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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在小水塘的中央，

露出水面的部分，滚粗得像

河马的小腿；但真按体型的大小，

其实和消防栓更接近，只是颜色

醒目于浑身涂满天蓝；

路人的眼光基本不靠谱，以至于

它过分得像一个从儿童游乐场

淘汰下来的二手卡通道具；

但只要通上电，它就不会偷懒，

每天的工作时间绝不会少于

十二小时。既不关排涝，

也无涉灌溉；用途奢侈到

你能找到的几个穿制服的人

都没法确切回答它究竟在干什么？

不难想象，刚刚孵出小宝贝的

野鸭父母会怎样敌视它的喧嚣；

喜鹊的适应性算是超强的，

但饮水时，惊扰也常常发生；

甚至小鲫鱼明明得了供氧的便宜，

但活水的假象，代价也很大。

唯一的赞成派，来自退休后，

一位孤独的老人每天都会准点，

静静坐在岸边的石头上，

长时间地注视它的一举一动，

就好像那起劲涌动的水泵，

在外行眼里，看到极致，

顶多也就一个山寨的罗马喷泉；

而对无惧时光流逝的内行而言，

冒着鲜活的水泡，富于节奏，

它绝对像极了大地的一个器官

——

能将永恒的爱作为一种苦力

灌注在更纯粹的私人态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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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外太空的脉冲信号

仿佛是宇宙转动的门轴声

听上去，单调得只剩下

无人能解的孤独

天幕中的黑暗，开始由此

明朗起来，标注出了浩瀚的里程

而我为自己作为人类的局限性

时而不安，时而激动

我总想知道

那一串很快消失了的声音，是一个

生命

向我发出的警示

还是邀请

把夜当成食物

星星月亮无意中成了零食

饿的时候，我会先猛吃一顿

留下山峰似的一角

看着城市饥渴中成长

沿着大江大河

夜，很多物种的食物

连时间都是饥饿一族

看着白天把黑夜吃掉

连太阳都被时间的吃相吓着

赶紧躲进黄昏

人类看似弱小，却有一个强大的胃

吞食一个又一个夜

连风都自叹不如，累在夜的身上

一动不动

我在城市里行走，经常靠夜充饥

有时捡些星星月亮

扔给那些可怜的小花小草

补充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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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万宁。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万宁人端午节

吃粽子，不像如今这样到市场上买，几乎
都是自己包，或是亲戚朋友送。包粽子
是家庭主妇的手艺活。我们家，奶奶是
包粽子的好手。我母亲嫁给我爸前，并
不怎么会包粽子，但到我们家后，奶奶硬
是把母亲调教为包粽子的好手。

我十六岁那年，也就是母亲病逝的
前一年，农历四月底，母亲上街买回粽子
叶。后来我才知道，万宁人包粽子用的
叶子叫柊叶。何为柊叶？清代屈大均在
《广东新语》里说：“有柊叶者，状如芭蕉
叶，湿时以裹角黍，干以包苴物，封缸
口。”柊叶不但能包粽子，万宁菜市过去
卖鱼，还用它包鱼呢。包粽子主要材料
是粽叶、麻、猪肉、糯米等。

母亲带我到庭院前面的黄槿树前，
叫我砍直的树枝。我问母亲，砍树枝何
用？母亲说，用来包粽子啊。原来，万宁
人俗称黄槿树为“糠麻”，从它的树枝上
剥下的皮，韧性很好，久煮不烂，是绑粽
子的好材料。万城的风俗是五月初一开
始吃粽子。农历四月三十日下午，母亲
开始洗柊叶，然后放在大锅里煮。我问
母亲，为何要煮粽子叶？母亲说，青粽叶
有点苦涩，青时，很脆，容易破，煮后，涩
水少了，脆变成了软，包粽子不易破裂。
母亲把粽叶从锅里捞出后，我看到，煮粽
叶的水像红茶汤，也许，这就是母亲所说
的苦涩之水。

粽叶煮后还要用清水洗一次。母亲
洗粽叶，并叫我拿干毛巾把粽叶擦干。
我说，为何要擦干？母亲说，包粽子，除
讲究卫生外，还讲究味道，如果粽叶上带
水多，就会冲淡粽子的味道。后来我才
渐渐体会到，包粽子如炒菜，讲技术，讲
细节，美味就是从这些细节显现的。

洗完粽叶，母亲开始腌猪肉。母亲
说，包粽子的肉最好选五花肉。我问为
何？母亲说，五花肉肥瘦皆宜，因为没有

肥肉，就没有油，糯米是靠油来滋润才好
吃。腌肉，使粽子的味道更浓醇。肉腌
好后，母亲又把泡在水里的糯米捞起来，
放在小簸箕里。母亲说，包粽子，糯米要
泡软，这样才好煮。同时，一定要把泡后
的糯米水滤干。我问，为何？母亲说，糯
米的水不滤干，粽子的味道就差一节。
因为煮粽子时，腌制后的猪肉味道与油，
就会被糯米吸收进去，粽子的味道才
好。如糯米里水份过多，它吸收猪肉味
与油的能量就少，味道就差了。

农历四月三十日傍晚，母亲端来小
桌，开始包粽子。母亲叫我坐在主座上，
说，你已长大，作为王家的女儿，你得学
会包粽子。我的手艺是你奶奶教的，现
在我来教你。母亲像很多主妇一样，把
包粽子手艺当家传，难怪，我们村70后
的女人，都会包粽子。母亲叫我先给滤
干水的糯米下盐等调味，接着敷粽叶，大
叶敷三片，小叶敷五片。我说，妈，叶子
这么大，我看用一片就能包。母亲说，是
的，一片也能包粽子，但煮十个小时后容
易破，水会渗透进去，粽子就没味道了。
你奶奶教我包粽子时说，包粽子不要惜
粽叶，叶多点包得更加严实，这样的粽子
味道才浓醇。母亲拿来一个小碗说，先
打一碗糯米，一个粽子一碗米，这样包出
来的粽子大小均匀，煮时熟烂也均匀。
如大的大小的小，大的还没熟透，小的早

已烂。母亲要我把碗中三分之一的糯米
倒在粽叶上，并用手弄平，接着叫我放猪
肉。放肉时，母亲说，放肉也要注意，肥
瘦均匀。放好肉后，母亲说，现在再把碗
里的糯米全倒在肉上，并让糯米把肉盖
好，不要让肉露出来。我问，肉露出来又
怎样？母亲说，肉露出糯米外，影响糯米
吸收肉汁与油，会影响粽子的味道。如
糯米把肉紧紧地包盖在中间，猪肉受热
后流出的油与汁，就会被周围的糯米很
好地吸收，粽子的口感就会很好。如果
猪肉露出在一边，那另一边的糯米就没
猪肉与油味了。想不到包粽子有这么的
细节，这么多的讲究。放好米后，母亲叫
我先把左边的粽叶打向右边，再把右边
的打向左边，然后把打了折的粽叶拉往
桌边，叶子露出一寸多，再把露出的叶子
顺桌边往下折按，然后把粽叶拿起按折
的那头朝下，轻轻的往桌上拍一下。母
亲说，这一轻拍，把粽子内里的猪肉与糯
米拍实了。接着，母亲说，现在再把上面
的叶子左边打右，右边打左，然后按实叶
子，沿糯米的边端把尾叶子往下折按
……我照母亲所说操做，一个四方锥形
的粽子出现在我的眼前。啊，我也会包
粽子了。我高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母亲说，别光高兴，还有活儿没干
完。绑。母亲说，绑粽子要求严实。我
按母亲所说，拿起黄槿树皮（糠麻），在锥
体粽子的左边绑一圈，又在右边绑一圈，

“糠麻”线绑扎处，出现一条小沟。打结
好后交母亲验收。母亲说，婷儿真聪明，
一说就会，第一次就包得这么好……

夜晚，母亲把包好的粽子放在大锅
里，引火烧煮……

次日清晨，母亲把我与妹妹叫醒，
说，吃粽子了。我因昨晚看母亲煮粽子
睡得晚，想赖一下床。妹妹一听说吃粽
子，立即跳起来，边穿衣服边说，姐，你不
吃我去吃了。妹妹是吃货，我不能输给
她。我说，别走，等等我……

莺歌海，我爱你，平静而浩
淼，你不断给我人生新鲜血液，
抚慰我痛苦时的心窝！

站在海岸上的我，此刻更
爱你，温柔，刚烈，憨厚，倔强，
你的品质教会我做人的道理，
给我灌输处世的人生哲理，让
我更加坚强，使我明白活着的
意义！亲爱的，我站在海岸
上，在你和风的吹拂下，枕着
你诗一样的名字，与大海起
舞，你的美丽和传奇，令我羡
慕又遐想，禁不住对着大海，
大声呼唤你的名字——莺歌
海！

莺歌角，在远古的时候，
这里是莺鸟和歌鸟相聚，成
为千古传奇爱情故事的地
方。春天，木麻黄树吐绿，遍
地筑起一道绿色长城，防风
固沙。夏天，招来百鸟在林
中欢叫，凉爽惬意，令人陶
醉。秋天，你用细小的枝叶
保护大地 ，孕育更多的生
命。冬天，尽管雾水夹着海
风吹打，你却岿然不动，坚守
你的岗位。我枕着莺歌角的
海岸，聆听大海吟唱，闻远处
飘来的鱼香，与湛蓝的大海
对话。波推浪涌的大海里，
礁石安然地嬉戏浪峰，神韵
依然不变。我号着你起伏的
心跳，感觉到莺歌海人坚强
憨厚的性格和热情好客的民
风，不禁随海鸥的鸣叫而轻
哼起来。

一个游子，时常想念家
乡。大海的力量和莺歌海英
雄美丽的名字，曾无数次赠予

我创作的灵感，笔下很多生活
的原型伴随着我慢慢地长
大。现实生活中的吊钱袋、阿
罗姨、雷公三、驳铁爹，男人急
躁的脾性，在捕鱼的劳作中，
歇海时补网间表现得淋漓尽
致。妇女泼辣的表情，在吵架
的瞬间，弹指，跺脚，溅槟榔
水，撒泼骂街的动作，让男人
也怵几分，这就是民风。这些
年来，村里人的生活好了，人
与人之间更加文明，和谐和团
结，丑陋的习俗在悄悄地消
失，街坊邻里和睦相处。

大海在平静中不动声色
地低吟着有规则地向前推
进。我想起父亲烹饪的甜酸
辣青蟹，它赋予人生的酸甜苦
辣，教会我在生活的路上行走
时如何面对困难和解决问
题。我走到大海边，脱掉鞋
子，光足踏浪而行，走马蟹在
我眼睛里横行霸道，目无旁
人，那种霸气让我有几分敬
佩，也勾起我小时候美好的回
忆：冬天，脚趿木屐穿梭在寒
风里，流着鼻涕，不时用衣袖
抹去流淌到嘴唇上的鼻涕，伸
出冻得发抖而黝黑的手，不情
愿地从干瘪的口袋里摸出二
分钱，买来一碗花生红鱼粥，
津津有味地嚼着一个黑豆糯
米“贡”，沿着碗边喝着热腾腾
的粥，喝完了粥，也舍不得放
下，用舌尖在碗里舔得十分干
净；有时买上一碗黑芝麻粥，
再加一条手指糖边喝边嚼，完
后就上学去了，嘴角上还残留
着芝麻的余香，心里十分愉快
和幸福。一下子，我的思路像
一泻千里的波涛，把逝去的点
滴组成幻灯片连接起来，在脑
海里不停地上映。

面对大海，我停住脚步，凝
望悬挂在西边还留有余辉的晚
霞，它的眼睛火红了，像是含着
泪，舍不得离开天空、离开大
地，多想把最美好的时刻永远
停留在人间。

但我依然想着伫立在莺歌
角上听海的情景，脑海中描绘
莺歌海未来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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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茂盛的南方，人们不会太在
意一片树林的存在。

我每天穿过同一片树林，去上班或
去做一些根本就记不住的事情。那是一
片长势生猛的树林，枝叶繁密，四边覆
盖，晚上勾云挂月，把行道上的路灯压得
只剩下一小块晕光；白天遮阴一片，把阳
光挡在丛丛绿叶之外，以至抬起头仰望
也只能看见筛状的天空。鸟们一年四季
都兴奋地在树上啁啾，复杂婉转的嘤嘤
之音好像是天外传来的诵诗声；有时它
们五彩的粪便还会砸到人的头发上和肩
膀上，让人不知所措，所以一些女人走过
这片林子，就知趣地撑起伞。树的花期
在立夏前后，黄色的花瓣碎小，掉落时能
随风飞翔过马路的另一边。这些树应该
是域外的树种，但显得非常随性，在这里
轻易就扎根了长高了，就像这座城市的
移民，他们在这里一待，很快就成了此地
生活剧里的角色，剧情需要他们，彼此已
经不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喜欢
上了穿过这片树林的感觉。树林挨着一
条马路，从侧边的角度看，它正好直冲着
大马路来车的方向，从容地把车流的逼
迫感瓦解了，把舒缓的节奏传递给人。
走过林子时，心底的事情变得轻盈许多，
一些纷乱的念头也会模糊掉。

树林里的地方相对宽阔，地上种着
草皮，间有小路相通，一些空地铺着地板
砖，插着健身器材，白天人三三两两，天
黑以后才多，主要是跳舞的，喇叭声从林
子里飞出来，洋溢着一种简单的幸福
感。早晨，多见遛狗的，他们和狗在树下
绕弯；也有穿林子赶路的，随身带根油条
什么的，就稍停下脚步吃开。暑天中午
的树林比较慵懒一些，幽静一些，凉风在
林子里吹一阵就离开，不久又来吹一阵，
不断地退去从树林外飘进来的烟尘，扇
去水泥地反射过来的热气，像一支夏日
的冰棒，慢慢地融化，轻轻地释放清凉。
这时，树林里的景框中，出现了一个老
头，他经常坐在这片林子里的一条长凳
上呆着，有时我从他身边走过，一个上午
过去了，我回来路过时，他还坐在这里，
像一个睁着眼睛入定的高人。他身板高
大，看上去当年应该颇有些气宇轩昂，如
果把他拍成旧时代的黑白照，指着说那
曾经是一个场子上的人物，没有人是不

相信的。我跟他打过招呼，想聊一下天，
借此进入他的故事。他缓慢地抬眼看了
一下我这个陌生人，没有回应。他到底
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曾经做过什么，有什
么值得道说的事件在他的人生里着陆
过，从什么地方来到这片林子里？看他
松垮的精神、不得体的穿着、旁边的食物
袋子，还有偶尔小声的喃喃自语，很让我
一时语塞。对他身份的猜想，突然让我
怀疑起时间的意义。时间有什么意义
呢，难道仅仅是把一个生龙活虎的人逐
渐削掉他多余的梦想，一步一步地把他
改变成一个朽木一般的老头，然后把他
引进一片树林里陪伴萧萧落叶，对语阵
阵清风，让他不再提起许多事，或者格式
化掉他残存的记忆？也许，不尽然如此，
时间有柔美的另一张面孔，就像走出这
片树林的小路，可以走向每一天的暮色，
可以通到河边水映彩云的草地，也可以
直接走到热闹的大街上。我每每从树林
中走出来，身上带着林子的影子和树木
的气息走进喧嚣的街市，使我清爽许多，
其实我总是尽量在林中多走一会的。我
喜欢那些青涩的小树，它们的皮层还未
坚硬裂开，还没有表现出一种苍迈和深
有城府，叶子十分嫩绿，条条叶脉清晰可
描，能把阳光透成一层迷幻的浅绿。小
树无忧的生长状态，让我怀念年轻的岁
月。

这片树林遮住了一个濒临废弃的小
区，说是废弃，其实是拆迁未完留下的几

栋旧楼，隔着围墙是一个小区，逆光中，
吊塔的长臂像一个黑色的十字架，一天
无数次地转动，有时会悬停在这几栋旧
楼的上空，漠然地俯视着下面的日常景
象。旧楼人还住着，晚上灯光还亮，有人
在阳台上还养着鸡，大概是过年时从乡
下抓来的。小区的一个大门就对着树
林，几棵高大的树几乎就种在大门边，风
大的时候小区院子里被吹进去不少树
叶，要过很久才有人来清扫，人走在满地
干枯的树叶上，脚底发出一种奇诡的声
响，仿佛一段来自地下的音乐。大门没
有保安把守，保安室窗口上插着一块木
牌，写着“外面人车不得内进”，两个乡下
来的小妹干脆就临时利用了保安室，就
地做起了卖槟榔的营生，生意零零落落，
但小妹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惊慌。我不知
道一片树林与一群人有什么样的关系，
想象着如果把那片树林移走，地面裸露
出来，那么还会是现在的风景吗？有一
天，我在这个小区的门口，看见了那个坐
长凳的老人。他从小区走出来，缓缓地
走进树林里，身影消失在林荫间。这情
景，活像两个顺时切换的电影镜头。

从树林里透视过去，不远处是一条经
过治理的河流，河水从原来的黑色变成了
青色，两岸推掉了护堤，改成斜土坡，植上
水草和野花，往河里倒下去一些福寿鱼
苗，模仿乡间的水系改造了一番。但这毕
竟是一条穿城的河流，这些改造来得太
快，就像画上去一样，着实有几分艳丽。
这条河流诞生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以后
要穿过一座城池，要在某一河段与一片出
生得很晚的树林相遇，所以它显得有些随
性，也有些拙笨，任由市政建设的需要改
变自己的体貌。如果以后这片林子里的
地不做他用，这些树木还站在老地方，那
么对经常走过树下的人来说就足够了。
河的对岸，树木稀少，沿河楼高厦广，商铺
连排，几家茶店坐满客人，街上人来车往，
市井气遮住了河岸上的夏色。至于古人
笔下“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那样的图
景，在这里就是一种幻象了。身边，有一
片树林，真好。

其实，在我的记忆里，就常常穿过一
片互相重叠着的树林，这片树林有时是
上面说到的林子，有时是村庄里的一片
林子，有时是文字中的一片林子。

湖北是我的故乡，湖北号
称千湖之省，似乎那儿布满了
波光涟潋的湖泊。事实上也的
确如此。湖北是一个内陆省
份，雄浑的长江横贯而过。湖
北枕着长江的波涛入眠，一如
海南偎依在大海的怀抱。由湖
北而海南，这是我生活的轨迹，
现在也变成了我文学创作的线
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
但是，假若你一生都不曾离开
过故乡一步，你保不准会莫名
其妙地感到你没有故乡。只有
当你离开了故乡，你就会突然
意识到你从此拥有了故乡。故
乡被你装入你的行囊，从此背
负着它行走一生。

故乡是什么？它不仅仅是
你出生的地方，更是你生活工
作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
许多人有了第二个、甚至第三
个故乡。对于一个热爱生活的
人，处处都是故乡。

故乡虽然是在身后，你常
深情地回望故乡，那儿也许留
着你的伤痛，但随着你一步步
远离了故乡，连这伤痛也成了
你怀念的对象。其实，故乡更
在你的前方，我们离开故乡，只
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更好地回到
故乡。故乡成了我们梦寐抵达
的地方，在我们内心深处，故乡
已然变成了一种理想。

出人意料的是，我感到海
南也在日渐变成了我的故乡。
我已经看到，日后我是怎样站
在我的心尖上眺望着海南。我
身边的麦浪宛若环绕着它的一
道道绵延的海浪，七月的夹带
着稻禾味的热风使人骤然想起

它撩人的椰风。
于是，文学变成了怀乡

梦。我的想象的翅膀就翱翔在
湖之北和海之南。

我的写作是来海南后才真
正起步的。

对于小说，我基本上没有
我自己的什么独特见解，我觉
得这必须坦白相告，我所有的
一点关于小说的想法都是读书
时由别人启发产生的。从这个
角度看，我们都沐浴在前人的
光泽之中，同时也处在他们的
阴影下。这是幸，也是不幸，当
然应该算是幸，不幸的是我自
己太苍白，没有多少活力。

我非常钟爱短篇小说，我
觉得好的短篇总是比好的长篇
多得多，我喜欢和短篇打交道，
就像喜欢和一个令我倾心的朋
友打交道一样，经常上他那儿
串串门，他偶尔也照顾我一下。

写作，对于我而言，还不是
像生命那样重要，我只是一个
业余的写作者，我清楚我扮演
的角色。我不用写作来养家糊
口，也不靠它来搏取名利。它
只是我个人的自发行为，是我
为挣脱生活中的一些诱惑所作
的软弱的努力。对于我来说，
写作是我个人不稳定的情绪的
一种表达。

因为是表达，所以我常想
着怎样表达的问题。我喜欢含
蓄内敛的方式，不动声色，言在
此而意在彼，顾左右而言他；行
文如流水，语言优美高雅，能在
字里行间留下一些空白，使读
者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好的文
字应该是让人产生丰富联想的
文字。

有时候，我几乎相信小说
可以不要情节了，小说不依赖
情节而是完全靠自身的语言节
奏、结构氛围来推动发展。

我第一次给《天涯》投稿，
《天涯》就接纳了我。她为我
打开了堵在我面前的一扇
门。但我第一次收到《天涯》
的样刊时却深深感到绝望和
自卑，我深恐我的名字有辱她
的英名。《天涯》在我的心里是
神圣的。她是一片浩瀚的海
洋，里面游弋着许多巨大的鲸
鱼类的海洋生物，而我只是被
她哺育的一尾还没有长大的
小虾米。

湖
之
北
，海
之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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