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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他们要用双手来探一探海的鼻息
把木头的良善，打磨成最坚韧的角
槐木制成的龙骨，比它成树时扎根要深
它的果实需得在风暴中撷取

一艘好船，也是一把好刀
角粱的弯度，在他们手中得以开锋
它是要撞击最硬的水
把海里的刚性都劝退回岸
即便它轻得压不住一阵浪花
也有足够的理由撞破头盖骨上的逆流

铺上松木舱板
船的脊梁就撑开了一片大陆
于是它到世界的任意角落
撕裂季风，碾碎漩涡
把整副骨架磨砺出血肉的颜色

淡淡的桐油味无法掩盖曾经锐利的
胎动

它的体内始终汹涌着一股潮
那是几千枚螺丝钉也钉不住的声音
是渔家人世世代代最悠远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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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跟命运有关
听凭雷声响起
睁开睡眼朦胧的双眼
找自己曾经的归宿
不再是幽处的生灵
该亮的亮翅该撒的撒欢
花丛中蓝天上
鲜活的生命重新张扬

一切跟时间有关
恰似大自然的规律和结点
给予梦想创造性的空间
无论你去向哪里
你的方向就是我的方向
无须约定的邂逅最美
你去了我来了
犹如冬去了春来了

这是一个另类的复活节
是灵魂和肉体的真实回归
沉睡的是坐化
醒来的是涅槃
在一阵霹雳响彻云霄后
天空彩虹闪现
雷对虫说 别睡了
我叫醒你叫得好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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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是那样谦卑
在日月甚至星辰面前
总是波浪不惊
宽阔的视野
轻轻折射着太阳的光芒
是纯粹的太阳的光芒
没有掺杂任何自己
或是他人的想法，从来没有

大海是那样谦卑
人类已经了解
沙滩边，大海潮来潮往
人类连连惊呼
马里亚纳海沟是世界最深
超过珠穆朗玛峰的海拔
大海却从不张扬
从不让珠穆朗玛峰低头

大海，就是大海
她任由人们索取
任由人们穿行
任由人们赞美，或埋怨
她知道陆地和她的边界
她知道抵御不过沙漠的挤压
她知道陆地上山川河流
衬托出大海的宽广
衬托出海平面单一的神奇

大海的美丽
缘于陆地勾勒出她的曲线
大海的美丽
缘于太阳月亮星辰的照耀
春天写满了大海的味道
风帆依恋大海的声音
我期待着春天，升起风帆
驶向你，我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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篾匠住在我家对面。我们那
条街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叫他
黎叔。

黎叔家门前有一棵很大的菠萝
蜜树，遮天蔽日。天天见他不声不
响坐在树下编竹器，已经编了多少
年，不知道。总之，打从我们读小学
起，就看见他坐在那里，而且每天都
是日头还没出来，他就出来坐了，日
头下地了，他还坐在那。

放学回来，我们常常在菠萝
蜜树下玩耍。我们玩我们的，黎
叔编他的竹器，互不干扰。我们
看过去，见黎叔的两只手不停地
动着，他的目光却抛在街上，看街
上的光景，看匆匆走过的行人。
我们玩腻了，就走近去问：黎叔，
你天天在编，什么时候编完呀？
黎叔就把目光收回，落在我们身
上，说：我在编日子呢，日子编不
完的！见我们听不明白，又说：
我在编生活呀！我们还是听不
懂，说：哼，一个怪老头！后来，我
们才想明白黎叔说的话。黎叔确
实是在编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日子没完没了，他把时间掰开，
一分一秒编进去，把自己编成一个
篾匠，也编出了一家人的衣食住
行。他家六口人，老伴、两男、两
女，就靠他这门手艺讨生活。

三天两头黎叔就到周边山村
去砍毛竹。我们放学的时候，就
见黎叔拖着一捆毛竹回小镇来。
那青色的毛竹七八米长，黎叔扛
起一头，竹子在他身后颤颤悠悠
的，竹尾拖在地上，调皮地左甩右
扫，那条泥土街扬起一路烟尘。
这时，街上的行人急忙给他让路，
连路过的车辆也自觉地躲开。竹
子搁在那菠萝蜜树下，黎叔喘了口
气，就忙转回头，站在街边朝街头、
街尾、街中间作揖。我们问黎叔：
你向谁作揖？黎叔说：我搅得满街

尘土，要向街上的人致歉。我们
说：街上的人没怪你哩！黎叔说：
我怪我自己啊！

街上人的确都尊重黎叔，从街
边走过，都叫他一声。黎叔呢，不管
多忙，都要停下手，朝人家点点头，
又笑一笑。一天下来，他不知点了
多少次头。

我们喜欢站在旁边看黎叔编竹
器。他忙活时，神态轻松自得，动
作潇洒灵动。他坐在一张矮凳上，
腿上垫块破布，抓根竹子架在腿
上，那弯头刀扎下去，晃动几下，竹
子便噼里啪啦成一把竹片。他抓
起那把削篾刀，手腕一阵抖动，竹
片便削成长长短短的青篾片、黄篾
片、篾骨、篾叶，还有火柴梗大小的
篾丝。他开始编织时，神情更加淡
然，目光在街上来回飘移。他的两
只手很粗糙，可十个手指却很灵
巧，只见他的指头弹动着，篾片在
他的指尖、指缝跳跃，在他的面前
舞动，让人眼花缭乱。不一会，一
个竹器就变戏法般呈现在眼前。
黎叔的手巧，会织箩、会织筐、会织
篮、会织篓、会织盘、会织筛、会织
席、会织帽，还有簸箕、畚箕、鸡笼、
鸭笼、鱼笼、桌罩什么的，而且每一
种都能织出几个式样，圆的、扁的、
方的、长的，按他的话说，只要见过

眼，他什么样的竹器都织得出来。
但是，听见我们夸他时，他却很局
促，接着反过来夸我们。黎叔不认
字，他说：读书人才了得呢！抓一
杆笔上点下勾，左撇右捺就成一个
漂亮的字，好看，又有用，读书人肚
子里装着千万个字，要哪个，就蹦
出来，太神奇了！

黎叔虽然羡慕读书人，可他从
不妄自菲薄。他说读书了不起，可
读书也是为了生活，编织也是为了
生活呢，何况篾匠的生活连着万户
千家。我发觉，有人来请黎叔织大
谷筐时，他很兴奋。他总是笑眯眯
地问：今年又丰收啦？接着又说：
织，现在就给你织！我们这里人叫
大谷筐做“拔”，圆圆的，直径一米
多，有人头那么高，能装成千斤谷
子，丰收时节，农户都造“拔”。这
时，黎叔不再坐在矮凳上，弓腰爬
着，架好竹梗，先织出个圆圆的“拔”
底，像一口巨大的盘，四周再向上边
竖起篾骨，然后让篾片错错落落绕
着篾骨转，一圈又一圈织上去，织成
时，像一个小炮楼。

篾匠的工作辛苦，枯燥，可黎叔
的日子并不枯燥。他经常拿一些残
篾剩竹织成小猫、小狗或者小桌、小
凳送给街坊邻居的孩子们，孩子们
都喜欢他，一看见他就叫：黎叔好！
他编织的鸟笼很漂亮，可从不卖，都
挂在那棵菠萝蜜树下。谁买来鸟，
或者抓到了鸟，就装进笼子里喂
养。结果，树下的笼子里都装满了
鸟，有八哥、鹦鹉，还有山鸡。天天
都有许多人坐在树下乘凉，看鸟，听
鸟，当然也和黎叔聊天。后来，又有
许多鸟飞来停在那棵菠萝蜜树上，
这里四时鸟声嘈杂。某个时候，要
是有人突然叫一声：黎叔好！鹦鹉、
八哥们也纷纷跟着叫：黎叔好！树
下的人也都乐哈哈的，黎叔更是乐
得手足无措。

其实，在虾塘鱼塘还没有大行其
道的时候，我们整个小渔村里的村民
都是靠制盐为营生的。

从村子里出发，顺着那一条与绕
村小河并行的小路，向大海走去，在铁
闸门和红树林之间就出现了一大片纵
横交错的盐田。村里每户人家一片，
是当时的人们日月奔波劳碌的主要场
所，也是在那里，我从小就感受到了美
好的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气息。村里
那一条通向大海的小河则是人们制盐
的主要海水来源之地，这些盐田基本
上也是依傍着它而建起的。它之所以
半路被铁闸门拦住，其主要目的就是
为了控制大海涨潮时流向村庄的海水
流量。

我们家的盐田离村庄较远，更接
近那一片茂密的红树林。每天清晨，
天刚蒙蒙亮，父亲和母亲便早早去盐
田抛盐沙。我们家一共有四个盐沙
井，父母亲得赶在日出之前把四个盐
沙井前的那些盐沙场抛匀盐沙，以便
每一粒盐沙都能更好地接受日光的照
射。每个盐沙场的外围都围着一条条
人工挖掘的小渠沟，海水就是顺着这
一条条小渠沟来到盐沙井的面前。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悠悠，它们一
直在静静地对视，诉说着一个又一个
光阴的故事。

阳光越灿烂，盐沙受到日晒的程
度就越深。这样一来，小渠沟里的海
水经过盐沙过滤后所变成的卤水咸度
就越高。卤水的咸度一高，晒成的海
盐量就多。因此，村民们都特别喜欢
阳光充足的日子，即使一到夏天，他们
就被烈日晒得皮肤黝黑，只剩下一双
黑溜溜的眸子，他们的笑容却依然是
万分富足的。

所有记忆中与盐田有关的日子都
是从夏日开始的。可母亲说，其实我
们的日照时间从每年的三四月份就已
经开始了，制盐的日子苦啊，她生下我
才几个月，因为阳光充足，就开始和父
亲忙活盐田的工作，把我丢给小姨照
顾，根本就没时间多看我一眼。每天
下午一到两点半，村里的人们就穿着
长衣长裤，戴上草帽，相约往盐田走
去。水是要带上一大桶的，烈日炎炎，

没有人承受得住烈日的灼烤而不补足
水分。一到盐田，大伙儿就忙开了，父
母亲先把清晨抛匀的盐沙刨进盐沙坑
里铺平整，然后用大长勺从小渠沟里
把海水舀进盐沙坑，海水浸过盐沙，过
滤之后就变成了高咸度卤水，再慢慢
流进盐沙井里，最后再把过滤好的卤
水挑到盐槽边的卤水井里。我每次跟
随父母去盐田，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
是给汗流浃背的他们端茶水，看他们
喝完水后那满足的一笑。等所有的卤
水都过滤好了，父母亲又得把盐沙坑
里的湿盐沙挖出来堆放好，等第二天
清晨再把它们抛出去接受日光的普
照。所有的工序就这么重复着，一日
过了一日，一年过了一年，父母青春的
脸上渐渐出现了时间的痕迹，皱纹在
他们的眼角刻下了岁月的沧桑。

我是上了小学才帮父母亲铲盐
的，每天下午放学后，直接把书包背去
盐田，丢在父亲搭好的凉棚里，喝一大
碗父亲冲好的红糖水，就开始拎起盐
铲铲盐。我们家的盐槽都是父亲和母
亲用水泥一小格一小格地砌成的，每
隔七八平方米就有一个卤水井，里面
每天都盛放着父母亲辛辛苦苦过滤好
的高咸度卤水。每次低头俯看它们，
看父亲把一桶一桶的卤水挑来倒进卤
水井里，那一晃一晃的朱红色的涟漪
在我的心里开出了一朵又一朵美丽的
小花。

太阳渐渐地西斜，我总能赶在太
阳下山之前把所有的盐都铲好，堆放
成一座座雪白的小小的盐山，一切看
上去都是那么晶莹而美好。海风习习
而过，我喜欢坐在黄昏渐逝的凉棚里，
默默地看着父亲把我铲好的小盐山一
铲一铲地铲进大箩筐，然后一步一沉
地挑去盐仓。一担连着一担，直到夜
色浮起，他的背影在夏天的风里渐渐
淡成了一幅潦草的铅笔画。

每次回家的时候，经过日渐堆满
的盐仓，我总能看到父母脸上露出的
那种无比满足的笑容，仿佛那里堆满
的不是白盐，而是他们对未来生活的
美好向往。

后来，人们开始流传起我们盐
田里制造出来的盐不含碘的话语，
渐渐地，就再也没有收盐人骑着单
车到我们村的盐仓收盐了，整个村
庄里的盐田慢慢变得荒芜了起来。
长年靠制盐为生的人们开始谋划着
新的出路，村里原先存在的虾塘鱼
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部分海产养
殖所带来的收入在这时给人们提供
了新的机遇。

没多久，轰隆隆的挖掘机开进了
盐田，那一片片在童年里飞翔的盐田
时光渐渐消逝，一大片一大片纵横交
错的盐田也顷刻消失，在时光的渡口
失去了踪迹。多年之后，当我再次重
返故乡，那些消失的盐田又一次浮现
在了我的眼前。

那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我又一次
陪伴远道而来的友人来到心灵的港湾
汉代古港大汉三墩。站在仿汉长堤
上，轻柔的海风扑面而来，久违的惬意
顷刻盈满心间。此时此刻，从心底间
奔流出来的激情，让我再次强烈地感
受到生命的快意。

夕阳西下，港湾里的红树林的叶
片上和水面上铺满一层金灿灿的阳
光。海风吹过，波涛涌动，阳光在浪花
中跳跃，闪闪发光，煞是好看。成群的
候鸟在天空上铺天盖地飞过，清晰的

海面上鱼儿在游动，夕阳下的大海充
满快乐的气息。远处密密麻麻长着木
麻黄的三墩岛像北京的鸟巢镶嵌在海
面上。此时，夕阳挂在鸟巢的上方，太
阳、大海、小岛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构
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风景画。我想，
此刻三墩岛上的莲花石滩和牡砺花滩
该别有一番风情吧。为让友人不虚此
行，我便带他们乘船上岛。

踏着海浪堆起的小贝壳一路走
来，不经意间就到了莲花石滩。此
时，适逢涨潮，莲花石一半露出水面，
一半隐隐约约淹在水里。虽然来过
多次，但石开莲花的美景让人百看不
厌。莲花石有的含苞待放，有的雍容
盛开，千姿百态，惟妙惟肖，让人目不
瑕接。友人中有几个摄影发烧友被
这美景所吸引，拿起相机拍个不停，
就连海水弄湿了裤子都不顾。一阵
海浪扑来，把我脚底下的莲花石淹没

在水中。少顷，浪潮退去，一个逼真
的出水芙蓉呈现在眼前。那带着水
珠的石莲花在夕阳的映照下，闪闪发
光，仿佛一个神物，让人赞赏它的美
丽的同时，生出了敬畏。这是我一生
中看到最美的一块石头。那一刻，我
的心为之震撼。我在惊叹造物主的
神奇时，感恩它给徐闻子民留下这么
一笔丰厚的自然遗产。同行的友人
无不称赞：太神奇，太美了！

前方不远处的牡砺花滩，又是一
处令人心醉的胜景。这中间，隔着一
湾浅浅的海水。为探寻牡砺花滩的奇
景，我和友人脱了鞋，卷起裤子，赤脚
涉水向牡砺花滩走去。冬日的海水有
点凉，像小鱼咬着我的脚，很奇妙。脚
下的贝壳不时地刺着赤脚，有点痛，怕
被划破皮肤，我们很小心地走着。铺
了一海金灿灿的阳光，美得让人沉醉，
因而生出对生命最美好的情愫。一会
儿，我们便置身于梦幻般的牡砺花滩
中。这是一片神奇的石滩，由成千上
万个万年石头贴连在一起，每个石头
的上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牡砺，形成
了规模宏伟的牡砺花滩。那盛开不败
的牡砺花，生生息息，展示着生命的神
奇和不朽。此时，牡砺花滩中有十多
个村姑在打蚝，她们边说着笑话，边熟
练地敲打着，似乎生活上的烦恼与她
们无缘，这是多么快乐的人生啊！夕
阳把她们的身影长长地留在牡砺花滩
上，也一起把她们的快乐留下。于是，
这个海岛，这片海滩就成为每一个人
心灵的港湾。在这里，可以远离尘世，
远离功名，远离争斗，每个人心灵都得
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此时此刻，我不
再向往宁静的梅里雪山，也不再向往
世外桃源般的香格里拉。我为自己能
找到心灵的归宿而感到骄傲。

火球似的夕阳慢慢地沉入了远方
的大海，夜色中的三墩古港变得迷蒙
而神秘。在船夫的一再催促下，我们
依依不舍地登船离开。淡淡的夜色
中，几只海鸥在三墩岛的上空盘旋
着。它们依依不舍的身影，寄托着我
们对这片神奇土地的相思和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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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树梨花压海棠”是
苏东坡的诗句，并且还说得有鼻子
有眼，“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
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
花压海棠”。说这就是苏东坡对北
宋词人张先八十多岁娶十八岁小妾
的调侃诗。

但我翻遍苏东坡的诗集文汇，根
本找不到这首诗的身影，倒是清初诗
人刘廷玑有一年春天到淮北巡视部
属时，见一叶姓民家“茅舍土阶，花木
参差，径颇幽僻”，尤其发现该户人家

“小园梨花最盛，纷纭如雪，其下海棠
一株，红艳绝伦”时，脑海里立即蹦出
一首老人纳妾的绝句：“二八佳人七
九郎，萧萧白发伴红妆。扶鸠笑入鸳
帏里，一树梨花压海棠。”这首诗收录
在《在园杂志》卷一中，题目就叫《宿
迁叶姓查声山联》，有名有姓，白纸黑
字，千真万确。

但不管苏东坡有没有写过类似
的诗，他调侃过张先晚年纳妾倒是
事实。在《东坡集》中，明明白白地
收录了一首《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
买妾述古令作诗》：“锦里先生自笑
狂，莫欺九尺鬓眉苍。诗人老去莺
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柱下相君
犹有齿，江南刺史已无肠。平生谬
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不过
人家张先也不在乎，不生气，面对苏
东坡的调侃还写了一首自嘲诗相酬
和，其中有这样两句曲为辩解，深得
子瞻激赏：“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
蝴蝶为春忙。”

的确，梨花的白，海棠的红，激
起无数文人骚客为之泼墨，清代袁
枚七十岁的时候写的《不染须》一
诗，其中的“开窗只替海棠愁，一树
梨花将汝压”，用的也是此典。不管
怎样，“一树梨花压海棠”成了后人
对老夫少妻，“老牛吃嫩草”的委婉
说法，倒是事实。尽管如此，海棠依
然没有像桃花一样，成为女人轻浮

的象征，真是幸运。这也是人们爱
海棠喜欢海棠的原因之一吧。

海棠作为春花秋卉，要比桃花
美丽得多，鲜艳得多，那么早就被文
人与梨花捆绑一起，能出污泥而不
染，实属难得，实属罕见。所以在曹
雪芹笔下，常把海棠与芭蕉相伴，

“怡红快绿”之境尽显海棠的闺阁风
度，让这个官宦之家的“官二代们成
立的诗社也有了“海棠社”之名，更
显得海棠的高贵了。

我老家院里有一株春海棠，也
就是专业人士说的木海棠，花开非
常鲜艳，前年好友送我一盆草本海
棠时，我才知道天下还有秋海棠。
其实我们读的很多书中，包括《红楼
梦》在内都提到了秋海棠，只是我们
没有注意罢了。

我见过的都是红色或者是嫩红
色的海棠花。但据《花镜》中说，海
棠除了红色，还有其变种黄白二色，
可惜我没有见过。记忆中《红楼梦》
里贾芸曾经弄到两盆“白色海棠”孝
敬宝玉，这说明曹雪芹是见过白色
海棠的。古代文人笔下的海棠的确

不少，龚定庵《西郊落花歌》里就有
歌颂海棠的。我曾经在北京虎坊桥
晋阳饭庄见过二三百年前的老海
棠，那里是纪晓岚阅微草堂旧址，二
三层楼高的海棠树让我一饱眼福，
实在幸运。

当然，不仅仅北京人喜欢种植
海棠，全国各地都有海棠的种植，据
说四川就是海棠的老家，宋人沈立
的《海棠百咏》第一首就这样写道：

“岷蜀地千里，海棠花独艳。万株佳
丽国，二月艳阳天。”所谓“二月艳阳
天”，说得肯定是春海棠。不过在四
川，木本海棠春天开过花后，有时秋
天也要开放。我就曾在成都的草堂
公园，见过十月中旬的海棠花，虽然
没有春花繁茂，但也花满枝头，十分
可观。

四川的海棠多，还一年两季开
放，加之又是海棠的产地，所以到过
四川的文人，多有诗词吟诵。正是
因为此，杜甫没有写过海棠诗，于是
引起好事者的猜测，宋人王禹偁在
自己的《诗话》里就曾经瞎琢磨，说
杜甫的母亲名叫海棠，所以杜甫不
写海棠。这种无稽之谈根本不值得
一驳，但李笠翁等一些严肃的文人，
还忍不住予以驳斥了：“然恐子美即
善吟，亦不能物物咏到。一诗偶遗
即使后人议及父母，甚矣，才子之难
为也。”

海棠引起文人争论不休的另一
个话题，就是她有没有香味。很多
文人将鲥鱼多刺、金桔味酸、莼菜性
寒、曾巩不能诗以及海棠无香，称为
五大憾事，为此也有不少人予以驳
斥，李笠翁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他拿郑谷《咏海棠》诗为证：“朝醉暮
吟看不足，羡他蝴蝶宿深枝。”没有
香气，怎能招来蜂蝶，“有香无香，当
以蝶之去留为证”。真是难为李笠
翁了，看样子，李笠翁才是真正的海
棠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