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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上林春慢·问乡愁，
醉流畅 （外一首）

■ 陈健春

雨霁扬波，垂穗稻香，绿浪初黄金烁。
旭日新晖，槟榔滴露，椰风荔桃交错。
涧溪流翠，彩霞映、半湖野鹤。
任清狂，更妖娆分外，情归阡陌。

步田园、问津古落。阳光下、笑著农庄丹阁。
竹亭问酒，瑶厢醉月，潇洒梦雕风度。
夜阑饮散，但赢得、坦怀无数。
问乡愁，醉流畅、草堂狂魄。

一萼红·校园里，榕之魂
校榕魂。仗狂豪气慨，巍峨任风尘。
枯节繁枝，黄芽滴翠，叶茂浓荫盈伸。
拥一片、书香淡影，古石櫈、犹守旧韶春。
魄老盘根，风悭雨枥，默默无闻。

回首梳须发志，笑凤鸾栖止，不脱纡身。
草舍闻鸡，煤灯夜读，放纵芳馥腾云。
旧迹寻、层楼叠榭，头顶天、今古梦纷纭。
经历沧桑世事，傲骨虬神。

雨落下来
■ 任随平

雨落下来，隔着木格窗棂
在檐前织着时光迷离的蛛网
两只麻雀，在蛛网之外的屋脊上说着湿漉

漉的情话
而我，此刻爬在窗台上写着一篇关于秋天

的小文

只是，我写着写着
所有的语言和修辞，所有的篇章和构建
全写成了鸟语和鸟影

后来，我就把秋天写成了
两只鸟雀潮湿的爱情
和它们青苔一般，疯长的迷恋

抚琴
■ 童恩兵

有人让我弹一首旋律的歌
浪漫中抵达你的心情
酸楚的调子
把心丢在角落
琴弦已灰尘满满
琴声悠扬，琴灰飞扬
让我想起大漠飞沙，长虹落日的悲壮

叮咚的泉水，从月牙泉而来
欢唱中抵达你的窗前
久望的伊人，在铁蹄铮铮声中
一袭白衣，裹挟大漠的风沙而来
暗淡了中秋的月色
缭绕的狼烟在雄关漫道外浓墨云天
绿色堆起山万重
在我的琴盘上连绵起伏
串联成思乡的曲

昨日，与我作别的你
不摸琴弦，只把背影留在阳关城外
分别的泪浇灌抽枝的柳条
疏长的柳枝是绵绵的思恋，不断、不绝

我是抚琴之人，阳关的烽火台上
着汉衣，散长发，沐清风
狼烟不见，铁骑散尽
风起的尘土可是故人杯中的望乡土
我的琴弦在风与尘中激荡思乡的曲调

送别夏天

■ 陈来峰

站在秋天的十字路口
我揣着快意的笑
却因为你
哭红了眼睛

虽然是几个月的感情
虽然你带给我
烦躁闷热和汗水
但离别
总是像悬在头顶的一把剑

你将夏天编织成画
将记忆
涂抹成五颜六色

你踏着岁月的足迹
消失在
丰收的季节里

我会在你的功劳簿上打上一个大大的对号
也会心存一丝慰藉
因为
明年还能见到你

■ 王向威

忘了谁说的，若你多个夜晚受困
于同一个梦境，用语言讲出来，梦就
破了。我所说的正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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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客气地说，20年前的我是一个
恶人。

“恶”，读e，阳平。指幼却偏执，
性子坏，无理要闹一闹，得理又不饶
人；目光孤冷，张牙舞爪的小女巫之
类。很小，心里就畸形扭曲。

我不愿意承认她就是曾经的我，
是我的一部分。我极力要摆脱，丢弃
她的办法是拒绝回忆。不沾染大脑
中自给自足的轮回世界，她就不会像
魔鬼一般缠着我。可童年是人的饥
饿，是人的空气。我闭眼，睡觉，它便
趁我没有意识控制时侵入。

我得承认两个姐姐与一个弟弟
挤得我极其敏感。可这不是我恶的
借口。父母讨厌我们带小孩子回家，
似乎一沾家，小孩就讹给了他们，要
让他们来管。他们烦透了。母亲较
娇宠弟弟，小时候我因此受母亲冷落
过。听到母亲乖乖宝宝的声音扑向
弟弟时，我心里的委屈多得要从皮肤
上流出来。

我写着，远远看到一个小女孩揉
着衣襟，小小的心在恨她的母亲。虽
然她那时还不懂那种缠绕她的情绪
究竟是什么。

弟弟确实极乖极好的。他自己
缓解了我对他不可避免的嫉妒与仇
恨。母亲留给他好吃的，好玩的，他
极迅速主动地邀我分享。当着母亲
的面，我害怕母亲因此不悦，我常常
大大方方地装作我不稀罕，我不要。

母亲转身走了，我又很想揍弟弟
一顿。可很快忘记所有委屈与不快，
很谦让地分享弟弟独有的待遇。

但我很小人，向母亲告过弟弟的
状。我和弟弟相互有把柄在对方手
里捏着，必要时，做撒手锏。可弟弟
几乎没派上过用场。因为如此，家里
的盘子和碗丢失得莫名其妙（我不小
心打碎，偷偷埋掉。弟弟参与过它们
的葬礼）。他很守信用，嘴很严，度量
也更大一些。我却揭过他的缺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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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居住的小村庄叫外坡。外
坡的地形凸凹有致，风韵十足。小小
一个村落，样样俱全，有沟，有岭，有
坡，有坪。

被一道沟隔在路两边分居的人
家叫对门。岭上住的人很少。岭是
村子的最高处，不适合居住。冬天的
风在岭上天马行空，出神入化，一气
呵成。夏天的太阳则一泻无余。我
们的房屋建在较低的平坦处，如沟的
两岸，坡的拐角处。

村子的树木像缠不尽的绿绸带，
坡上坡下，院落就像一个个随意的扣
子散落其间。

一群孩子为了求学翻山越岭——
不添油加醋：爬坡—翻岭—下坡—过
河—爬坡。那座岭，是我们最不愿意
经过的地方。没有人家，只有清晨或
黄昏时几个稀落的收拾田地的人。

凸起的坟墓多于走动的人。哪户
人家少了一口，这里能找到他的新
居。逢年过节，一行人对着酒肉拜拜，
就算尽道。可我们却是心理受害者。

三年中，尽管我日日经过它，却
不能做到熟视无睹，对它的恐惧与日
俱增。小学三年级抓住二姐五年级

的尾巴，每天扯着她的手起早贪黑。
五年级揪住了弟弟三年级的头。可
好景不长，弟弟性别意识渐明，归入
男生同胞的队伍。

四年级五年级，那时候的我是什
么脾气，什么模样，我走得稳当，还是
焦躁，世上除了我，只有她知道了。
人，很可怜。一个人，是随着与之相
关的几个人一点点的消失而彻底消
亡的，肉体不存在了，别人的记忆中
还残存着一些。而当记忆也随着各
自的生命离去时，便彻底不存在。

我家和她家是对门，不是出门迎
面就撞上她家的门。中间有一道宽
而深的沟。似乎上唇与下唇分开后，
唇这边是鼻子，那边是下巴。沟宽，
中间的麦苗一茬一茬自在轻松长
着。也很深，若从上往下滚，如果无
树枝牵绊，滚得顺利，得用上一分钟。

她上学的路必从我家门前过，因
而，是我早起等她。早上或饭后等得
急了，一遍一遍地喊她的名字，树很
调皮，浓密的叶子起着哄，遮挡声音。

她母亲的学饭总不应时。那时，
谁家的孩子升了初中，住了校，哪家
的母亲可以无比惬意而舒心地叹口
气说：算是不用做应时饭了。可她家
的饭几乎顿顿不应时。我的母亲那
时虽忙，但她也不愿我们上学迟到挨
批评，总是掐着时间，从田地里赶回
来做饭。上学，我们就是时间，我们
就是早饭午饭。因学校离家远，老师
特别照顾我们，可作为孩子还是不愿
意在众多的学生中显得特殊。

因为等她我迟到过不少次，但
又舍不得不敢不等她。她胆子大，
有时我住亲戚家，她就一个人模模
糊糊在月亮地里走回家。她是我忠
实的听众，我自己编造的歌，讲的零

碎故事，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如果
世界上还有个人记得有这么一档子
事，也只有她。

我还逼着她给我讲故事。逼，是
因为都是孩子，她没有义务讲给我
听。我却每天分手前向她预定一个
故事。她很多时候是没有故事的，她
也并不聪明，能临时编排一个。更多
时候，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有时，她讲家里的事。我觉得
她家里的关系很特别，让人心里别
扭。村里的大人传言说她父亲会打
她。父亲打儿子很正常，可父亲把
女儿从小打到大就让人好奇了，不
止是同情。

据说她父亲不愿意让她上初
中。可她母亲却拼了命要让她读大
学。

放假时候，扯猪草，割牛草，我是
肯定有伴的。因为她一定要去。她
性子慢，脾气极好。我那时不懂，现
在我更愿意理解为她心理素质极
高。她好像从未生过气，你说什么，
她不表示不同意，只是依从。

夜里睡不踏实，很多次是因为梦
到她，总用哀怨的眼神看人。

上四年级时，有一天在路上我动
手打了她一下。我不用回忆，就知道
她没有和我吵嘴，也没有还手，因为
她根本就不会。她的嘴唇流血了。
我当时害怕，害怕她，也被自己吓住
了。看见血，想到她会死吗。她不还
手，使我更加站立不稳。她只是捂着
脸，站在那里，想哭又没有哭。她并
没有不理睬我，剩下的一段路我们是
一起走回去的。

只是，我打我弟弟还要惧怕父亲
母亲；打自己要想想疼不疼，我更是
没有胆量去打别人，何以就打了她？

■ 杜觉祥

提到海南，不少人会很自然地想到
“天涯海角”。其实在海南，海角不止一
个，在西线的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境
内，就有三个面向北部湾的“海角”——
当地人称之为“大角”“中角”和“小角”。
三个海角，统称“棋子湾”。现在的大角
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浪漫海角”，当地
许多年轻人选择在那里拍摄婚纱照。

当然，棋子湾的吸引力不在于名
声，更多的是它的神秘感。它的最大
特点，也在于它的原生态。

棋子湾在海南岛西海岸区域，位于
昌江西部，在昌化镇北3公里处，距县
城石碌镇55公里。此湾东倚昌化岭，
西连大海，东西长约20公里，呈S状，
石多沙白浪静。

棋子湾水清见底，沙细质软，洁白
如银。海岸奇峰林立，怪石嶙峋多姿，
林木苍翠，山花烂漫，清泉欢畅，是目
前海南保留着原始天然景观较好的旅
游度假区。那里有大小棋子篮、帆船
石、大角石林等二十多处自然景观，有
昌化大岭万亩野生龙血树、峻灵明王
庙、昌化江入海口风景带、赵鼎墓、治
平寺碑、神山庙、古昌城遗址、新城旧
址等旅游景点。

棋子湾名称的来历，还有一个充满
仙气的传说。相传两位仙人来到这里，
在海边下围棋，可一盘棋下得难分难
解，从清晨到傍晚，依然分不出胜负。
当地渔民见两位仙人又饥又渴，送来了
酒菜。仙人想重谢渔民时，却不见了他
们的踪影。为了感谢渔民的好心肠，仙
人便把棋盘上的棋子撒到海边，以抵御
风浪，造福当地渔民。从此，棋子湾内

海水清澈，奇石层叠，且风平浪静，海产
丰盛，人们安居乐业。

因为这个传说，棋子湾也洋溢着一
股“仙气”。这里的沙滩、礁石和海边的
防风林，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景观。一位
游客这样评价棋子湾：“初见棋子湾，湛
蓝的海、蔚蓝的天，让我无所适从。这
不仅是眼球的冲击，也是心灵的冲击。”

一个偶然，在一位作家朋友的朋友
圈里，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这是我在
海南见到的最蓝的一片海；这是我在海
南见到的最平静的一片海；这是我在海
南见到的最峻奇的一群礁石……这个
海湾叫棋子湾，来到棋子湾，见到这一
片海、这一片沙滩、这一群礁石，心中便
全是美感和快意，说严重些：到此海湾，
不仅当时，此生亦无憾也！”

从地图上看，小角是海南岛西面最
突出的地方，小角旁边，是昌化镇。昌
化是一个小型的渔港，渔船不过十几
艘。码头上有几家小餐馆，当地人喜欢
从出海归来的渔船上买点海鲜，到餐馆
里加工。野生海鲜味道鲜美。由于大
角、中角和小角的关系，棋子湾还是观
赏海上落日最理想的位置。

站在棋子湾的礁石之上，立于白
沙净水之边，“美”应该是不足以概括
棋子湾的，“千年浪打星石岸，十里长
滩作棋盘。一朝落子风雷动，天地博
弈绘人间。”这是棋子湾，一湾妙不可
言的仙境。

仙境棋子湾

流年剪影

勇敢的善意
■ 徐永清

金牛岭公园上午人很多，我陪
6岁的儿子在游乐场玩滑滑梯。突
然从左边传来一阵孩子“哇哇”的哭
喊声。

我也不在意，游乐场这里孩子
多，不听话的孩子被家长打骂的也
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孩
子被家长批评而已。

儿子却停下来对我说：“爸爸，
那个小朋友找不到他的爸爸了。”

我一听，扭头过去看，20多米
外，一个3岁左右的小男孩站在草
地上无助地哭喊“爸爸，爸爸”。旁
边有游人陆续走过，他们好奇地停
下来看一眼这个可怜的小朋友，然
后默默走开。

孩子的家长一直没有出现，我
身边的家长们开始对这位哭喊的孩
子产生了怜悯，可是我们除了怜悯
最终没人走上去安抚孩子或者帮助
孩子。

我当时内心想法有几个，一是
担心不法分子以孩子为诱饵，进行
碰瓷或者敲诈，一旦旁人上前帮助
孩子，犯罪分子便会现身威胁；二是
怀疑是否为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扔
下孩子匆忙逃脱；三是会不会是孩
子有什么缺陷，家长不堪经济重负，
狠心抛弃孩子。

想来都沉甸甸地令人不安，我
突然感觉到自己身为父亲，虽说是
成年人，但是遇到这种本来可以去
援手的事情，竟和大多数人一样，缺
乏安全感，有了太多的顾虑，根本没
有底气。

孩子在原地哭喊了20多分钟，
我身边的家长们一边看着自己的孩
子，一边在谴责孩子家长的不负责
任：这么热的天，这么多人的地方，
怎么不好好看好自己的孩子。

除了对孩子怜悯，对孩子家长
谴责之外，我和这些家长们一样，一
直不敢走近孩子身旁。

我是一个6岁孩子的父亲，这
个孩子的哭喊声让我倍感煎熬，我
很难过，很内疚，很矛盾，很无力。
凭直觉，孩子的哭喊声很真，很痛，
很急，很渴望。我感到自己置身两
个世界，一个是孩子与家长们其乐
融融的游乐世界；一个是哭喊着“爸
爸”的悲伤世界。我的良心，有了撕
裂的疼痛感，我之前对自己孩子讲
的所有正义的故事冲撞在我的脑
海，我有善意，但我的善意不勇敢。

我的孩子问我：“爸爸，这个小
朋友找不到爸爸怎么办？”

我感谢孩子这句话对我的推
动，我说：“还有警察会帮忙的。”
于是我掏出手机准备按下“110”。

就在我按下“110”三个数字的
时候，有两位女士带着一个孩子走
过来，拉住那个小男孩的手，问他爸
爸在哪里，叫什么名字，电话是多
少。小男孩只是哭，然后伸手指着
西北方。所有的信息是中断的，现
在我对这两位女士不免有了疑心。
我和身边几个家长一起，静静看着
两位女士对孩子的帮助。阳光很强
烈，其中一位女士给哭喊的孩子打
伞，另一位女士朝西北方喊：“哪位
家长，你的孩子在找你。”连续喊了
几次，有人回头，而后又扭头和低
头。

打伞的女士打了“110”。然后
她们让孩子不要跑动，在原地等待警
察的帮助。此时我手机屏幕上

“110”三个数字，一直没有打出去。
孩子的爸爸就在这个时候跑过

来了，之前他一直坐在50米外的一
棵大榕树下玩手机。他匆匆地跑过
来，也没有听身边两位女士的询问，
也没有对两位女士说声“谢谢”，只
是抱起孩子问他为什么哭。孩子叫
他“爸爸”，看得出来是他的“爸
爸”。但是两位女士拉住他，问孩子
是不是他爸爸，孩子抽噎着点头。
两位女士说：“看好孩子。没事就
好。”一位女士再次给“110”打电
话，告诉对方孩子的爸爸出现了，孩
子安全了。

回家的路上，我问我的孩子：
“要是有一天你也在人群中找不到
爸爸了，你会怎么做？”孩子说：“我
会向刚才那个小朋友一样不停地哭
喊‘爸爸’”。我说：“你会跑来跑去
地找爸爸吗？”孩子说：“我不跑，我
站在原地，等不到你，也会等到刚才
那两位阿姨。”

冷暖人间

■ 王吴军

阿林一直声称自己要做单身
贵族式的男人，并且和几个喜欢单
身的男女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单身
协会”，阿林这个身材并不高大的
白面书生成了“单身协会”的正宗
会长。

在“单身协会”会长就职宣誓
的那天，阿林信誓旦旦地说：“我这
个大男人已经下定了决心，绝不离
开单身协会！”

在别人看来，阿林这个自诩为
“大男人”的人的确是一个不折不
扣的大男子主义者，他每说一句
话，前面必定要加上一句“大男人
就要怎样怎样”的习惯用语，对于
那些在婚后下厨做菜的男人，阿林
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而且，阿林总是会不厌其烦地
对几个哥们说：“大男人就要远离
厨房！”

可是，一直信誓旦旦要把单身
贵族做到底的阿林，却是“单身协
会”中第一个找到了佳人并且是第
一个结婚的人。

对于自己找到佳人并很快结
婚的这件事，阿林振振有词地说：

“大男人要敢于牺牲自己，为了给
单身协会的兄弟姐妹开辟出一条
幸福的道路，我豁出去了！”

“单身协会”的小伙子们听了
阿林的话，纷纷向他询问幸福的经
验，他却总是笑而不答，显得无比
神秘。直到大家对他不依不饶，非
要阿林老实交代的时候，阿林才从
牙齿缝中挤出一句话：“婚后和婚
前不可同日而语！”

阿林的这句话引得大家一阵
惊呼。

阿林找到的佳人名叫阿梅，是
一个娇滴滴的女子，她嫁给阿林这
样一位稀世少有的大男子主义者，
未免让阿林的朋友为阿梅感到担
心，大家都认定阿梅婚后跟着阿林
肯定过的是痛苦无比的生活，阿林
也总是说阿梅在他的面前噤若寒
蝉，就如老鼠见到了猫，他的气焰
如何嚣张，这就更让大家为阿梅而
忧心忡忡。

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婚
后，原本喜欢喝酒的阿林酒量突然
骤减，晚上和朋友出来吃饭刚到九
点半钟必然称醉要回家睡觉。

如此几次之后，大家似乎看
出了一些端倪，有一次，心眼灵动
的阿鹏便故意在阿林呼醉时强拉
住不放，不让他酒到中途溜回家
去。这时，阿梅不断地给阿林打
来了电话，阿林就不断地跑到无

人的地方，对着手机连连点头如
捣蒜状。

很快，大家发现以前总是在
和朋友吃喝后抢先买单的阿林没
有了抢先买单的大男人气概，如
若朋友发现阿林的兜里有私房钱
时，他总是对朋友叮嘱再三：“千
万不要让阿梅知道。”

还有一个现象，婚后，阿林如果
携阿梅参加朋友的聚会，平素高谈
阔论的阿林必然沉默不语，朋友们
都打趣他：“阿林，你在婚后变成了
谦谦君子，真是难得！”阿林听了，只
是一笑，然后依然不轻易开口。

有一天，几个朋友上阿林家
聚会，阿林让阿梅陪大家说话，他
却进了厨房，系上围裙，拿起菜
刀，开始烹调饭菜。这更让大家
瞠目结舌。

朋友们没有想到，阿林这位昔
日声称“大男人就要远离厨房”的
大男子主义者，竟然练就了一套绝
佳的厨艺。

只见阿林切出的肉片厚薄均
匀，切出的菜丝更是纤细如发。炒
菜的时候，又见阿林动作娴熟地舞
动锅铲，上下翻飞，大有专业厨师
的风范，一招一式都有条不紊。

阿林做好的饭菜端上桌之后，
更是令朋友们大跌眼镜，众人惊呼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只见阿林做的
菜有冷有热，有萦有素，色泽诱人，
令人食欲大动。吃到嘴里，阿林做
的这些菜更是令人满嘴生香，齿颊
生津。

大家纷纷称赞阿林平时深藏
不露的高超厨艺，阿林不好意思地
一笑，说：“阿梅近日身体不适，我
只是暂时勉强做一做而已！”

阿林的这句话让他的夫人阿
梅在一旁欣然微笑。

转眼之间，阿林的一周年结婚
纪念日到了，阿林和阿梅请朋友相
聚吃饭，饭桌上，阿鹏笑嘻嘻地对
阿林说：“阿林，恭祝你婚后和阿梅
成了老鼠和猫的关系，真是哥们的
榜样！阿林，你以后要更加努力地
侍奉好阿梅这只小巧玲珑的迷人
小猫，千万不要松劲呀，否则，是会
挨鞭子的！哈哈……”

阿林听了阿鹏的话，倒也不
恼，只是笑着说道：“大男人就要实
话实说，怕老婆就是爱老婆，男人
怕老婆有什么可丢脸的呀！”

阿林的话让大家相顾而笑。
这时，阿林笑着看看阿梅，只

见阿梅正在深情地看着他，阿林这
个大男人的脸上露出了无比幸福
的神色，看上去就像是无冕之王一
样自豪。

怕老婆的男人

家在海南

《启程》（版画） 刘霞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