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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春浓。一城山水漫花红。
故地重游，浪堤伟岸向蓝空。
威雄。傲苍穹。双娇如画贯长虹。
轻涛拍岸欢浪，璀璨楼宇醉巅峰。
九衢三市，鹏游试目，静听翔凤飞龙。
雅兴依逸境，蜂香蝶趣，情不由衷。

灯彩月色朦胧。辉煌浸透，浪漫步
轻松。

黎歌舞、广场妙韵，笑里春风。
乐融融。放纵梦想，珍珠赛馆，举

世争同。
一杯浊酒，畅饮江天，岁月流水无穷。

几度春秋寄，当初问梦，旷浪征鸿。
记得狂涛泛滥，遇黎民百姓困重重。
策谋治水安邦，拓河筑坝，城绿青

山共。
念世名、多少英雄颂。忆往昔、来

去匆匆。
问此时、乐在城中。看流水、画意

向江东。
任情挥洒，清波荡漾，醉落天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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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瓣的相思 行走乡间
一抹阳光涂染乡情的脸颊
用淡淡的香 一路擦洗尘土的味道
被五彩的霓虹豢养
成为岁月墙头的复瓣

抹在唇上的青春只是短暂的红艳
春天一瓣一瓣地菲红
缤纷凋落
风的蹂躏 都成为高贵的奢望

无情的流水
从不承载无根的乡愁
从泥土中来归于泥土 从梦想中来

归于现实
只剩下 绿色掩盖后
扎在空中的
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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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十月怀胎的痛楚
单那一朝分娩
您就相当于被踢断
20根肋骨 遍体鳞伤
谁能如你
忍受得住这般的万苦千难

从嗷嗷待哺到蹒跚学步
从牙牙学语到字正腔圆
流下了您多少的汗水
凝聚了您多少的苦痛心酸

我若安好 便是晴天
在你的生命中
这就是至理名言
你那孱弱的肩膀
既是坚不可摧的房梁
又是得遮风挡雨的伞

如今哟母亲
你的步履是如此的蹒跚
拖着长长的夕阳
成天在村口久久地盼望
曾经游刃有余的千层线
在你混浊的目光中越长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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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意不当，我想先搁下
向右翻了翻身
离开高谈阔论，借一盏灯光驱赶

世俗
止不住的依然高傲
我在回头时，散落一地的是我内心

的恐慌
归期是病
思乡的路朝向远方，有人擅长提醒

内心
挂上乡愁的门诊
青石小路变卖了多年之后的往事
让交叉的高架桥突然有了冲动
拐个弯，又回到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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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从早上醒来开始，就要我拿
一把椅子放在门口。等到下午，她看
了看墙上的挂钟，要我扶她到门口。
她就那么缓缓地坐在竹椅上，缓缓抬
起头，看西边的太阳缓缓地落下去。

有时候，奶奶看着夕阳会露出一
丝捉摸不透的微笑。有时她会莫名
其妙地抹眼泪。大多数时候，她就那
么呆呆地看着夕阳，就像看着她波澜
不惊的一生，直至夜幕沉沉，家里的
猫悄悄钻到竹椅下面。

之前奶奶一直身体很好，她会经
常买点三层肉，然后装在一个白色塑
料袋里，穿过大半个村庄，慢悠悠地
拎着这几两三层肉，一脸的满足。当
时她自己住在老屋，用柴火做饭。她
认认真真地把三层肉切成一片一片，
很薄，很均匀，然后在烧热的铁锅上
倒上几滴油，三层肉一片片摊在铁锅
上的时候，老屋里就弥漫了柴火味和
肉的香味。

奶奶吃肉很慢，很讲究，她会把
金黄的肉片一片一片盛到盘子里，
然后打好半碗米饭。她端坐在饭桌
前，一个人低头看着一盘子肉片，静
默几分钟，然后轻轻夹起一小片，小
心翼翼地咬一小口。她牙齿只剩下
五颗，上面三颗，下面两颗，她把肉
片放在嘴里咀嚼，很像吃口香糖，她
咀嚼一两分钟，有时候肉真的嚼不
烂了，她就一扬脖子吞下去，顺势吃
上一口米饭。

没有吃完的肉片，奶奶就放在桌
上，用一个碗倒扣着。夏天苍蝇多，
奶奶就会到村东头代销点买几张苍
蝇贴。当然，有时候她也会用麦秸扇

“啪嗒啪嗒”打苍蝇。
那个时候的奶奶，与子女们很少

来往，她要么从村东走到村北，要么
就回到老屋看着墙上爷爷的遗照发
呆。老屋上空的夕阳那个时候经常
会把光线漏进老屋的天井，奶奶好像
从来没有留意过。

我很少去老屋，老屋太老了，很
多木板都开裂了；天井里的水缸落满
灰尘；楼上有不少老鼠和猫出没。老
屋的大门，奶奶从没开过，她进出喜
欢从小门走。有一次我从大门经过，
看到大门口的屋檐下有不少鸟窝，地
上一片鸟粪，我把这事告诉父亲，父
亲说，老屋有老屋的活法，由它吧。

夕阳下，有时奶奶在巷子里遇到

我，叫我一声小名，然后就埋着头，佝
偻着腰渐渐远去。

奶奶没有给我买过一次零食，但
是，有一次放学回家，奶奶来到我家，
从围裙里掏出两个苹果，一支毛笔，
一个木制口哨。奶奶说，她和几个朋
友坐火车去了一趟远方的寺庙，苹
果、毛笔和口哨都是寺庙门口买的。
她很严肃地催我，苹果吃吧，毛笔写
吧，口哨吹吧，我孙子会有出息的。
她说的时候，脸色很好，眼神很亮。

夕阳照进窗口，奶奶走出家门
口，我在她的背影里想象她跪在佛前
的样子。香烛摇曳，烟雾缭绕，佛像
看着她，她把一辈子的祝福随着白发
一一叩下去。

奶奶感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熬
了一个星期，后来痛得受不了了，她
叫我父亲带她到村诊所挂葡萄糖液，
在她的观念里，任何疼痛挂葡萄糖液
就好了。后来，父亲带她去医院检查
的时候，她竟然都不问医生检查的结
果，就要求回家。她对我父亲说，你
爸昨晚托梦了，来的总会来，八十多
岁了，在哪里都不如回家好。

二表哥开着面包车把奶奶从县
医院接回来。一路上奶奶什么话都没
说，她无力地把脸贴着窗，默默地看着
远处天边的夕阳。下车的时候，她对
大家说了一句“傍晚的太阳真好看”。

母亲给奶奶煎她喜欢吃的三层
肉，奶奶勉强坐起来吃几口。她日渐
消瘦，脸色蜡黄，终日躺在老屋的老
床上。第三天，她要到门口看夕阳。
那个时候，她坚持叫我父亲打开老屋
的大门。

饭有时候是我送的，奶奶见到
我，第一句话就是“孙子，太阳落下去
没？把竹椅搬到大门口，我要坐坐”。

奶奶在大门口坐在竹椅上呆呆
看夕阳的时候，我就把饭菜放到饭桌
上，我问过奶奶，要不要喂她，她摇摇
手，要我陪她看夕阳。

我实在看不出夕阳的美，我看着
憔悴不堪的奶奶于心不忍，只好默默
陪她。有鸟从远处飞回来，在屋檐下
叽叽喳喳；有风也从远处吹来，屋檐
上的几株狗尾巴草，在风中摇头晃
脑。村上空炊烟袅袅，远处的夕阳在
烟雾中一脸忧伤。

奶奶不和我说话，她会自言自
语，说那袋米怎么长虫了，说那双棉
鞋做小了，说那条鱼就挂在走廊上等
后天除夕了再吃吧。

奶奶后来一个星期不能吃饭。
最后那天，她挣扎着起来，要父亲抱
她到大门口看夕阳。那天，奶奶先是
要父亲帮她梳头，然后叫父亲给她换
上一件灰色的新衣服。

奶奶还是坐在竹椅上，竹椅背上
刻着爷爷的名字。奶奶看了一眼父
亲，让父亲走开。父亲说，你要吃
饭。奶奶说，不用了，把饭端走吧，吃
了一辈子米饭，吃腻啦。父亲走进老
屋的时候，就听到了奶奶撕心裂肺的
哭唱“哎呀呀，我的命啊……”奶奶的
哭唱在村上空弥漫开来，很多村里的
人都突然愣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奶奶的哭唱是村里最好的，奶奶
为村里的丧事，为村里受了惊吓的孩
子，都哭唱过很多次了。

奶奶这一次，哭唱里全是她的父
亲母亲还有我的爷爷。哭唱全是用
的老土话，我能听懂这么几句“我的
爷爷呀，我腌的萝卜好吃吧；我的奶
奶啊，扇子我来帮你摇吧；我的老头
子啊，那半块豆腐留明天吃吧”。父
亲蹲在地上，然后就啪嗒啪嗒地掉起
泪来。

那天，奶奶哭唱了一个多小时。
哭唱后，奶奶连续在床上躺了3天，
然后就走了。

最后的记忆，是穿着白色孝服的
一行人走在夕阳下，给奶奶送行。一
路纸钱，一路鞭炮，一路哭声。

老屋的门锁上了，巷子里的足音
是奶奶咀嚼三层肉的声音。夕阳还
在，风还在，狗尾巴草还在。

海南儋州北部峨曼镇有一条长
约五公里的黑色火山岩海岸，坐落三
个并排的村庄：细沙村、盐丁村、灵返
村。三个村庄面朝北部湾大海，岸上
黑石嶙峋，如一道天然堤坝挡住汹涌
的浪，海水从黑石的夹缝里缓缓地流
到岸上。先民用黑石砌成盐坛，或把
黑石凿成盐槽，铺设成海岸盐田，开
始了晒盐为生之路。1200多年来，
三个村庄的盐田保护完整，晒盐技艺
传承至今，盐味甚浓，古风犹存。

在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的潮间
带，除了盐槽盐坛之外，附近还配有
石头砌成的蓄卤池，竹草编织的过滤
池，开阔的晒泥场，石头结构的储盐
房。制盐之日一般选择烈日当空，盐
民把晒泥场上被晒干的海滩泥堆置
过滤池，再浇上海水，过滤的水再从
过滤池的一个口子流入紧挨的蓄卤
池成了卤水。然后，再把卤水舀到盐
槽盐坛爆晒，时至下午或傍晚盐就制
成了。此时，一眼望去，夕阳下那片
盐田像盛开了的朵朵白花，在海风轻
轻吹拂下，与落日交相辉映，景致着
实迷人。

每一个村庄的盐田各不相同，千
姿百态。或依岸而成，或依石而成，
或依村而成，自然天成。从古至今，
虽各为其田，但又有黑石盐道互通，
三个村庄的盐田连成了一片亘古不
变的生态石花带。

村落的古宅、村路及围墙，多数
是黑石砌筑而成。黑石的村庄紧挨
着黑石的盐田，可谓半村盐田半村
石。开门见大海，出门便是盐田。
星罗棋布的圆形盐槽，是大海生生
不息的胎记，也是村庄永不褪色的
历史符号。

“盐丁村”名副其实地宣示：我们
是盐民！晒出的盐要让更多的家庭
人丁兴旺。在盐丁村盐田通往灵返
村盐田的一条黑石盐道的尽头，有一
座用黑石垒起的石山，长久以来村民
每添一丁就放置一块石头，以求海天
保佑。渐渐地久积成山，成了见证血
脉的圣山。看这垒起的大小不一的
黑石，有一种众志成城之威，有一种
心存感恩之爱。

海上捕鱼，岸上制盐，是村民一
年到头的为生耕作。晚上渔火通明，
海风习习，树叶微微而动，只听到细
浪与渔舟窃窃私语。白天出海的，晒
盐的，男男女女忙碌的身影晃动着那
片湛蓝的海。静谧与躁动都如此带
有海的基因。

这里的人们性格豪爽耿直，勤劳
勇敢，质朴坦诚。火山爆发的裂变与
沉静，大海的宽阔与险恶，给予这里
不屈不挠的血统。连长在盐槽、盐坛
边和围堰石缝里的野草，也不惧烈日
晒和海水泡，顽强地生长，尽情地开
花。

海岸上，大大小小的盐槽，方方
正正的盐坛，错落在深深浅浅的沙滩
上，好像是从大海深处踏浪而来，向
陆地延绵海的生命，以润泽与它相伴
相生的人们。日出日落的霞光时分，
盐槽和盐坛那自然的曲线、直线交错
在弧形的海岸线上，被斜阳映照得如
诗如画。白鹭宿栖在红树林上，真担
心从这画面里飞走。

在一块黑石旁，一位黝黑盐工
说，在烈日下晒盐，自己也被晒得像
黑石一样黑啰。望着盐田那一堆堆
纯白的盐，从黑白两极中，让人想到
白天与黑夜，想到阴与阳，想到苦与
乐，想到悲与喜，想到故乡与他乡
……想到泪水和汗水的咸味是有色
彩的。

起风了，在靠近盐田的渔港，几
十条小船上的国旗迎风飘扬，映红了
港湾，也映红了盐田。风轻轻地掠过
海面，海水的波纹重叠着向盐田涌
来。一朵朵白云，好像很眷恋盐田上
那如云的白盐，依依地盘旋在炊烟升
腾的天空忽近忽远，有的像垒起的
石，有的像回港的帆……

忙活了两个多月，院子终于拾掇
完了。

地面铺了青白色的花岗岩地
砖。六十公分高的院墙，也是花岗岩
石砖贴面儿。这颜色素净清爽，且渗
水性好，看上去很舒适。矮墙上面安
了白皮松原木的栅栏。栅栏的颜色
原本想刷成板栗或者东欧红，后来看
左前方一楼栅栏的板栗色太深，东欧
红刷了几根，又感觉太艳。和周围的
碧海蓝天、鲜花绿树以及院子的地面
颜色不搭，显得突兀扎眼。于是又改
成了原木色刷清漆。老魏大哥一开
始就主张保留原木色，说这样才接近
自然。我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但妻儿
觉得还是带点颜色好看。

我这人一向缺少主张，就一遍遍
征求老妻和儿子以及儿媳的意见。
还在小区里面拍了很多一楼栅栏颜
色的照片，发给他们参考。整得他们
也没有了主见。商量来商量去，最后
他们的意见是“你看着办吧”。又把
皮球推到了我这边。征询负责施工
的李工，他也说带点颜色好。并且说
海南这边没什么人刷原色，怕过个三
两年会脱漆。脱漆倒不可怕，大不了
再刷一遍。于是我就咬咬牙做了
主。现在看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原
木色的栅栏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透
着清亮和舒爽。

院子不大，四五十个平米。西北
角特意留了一小块菜地。打算种点
茄子、辣椒和韭菜什么的。虽然生长
在农村，但打小求学，于农事实不擅
长。就当作是一种怀旧和乐趣吧。

另外还砌了两个小土池子，一个种了
一棵柠檬，一个种了一棵番石榴。两
棵树苗买来时就挂了果。番石榴熟
透后尝了一下，味道不错。柠檬的果
子有七八个，眼下已经有鸭蛋般大
了。西面山墙边种了两棵百香果，一
棵据说是紫色果实，一棵是黄色果
实。现在也长势旺盛，枝蔓已经攀爬
到了旁边的树上。后边的邻居说，这
东西结果很快。他们家去年种上的，
今年就挂了上百个果子。如此看来，
明年这时候就能够收获了。

栅栏外面原先是小区的绿化带，
种植了冬青和草皮，还有三棵常年开
花的黄槐决明，一大丛开水红色花的
三角梅，以及一大棵叫不出名字的常
绿乔木。冬青容易生蚊虫，叶子老是
干干黄黄的，挺显脏。于是听从邻居
建议，换种了九里香和米兰。九里香
的花和茉莉花差不多大小，也是白
色，一簇簇的攒在一起，香气特浓
郁。米兰大家都知道，小米粒般的花
朵，开起来能香半个小区。中间还间
杂着种了几棵非洲茉莉、澳洲凌霄和

绣球、栀子、金银花等。年前买的两
棵四季桂和一棵金桔也栽在了门
前。整得是要香有香，要色有色。这
些花都是我开车去海口花卉大市场
买的，费了两千多银子，拉了两趟。
但效果很好。业主群里经常有人说，
每当走过我家小院前面的时候，都能
闻到花香。这次回来，一见面老魏大
哥和老魏家嫂子就高兴地说，米兰和
九里香又开了一茬，他们在楼上都能
闻到。

前几年流行一句话，叫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我这小院临近小区
东门，出来进去的人都经过这里。
花香散发在空中，既愉悦自己又惠
及邻里，想来也是一件有点意义的
事情。

孔子说“里仁为美”。小区里的住
户，大多是同我一样的天南海北人。
而且有很多是儿女买来孝敬父母的。
住在这么一个临近大海，花园一般的
小区里，粗糙的心也渐渐变得细腻起
来。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虽然大家
赞美的是花香，但还是感觉美滋滋的。

就在此刻，我坐在院子一角的阳
台上写这篇文章，还不时能闻到院墙
外随风飘来的阵阵香气。

虽然海口的阳光很炽热，但是有
了九里香和米兰的花香，也就有了几
分清爽和惬意。

一时诗性大发。不觉口占打油
一首：

丹桂米兰香自远，柴扉木栅近天
然。闲邀风雨庭前坐，一茶一书四月
天。

夜冷寂，从稻田边走过，觉四野空
旷无言，虫鸟俱已入眠。抬头望见星
子遥遥，一粒一粒闪烁在高处。这几
日刷手机，看见大家都在相传“外星人
信号”的事，叫做“快速射电暴”，一些
文章说“不排除有外星智慧的存在”。
这文章一出来，大家就嗨了，说真要有
外星人向着我们地球发信息，那么到
底是回复还是不回呢？回复的话，你
尚不知对方怀的是善意还是歹心，若
是歹心，地球可就要遭难了；不回复
呢，就不仅不礼貌，而且，也不是那么
甘心的……这消息出来，热闹了一天，
次日我就看见有人出来辟谣啦，说这
是“过度诠释”，很不科学；科学的说
法，应当是这样——“在此时此刻，对
于这些讯号到底是怎么回事，靠谱的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知道！”

好嘛。
科学不承认没关系，人类还有幻

想。
人在乡野，确实更常抬头望天。

我们白日，在田地劳作，脚踏实地，晚
上推窗望月，仰望星空，月光明朗，星
子熠熠，真是会引发人有更多遐想的
空间。小时候的夏夜，躺在院外竹椅
上，听老人讲故事，飞机的灯一闪一闪
萤火虫一样滑过。人的想象力，就是
这样打开的——从土地，去往更为深
邃的地方，无穷无尽，无边无际。

在乡野生活，人的内心，其实更
丰富一些。苏东坡先生不是说——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
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
用之不竭”。他的意思是，人们往往
重视很多东西，轻视另一些东西。比
如香车宝马，声名权势，以为人间至
宝，殊不知换一个标准来说，这些东
西都是可以穷尽的；而一个人的富
有，是拥有那些不尽的东西。不尽者
何也，清风明月。你可以收藏这些
吗？你一旦能拥有清风明月，便是真
正的富有啊。

清风明月，勿庸置疑——我们乡
下一定是比城市里更多一些的。光是
我家三亩稻田里的清风明月，就比一
座城市的更多些——我敢打赌。

我在乡下住着，用大碗喝茶。有
时也用一个矮胖的竹筒喝茶。以前还
有一个葫芦瓢，其实是半个葫芦瓢，底
下磨平了，可以在书桌上放稳，我也用
来喝茶。后来有一个朋友喜欢，就送
她了。又有一位朋友，自己烧窑，用简
陋的手法做出粗糙的茶盏，坑坑洼洼
的，我也觉得很好，就一直拿来用。我
喝茶并不挑器具。晚上就在栗树下的
小茶室内，盘腿而坐，喝一壶茶，喝完，
接水再煮一壶，又喝完。

这样喝茶的时候，月亮常常就悬
在窗外。月亮底下，可以望见依稀的
稻田，一片宁静。冬天的稻田有什么
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一片的紫
云英，乡人们叫做“草紫”的——在那
里默默地飘摇。

在乡下生活，平白地觉得时间富
足——富得流油的那种。在城市里，
每天来来去去，虽然不上班了，还是
要见几位朋友，聊一点事情，偶尔出
去就堵在路上。就那么一堵，两堵，
三堵，一天也就飞快地过去了。而在
乡下，可以干好多事情呢。下午小小
地睡个午觉，读几页书，写一篇稿子，
从邮箱里发走，这一天的工作就算完
结了。这时去到后山的竹林里转一
转，说是漫不经心地转一转，其实是
想寻一两只笋。这时节的笋，简直是
人间的妙物。冬笋深藏于泥下，轻易
不可得，只是那么一转两转，抬头望
望竹梢，侧耳听听风过竹林的声音，
低头看见哪块泥土稍稍隆起，似有裂
缝，一挖，果然得了一枚小笋。

就是这样，所有的美好都是不期
而遇的。一小截冬笋，已令人欣喜。
吃过晚饭，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去田间
走一走。沿着小时候上学常走的那条
路，沿着溪流的方向，一直走到山边，
过桥，上岭，再折回来。穿过稻田，听
田边的流水，天还没有完全地黑下
来。晚上去与山人聊天，回来晚了，月
上中天，借着一点月光慢慢地走回来，
也是一件悠然的事情。

可能，这些年种一片水稻田，最
大的收获，就是这样的悠缓的心绪
吧。从前觉得许多事情都很重要，当
去积极追求，现在觉得，亦不过如
此。或者说，有也可，没有也可，若有
若无也行。如同读书——好读书，不
求甚解，偶有所得，则欣然自喜。我
自忖，种田也是如此的状态，此中有
真意，欲辨已忘言。甚至有时，那微
微然的欣喜，真是有一点“不足与外
人道也”的意味。

稻田边走一走，又想起灵云禅师
的几句诗：“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
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华后，直至如
今更不疑。”

虽是寂夜，却觉得，桃花仿佛已
然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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