悦。小院里流淌着古意。

嗤嗤——不知哪一只蝉儿
率先亮出了歌喉，然后此起彼伏
的蝉声便会淹没吉祥的村庄，浸
透空翠的树木。蝉声，清脆而洗
炼，干净而晶亮，时而流水淙淙，
时而松涛阵阵，时而竹林滴露。
声声蝉鸣如静女素手弄琴，弹挠
着心底最优雅动人的弦。

蝉鸣是夏日清丽的绝句，韵
律和谐，平仄有致。蝉声浸润着
生命的质朴，如同我们玩乐时疯
狂的呐喊和尖叫。一听到它们，
我们仿佛听到了亲切的乡音，品
咂到绵醇的乡愁。

常记乡村孩童捕蝉的浪漫
情节。孩子们通常会拿一根长
芦竹，芦竹顶端系着网袋。竖起
耳朵锁定目标，不顾荆棘尖刺，
蹑手蹑脚地潜过去。最后，网袋
成了蝉的禁锢。有时也在竹竿
上绑上面筋，对准蝉儿一戳，粘
住蝉了，树下一片欢腾。

粘到不叫的雌蝉，往往随
手一抛。那蝉儿在夕光中，俯
冲，升腾，消遁于葱茜的树林
里。或用一根棉线儿系住蝉的
一只腿，牵着它慢慢跑。年迈
的祖母蹲在朴茂的枸树下剥茭
白，如同轻剥一段寂寞时光。
酷热的夏天在孩童透明的欢乐
中渐渐退隐。

只有夏天，才能让蝉儿酣畅
淋漓地享受生命的快乐，才能让
蝉儿如夏花般恣意绽放生命的
浓烈。蝉声滴落而下，雨丝一样
清灵流动，又如不慎裹挟的露
珠，大珠小珠落玉盘。密集的蝉
声倾盆而下，身上一片湿淋淋，
内心充盈而滋润。透过蝉鸣纷
纷的旋律，我们摸索到的是充满
魅力和张力的乡村风情，是沉甸
甸的稻穗和栀子的幽香。

夏夜蹲木桥睡凉席听夜蝉
颇有情趣。蝉声溅夜露更显莹
润。夜气清凉，月色清远，掬一
缕萤光，歌窈窕之诗，发思古幽
情，“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
上人”。

蝉是生活在我们高处的市
井之人，穿着灰色棉服，用清脆
的歌喉在岁月和枝条上写诗诵
爱。蝉拼凑出完整的夏天后，
就会结束狂欢的盛宴，黯然退
场。蝉有五德：饥吸晨风，廉
也；渴饮晨露，清也；应时长鸣，
信也；不为雀啄，智也；垂首玄
缕，礼也。诚信斯言。残阳濡
染，有一种即将褪去的娇羞。聆
听一段蝉唱，自己的心灵也跟着
透明澄净起来，有一种“何处惹
尘埃”的彻悟。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
深。”身处炎夏，且用心去倾听这
纯净天籁。慢下来，走出喧嚣和
浮躁，让激越的蝉鸣荡涤胸中的
郁结，让心灵充盈着久违的温润
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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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剪影

草木芳华

抬眼低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