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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朝月夕

■ 路来森

城市里无秋霜，城市太喧闹，喧
闹得连秋霜也嫌弃，所以，城市里，秋
霜无痕。高高的楼房，只是兀自地耸
着，戳向微寒的秋空。

秋霜有痕，只能在乡下，那“痕”，
是一种薄薄脆脆的“痕”。若干年后，
蓦然回首，你会觉得，薄薄的秋霜上，
浮漾着一层浅浅的乡愁。

霜降一过，秋霜，便一场场地落
下来。

清晨，一起床，站立庭院中，微寒
的风轻轻拂过脸面，周身迅即就被一
阵阵清寒裹住了。缓缓举首，望向对
面的屋顶，红的瓦、青的瓦，都洒了一
层均匀的白霜；于是，红瓦白了，青瓦
也白了。

清白如盐，如烟，如碎碎的一地
往事。

鸟儿们，似乎也喜欢秋霜。一群
麻雀，布散在屋瓦上，叽叽喳喳地叫
着，四处乱蹦乱跳；细小的脚趾，踩踏
着瓦上霜，于是，霜花乱渐，霜花乱
渐，是昨夜破碎的梦。

一两只花喜鹊，站立屋顶，昂然
而叫，叫声里，也洋溢着一份晨霜的
清寒。

太阳出来了，阳光洒在屋瓦上，那
霜，便发出刺目的光，那光，也寒，是一
种水汽淋淋的寒。时间一长，屋瓦上
的霜就化了，屋瓦上就只剩下湿漉漉
的一片，一片，一片片的秋霜痕；霜重
的时候，瓦檐上，即滴答滴答地滴下水
珠，蹭亮蹭亮的，依然是那样的清白
——是一滴滴清白的“霜痕泪”。

此景很美，此境很美。看得深
了，便有一种微醺的感觉。

村东头，有几棵大柳树，经霜一
打，柳叶就变黑了；太阳一晒，柳叶就
变枯了；再来一场大风，那柳叶便哗
啦啦地纷然落下，飘飘洒洒，漫天飞
舞，如一枚枚枯叶蝶。那是“蝶”的末
日的舞蹈，情离离，情依依。

一场场秋霜，卸去了柳树的绿
装。一份伤感，也会油然而生。我非

多情，实在是情不得已，情不得已。
走向田野，草尖上秋霜粒粒，片

片，散溢着晶莹的光。可是，秋草并不
会立即干枯，秋草就只是萎蔫了，变黄
了，然后，才慢慢枯去。霜打之下，秋
草变枯的过程，实在是最能展现“秋霜
痕”的。秋霜如人，一步一步地行走
着，踏过秋草，一步一个脚印，由浅变
深，清晰如画。“深”到极处，就是“白”，
如霜的“白”，此时，枯草如霜。

于是，大片的秋野枯草，就成为
了一个“霜化”的世界，天地浑然，霜
白霜白的——霜白霜白的世界。

俗谚曰：“霜打低处。”洼地里，有
大片的红薯田。深秋时节，红薯叶汪
洋凝碧，绿得深厚。可是，一夜秋霜，
第二天早晨，洼地里的红薯田，叶片
就都萎蔫而为深黑色了。那种黑，是
一种焦黑，怎地那么的黑呢？仿佛，
一场秋霜并非是“霜”，而是一场火，
把大片的红薯田烧焦了。此一种“秋
霜痕”，真真是给人一份深深的痛。

如此看来，秋霜痕，似乎，就只是
意味着一种“摧折痕”——摧折万
物。但也不尽然，不是说“霜叶红于
二月花”吗？秋霜一打，枫叶生火，霍
霍燃烧，重新赋予秋天一份热烈和欢
喜。这样的秋霜，是怡人的。

“板桥霜”，这三个字着实叫人喜
欢，它贮存了饱满的诗意。“鸡声茅店
月，人迹板桥霜”，大多，将“板桥”解释
为木板桥。清霜布满木板桥，人行而
过，木板嗒嗒，霜声嚓嚓，清脆地撕裂着
那个霜寒的早晨；秋霜痕，也许即变成
了行人的一声声叹息，一声声叹息……

不过，若然“板桥”是石板，也
好。石板，就最好是青石板。行人走
过，青石不响，但青石幽幽，桥面上，
却留下了一行行清晰的脚印，脚印离
离，脚印离离，散发着幽光的青石板，
印下了远行人的忧伤……

你站在远处眺望，眺望那个走过
石板桥的远行人……清霜泛白，霜痕
依依，幽幽，悠悠。

那般“秋霜痕”，才真正是滋味永
长，滋味永长呢。

秋霜有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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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见

秋天来了，天空渐渐升高，云彩也
薄了许多，给人腾出了想象的空间
来。蜗居在南渡江尾的我，思绪被水
波荡漾起来，飘向了琼北平原，和平原
尽头的高山。平原与高山之间有一个
地方，叫定安。定安，这是当下人身心
最缺少的状态，是命运里的祈祷，但在
那里，早已成了一个习以为常的名词。

想到定安，就会想到南丽湖，一
汪碧水倾泻在平原的低洼处，波澜不
惊，清澈见底。水里的鱼游弋于蓝天
白云间，和飞雁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没有了天上地下的分辨。在人悠闲
的想象中，鱼一定向往天上的生活，
那里的自由要开阔得多；而鸟想必也
会羡慕水里的世界，深幽之处有无穷
的食物。其实，没有翅膀，天空再辽
阔也是荒凉；少了鳃，水深意味着淹
没，还是各得其所为好，但谁又做到
见好就收，不四处探望？南丽湖虽然
并不远离人间烟火，却氤氲着清净幽
美的仙灵之气。几座形状不一的小
岛，草木葱茏，出没于云水微茫之中，
令人心向往之，却可望而不可即，没
有一叶扁舟可以横渡。这实际上是
一种绝好的状况，不管多么美妙的地

方，一旦轻易可以登临，接下来就是
一种践踏。对于得到的事物，人至今
还没有学会珍惜。

在这个时代，南丽湖观鱼算是人
间一件胜美之事。鱼和鸟一样，智技
皆不如人，但似乎活得比人快乐许
多。这种快乐不仅纯度高，而且换取
的成本极低。人的快乐里，夹杂着越
来越多皮笑肉不笑的内容，还不如哭
来得痛快一些。靠岸的水面，浮游着
一种身材细长的小鱼，它们的身子通
体透明，骨刺历历可见，几乎成了水
的一部分。岸上垂钓的人，偶尔会看
到一条大鱼，或是蛟鳗腾跃而起，掀
起洁净的浪花，然后，人和景复归于
无边的清寂。这种清寂，对于久居尘
氛闹市的人，是一种洗涤，于浑噩之
中还给他们清醒的灵性。倘若没有
了这份灵性的光辉，任何物质的成
就，都是对生命的活埋。

想到南丽湖，自然就会想到湖边
忽然耸起的文笔峰，虽然海拔不足两
百米，却是琼北制高之地。石磊骑叠，
草木扶苏，登临其上，天风呼啸，衣发
飘然，琼北风物一览无余，南渡江两岸
景色尽收眼底，大有飞龙在天之意。
自远处眺望，则平野千里，一峰突兀，
如垂天之笔，似是神人欲醮南丽湖水
为墨，铺苍天云霞作纸，书写春秋大
义、宇宙奥秘。有了丽湖与文峰，就如
书房里有了墨池和豪笔，定安人文便
不能不兴盛了。

想到定安的人文，就会想到王弘
诲、张岳崧、王映斗等先贤。特别是曾
任明代礼部尚书的王弘诲。嘉靖四十
五年（1566），人称刚峰的海瑞买好棺
材，诀别妻子，向明世宗上疏，批评皇
帝迷信巫术，生活奢华，荒废朝政，因
此触犯龙颜，被打入死牢。他二十五
岁的海南老乡，刚刚以进士身份进入

翰林院的王弘诲，不顾受株连的危险，
几度探监，为海瑞送物送药，给他以精
神道义的支持。

科举时代，读书人要想参与治国
平天下的事业，只有考取功名一条羊
肠小路。由于督学和考官们畏惧海峡
的惊涛骇浪，琼州的考场一直设在对
岸的雷州，使得科举之途变得陡峭而
凶险。岛上的莘莘学子，哪怕要考取
一个小小的功名，都要带着干粮、盘缠
涉过千山万水，渡过波谲云诡、海盗出
没的海峡，才可以进入庄严肃穆的考
场。有的一去便没了音信，非但功名
没有拿到，身家性命都不知丢到何
方。因此，士子缺考的情况历代都普
遍存在。明嘉靖年间，先后发生了两
次严重的海难，满载考生的多条船只
中途忽然遭遇风浪，呼天不应，全部丧
身鱼腹。每次罹难多达数百人之众。
带队的临高知县杨址因此殉职，官印

也随之沉入海底。时供职于翰林院的
海南人王弘诲，得知此事寝食难安，极
其沉痛地上书万历皇帝。在付出巨大
的生命代价之后，朝廷终于同意王弘
诲“奏考回琼”的奏疏，将考场设到岛
上。于是才有了明清之际数十人金榜
题名，考取进士的局面。

在这些进士人群中，定安高林村
的张岳崧，是海南科举史上唯一的探
花郎，还是清代岭南书法四大家之一，
自然为后人所称叹。但人们最不应该
被遗忘的，是他的孙媳妇许小韫，她是
海南的李清照，女性文学的杰出代
表。题为《柏香山馆即事》的两首绝
句，就显示出她的绝代风华：

绿阴庭院午风凉，阶砌名花各吐芳。
植就两株青翠柏，他年留得凛风霜。
小池微雨绉清波，荡漾秋风卷碧荷。
独倚栏杆无一事，闲将蚱蜢饲八哥。

可惜这位蕙质兰心的“定安娘
子”，生性过于纤敏，不能忍受尘世的
孤独，和对死去夫君的思念，在尽完一
个媳妇的孝道之后绝食而亡，让活着
的人都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海南岛上人文事业的薪火传承，
离不开定安的人杰地灵。这或许就是
南渡江到了澄迈瑞溪之后，还拐一个
大弯到定安去的原因所在。

溯流而上的遐想 独坐
■ 方世国

我在祖宅的后院
一棵老酸梅树下独坐，品味
落日的宁静

几只蝴蝶，飞到
果园、菜地，我在这里安置一根
白发和拐杖，寂寞与孤独
交给过往流水

一片云，从头顶飘过
那是少年的自已，随风，向着远方
那个碧蓝的高度。没有谁
知道云的故乡

那些年，我陷入时光烟波
沿着雾霾里的河道，水光涌动
顺流与逆流，都会让人
失足深渊……

风霜越过流年，也越过
时光的废墟，身后的这片果园、菜地
一壶茶，一把蒲扇，陪我
度过了又一个
傍晚时分

披一身暮色归来
■ 苗红军

村前小路上
老黑狗以忽而迎前、忽而跑后的抒情方式
来接我
使我迫切的脚步有些儿慌乱

院內倚在墙根的锄头们
像老去的大伯和乡亲
以除草的方式，在回忆
他们心里最亮丽的风景是庄稼得以开花结果

南屋厨房的烟囱，已经
升起一缕缕炊烟
告知，在田里劳作的父亲
饭菜快好了

可是今天，父亲并不知道
他的儿子风尘仆仆，从远方回来
他肯定还是要等落日下山
披一身暮色归来

一夜秋雨
■ 陈学军

明早醒来
窗外会改变的除了颜色
还有温度
这一夜曲调舒缓的秋雨
耐心地说服那些竭尽全力
不愿枯萎的山花野草
以及院落里
那树半月前还芳香四溢的桂花
适时离去
季节要开始布置冬的场景

彻夜秋雨
唱着一首悠长的离歌
为每一朵即将离开的小花
和每一片苍老到知足的叶子送行
那些已经成年的树
会不动声色
沉默注视脚下的
层叠的别离与凋零
红尘中，它们已看惯生命里的
初生、初遇与别离

今夜的雨
曲调平缓不疾不徐
叶落与花落的声响轻微
被湮没在万家灯火渐息
只剩霓虹依然闪烁的
夜空里
明早，清洁工会更辛苦
而我，对于明日窗外的颜色
不会讶异
毕竟几十年生命轮回中
我已读懂四季

立冬
■ 念小雨

河水已放轻脚步
两岸有新鸟来临，言辞紧闭

远去的歌谣，没有给出
唱回的时辰
尚未离别的叶子，借着水面
静等着风

眼神里的光阴，被一份安静
悄然控制
仿佛有巨大的孤独
正在提取，往日的证词

雨一声不响落下，学着
雪花的样子
速度缓慢，表现柔软

■ 陈道冠

小菜园在后院的外面，离院门二
三十步远。退休后，老伴闲来无事，提
出要做那个小菜园，我当时是反对的，
理由是我们吃不了多少菜，何况我们
还要经常外出呢。拗不过她，也就让
她做了。

一开始，我认为是很简单的事，不
就是开垦一小块地，种几株菜吗，做就
做吧，随她去了。可是真正做起来麻
烦事还真不少，首先是开垦那菜地，那
片地是树林中间的一块空地，周围的
树根都伸到地里了，挖起来特费劲，第
一天就让她双手打了好几个大泡，晚
上得给她消毒、挑水泡、上药。第二天
起来她仍感觉腰酸臂膀疼痛，全身无
力，但是她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
干了一个星期才把那块空地开垦出
来。她挖地七天，我为她揉肩膀、按
摩、用热水袋做热疗、为她用热水泡脚
也是整整一周。后来又让我帮她围上
铁丝网、安上抽水泵、做了一个钢管瓜
架。看到那个像戏台子的坚固的瓜
架，老伴连声说好，村里的妇女们啧啧
称赞，我脸上显示的却是苦恼人的笑。

完善了设施的小菜园，成了老伴
的心爱，早上到镇里喝茶回来的第一
件事，就是到小菜园看看，平时一有空
就进菜园，有时一呆就是一两个钟。
小菜园被她鼓捣得齐整有序，树阴底
下种生姜、中间光线最好的地方轮流

种植青菜、萝卜、西红柿、豆角、葱、蒜，
还有一小片地瓜叶，瓜架上苦瓜、水
瓜、葫芦瓜、青瓜轮流结果，周围靠近
铁丝网的地方种上南瓜、毛薯、红薯，
让其爬在篱笆上，地瓜的边沿，还种了
两棵良种木瓜，靠近院墙的篱笆边，还
有两株桑椹。说是菜园，也是果园，因
为西红柿、木瓜、青瓜、桑椹都是挺好
吃的水果。一年四季，老伴在菜园里
松土、除草、浇水、抓虫子，乐呵呵的。
苦瓜结了，很多虫子也来了，才长到指
头大，就被蛰烂了，她心疼至极，赶忙
用旧报纸做成套袋，钻到瓜架底下，一
个个包起来。西红柿结的果实硕大，
红的绿的，煞是好看，可是藤子经受不
住，趴到地下了，她用竹枝加塑料绳子
加固，让它们茁壮成长。菜苗刚长出
来，看到大雨要来了，眼看就要被淋
趴，赶忙用竹子搭架用塑料布遮盖起
来，虽然活不重，但是总干不完。她觉
得能活动筋骨、有事好做了，很爽快、
很充实。这样坚持几年下来，觉得原
来肥胖的身子灵活多了、结实多了、毛
病也少了，原来身体有轻度“三高”，最
近体检，发现“三高”没有了。老伴高
兴极了，逢人便说，小菜园还能治病
呢，真的很好。

老伴的小菜园，绝对不喷洒农药，
肥料是用邻居阿青哥家养猪产生的沼
液，可以说是百分百的绿色食品。以前，
我们到外面买菜回来吃，老伴经常闹肚
子，一直找不到原因。自己种菜吃了以
后，这种现象没有了，一问医生，说是她
的肠胃对残留农药过敏。小菜园治好
了她的肠胃病，这真是意外的收获。

在老伴的摆弄下，小菜园的各种
果菜生机勃勃，两个人根本吃不完。
每逢周末，我们都要到城里跟儿孙们
会合。周五的下午她就开始准备，到

菜园里摘新鲜的蔬菜、水果，每个儿女
家各一份，有时还多带一些给城里要
好的邻居和亲友。出门时可以忘记其
他东西，但是给儿孙的蔬菜、水果是不
会忘记的，因为她早早已经将其摆放
在小车的行李箱边上了。

老伴的小菜园，是来访的女性客
人爱去看的地方，她总是自豪地向来
客介绍她的产品。前些日子海口的老
领导和老朋友过来看望我，带来了各
自的家人。女同志看到那些绿色食
品，可高兴了，每人拔了一小捆青菜和
大蒜，有一位女士连地瓜叶也剪了一
大把。好些来过家里的客人，记不得
其他东西了，但是老伴小菜园的绿色
无公害蔬菜，总让她们念念不忘。

左邻右舍的嫂子婶子，经常来小
菜园里跟老伴交流。阿玉婶、阿珍嫂
和梅嫂是常客，她们经常是一边聊天
一边帮老伴松土除草；阿青哥用污水
泵抽沼液浇橡胶，只要老伴在家，一定
将水管伸进小菜园，让她浇个够；我们
家缺什么菜苗，谁家有了，一定送过
来，她们缺什么，只要我们家有，肯定
匀一点出去。老伴从不吝啬，让大家
喜欢什么品种的菜就大胆摘回去，菜
园里的圣女果、西红柿是大家的最爱，
经常是现场摘下来洗了就吃。小菜园
成了老伴跟村里婶嫂们沟通的场所
了。时间长了，大家关系很融洽，有事
互相帮衬。有一次上午十点了，海口
的几位老朋友，临时说要到老家来吃
土鸡。可是当时我们还在嘉积，回来
在路上要费一个钟呢。情急之下，打
电话让家里的玉婶和梅嫂帮忙，当我
们回到家，她们已经煮好饭、土鸡也在
锅里煮了，十二点，准时开饭。

老伴的小菜园，有这么多好作用，
是我们始料不到的。

小菜园浮世绘影

■ 吴精海

我家的老屋是曾祖父清末建的三
合院。高9尺6，单层瓦，泥土地板，没
有窗户，前墙从一米高处起砌12公分
墙，是村子里最高最好的宅院。我爷
爷排行第三，分得一房两厨，一厨房为
爷爷奶奶住。大爷爷家一房一厨，二
爷爷家两房一厨。上世纪50年代初，
全院住了大小17人，挤得热闹。

中堂的神床、八仙桌和太师椅给
我的印象最深刻。小时候最高兴的事
是过农历节，尤其是春节。神床上烧
香燃烛，中堂灯火通明，父辈们在八仙
桌上摆好鸡鸭鹅猪肉等供品，虔诚地
举行祭祖祈福仪式，大人们也要我们
学着三跪六拜九叩首。空气中弥漫着
香烛、硝烟和肉菜的芳香，年的独特味
道牢牢地种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时
我嘴巴馋，总嫌仪式过长。在那个年
代，财神爷不知哪去了，倒是送子观音
大慈大方，把我们九个兄弟先后送来
宅院，我们相处得很好。

在老屋的卧房，当曙色从瓦缝透进
来，父亲就唱起“这候天光东排白，畜物
讨食人谋生”的海南小调，院内鸡鸣，窗
外鸟叫。父亲下床，光脚，扛起农具，去
耕耘那祖祖辈辈汗滴的田地。我躺在
床上想，要是有一天，我们家的房间堆
满大米多好，因为番薯饭实在不好吃。

傍晚，微醺的父亲坐在床沿，吹起
他自制的竹箫。悦耳的箫声在村巷回
响。箫声告诉我，父亲今天很开心快

活，所有劳累随晚风飘散。听父辈们
说，父亲青少年时期，爷爷因种种原因
离家在外，年少的父亲头顶装满猪粪
的粪箕，趟过东山河，去换番薯和米。
新中国成立后，有了田地，父亲农闲走
村串户收废品，补贴家用和酒钱。箫
音把欢乐装进我的童年，我觉得父亲
很了不起。

晚上，小卧房里，母亲一边在海棠
油灯下补衣裳，一边给我讲过去的事
情，讲外婆家后朗村祖上读书中举人、
进士的故事，还有做人处事的道理，

“白直吃不了（正直吃有余），欺天（奸
诈）卖无钱”“长兄当父，长嫂当
母”……我似懂非懂，渐渐进入梦乡。

每看到炊烟袅袅，就想起母亲的
厨房。我不爱吃番薯饭，母亲总为我
煲米粥。感冒了，母亲为我做煲仔饭，
趁热吃下，发了汗，病就好了一半。儿
时我身体虚弱，母亲用枸杞、党参和童
子鸡为我炖汤，那香味弥漫的厨房装
满母爱的温暖。父亲的南瓜花炒鸡
蛋，爷爷采来鲜蘑煮汤，甜嫰鲜香。现
在的大厨，也烹调不出当年的味道。

爷爷喜欢爆花生米下酒，更喜欢
我。在他的床上，他跟我讲了好多名
人小时候的故事，还有笑话。有一个
我至今记得：一个爷爷拿出两个铜板
和两个瓶子叫孙子去打一铜板酒和一
铜板酱油。孙子出去一会儿就跑回来
问爷爷，哪个瓶子装酱油，哪个瓶子装
酒？爷爷说，随便。再出去一会儿，孙
子又跑回来问爷爷，哪个铜板买酒，哪

个铜板打酱油？爷爷气得吹胡子瞪
眼，在孙子屁股上打了两巴掌，边打边
说，这个铜板买酒，那个铜板打酱油。
爷爷经常跟我讲，人不读书就笨拙。
他还教我用英语从一数到十（他曾经
三下南洋），我也跟着学，因为我爱吃
花生米。

1969年，老屋那间房成了我的婚
房。1977年，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爸
爸，国家恢复高考，老三届的我，命运
在召唤。在这局促的老房，一盏煤油
灯，一杆水烟筒，一摞课本，一个月的
备考，终于圆了大学梦。

上大学前一天，我走到中堂的八
仙桌旁，轻轻抹一下桌面的灰尘，打开
了尘封的记忆。初三时，我因病落下
数学课，是王运辉老师骑单车来我家
给我补课。我俩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
椅上，老师边讲解边演算，直到我明
白。寒门来了大先生，是贵客，父母亲
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有一次，父亲悄
悄地杀了一只母鸡，挽留老师吃了顿
饭。母亲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
也像老师一样。八仙桌，见证了师爱
的无偿付出，诲人不倦的执着。中堂
把园丁浇灌的场景珍藏。

40岁那年，我搬出老屋。感慨万
千，九个重孙中唯我在老屋结婚生
子。我在老屋居住了40年，生命的根
系已深深地植入那里。

2006年，在我的倡议下，老屋修
葺一新。老屋虽然矮小，但在我的心
目中永远高大神圣。

老屋轶事

家在海南

流年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