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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自华夏五月的渡口启航
沿着千年不变的怀念的航线
在虔诚民俗的波光浪影里
演绎仰望的力度

激情的板桨，划动端午
舞动楚辞的风韵
铿锵击水的鼓点
贲张了一江波涛
贲张了一腔热血
在一代代岁月的逝水里
追寻民族遗落的脊骨
追寻漂泊的浊世良知

竞渡！竞渡！
谁将龙骨嵌入飞舟的脊梁
让奋发争流的心声
飞凌时代的河面
竞渡！竞渡！
千遍万遍追寻
划不尽怀念的涌浪，撒一路
阳刚之气，划向八方心域

有银髯老夫子发问：
路漫漫其修远兮
你敢上下而求索？
听，竞渡的激情呐喊
卷涌成千古的涛声
在不歇的追寻中啊
驶向一种精神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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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市场经
济的大浪突然扑来，文学猝不及防，
似乎一时间陷入了至暗低谷。据说
很多出版社已撤销文学部门，编辑们
纷纷跳槽谋生，如鸟兽散。更吓人的
说法是，一些名头显赫的前辈大师，
其新书征订的结果，常常也过不了两
位数，逼得出版社只好退稿。

有一次，某作家应邀去大学讲文
学，另一作家朋友，已改行当上广告
商的，瞪大眼睛惊讶不已：他还去干
那事？

好像那年头讲文学就是堕落得
不知死活不可药救。

海南的形势当然更为险峻。因
为办大特区，因为底子薄却要在全国
率先试水市场经济，很多文化部门一
时不知所措，甚至丢盔弃甲面目全
非。文人们都在“以副养文”，办餐
馆、卖饮料、种瓜果、拉广告、炒钢材
指标……我所在的作家协会，还接待
过不少神秘客商，问我们要不要狗熊
（可以取熊胆汁做药），要不要退役军
舰（可以拆解船体卖废铁），可谓无奇
不有。这时的海南出版社，断了“皇
粮”，几乎一步到位裸身“下海”，实行
了文化事业单位的全面企业化，不得
不紧急动员，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各
显神通，无论强弱老少，都得自己去
市场里找饭吃。以至一段时间内，挂
着牌子的那个社本部唱“空城计”，员
工们都不知去了哪里——这也难怪，
海南就这么点人口，就这么小的市
场，他们不撒开脚丫子跑全国，还等
着饿死不成？

一个腼腆的青年就是这时候找
到我，自称是海南出版社编辑，叫洪
声，想来约一本散文集。

我大感意外，好像一个文学的
“地下工作者”突然现身，说出接头暗
号，让我莫辨真假。

散文？还直指人心？还诗意和
哲学？他们就不怕给自己埋雷，炸翻
自己脆弱的收支平衡表？我说我不
会玩通俗，所谓武侠、言情、比坏比烂

的那一类。我还解释，我知道自己的
市场很小，散文更不比小说，不比长
篇小说，没多少油水。但对方笑了，
说他们不在意经济风险，看中的恰恰
是一种不附潮流的精神抗争。一杯
茶喝下来，他谈到我的一些近作，还
谈到张承志、何士光、史铁生、王蒙，
谈到他对文学的诸多见解……这真
是一些久违的话题。直到这时，我才
发现来人不仅仅是一位书商，更是一
只书虫子，时时在暗中窥探文化动
向。就像我后来常与同事们说到的，
这样的编辑把职业与志业分得很清
楚，把谋生和谋道分得很清楚，有时
只消一杯茶的功夫，只消几句评点，
就会让很多作者高看一眼，暗记心
头。相比之下，那些只擅长送礼、宴
请、陪玩、吹吹拍拍的编辑，那些不
分香臭、见名人就追和见热货就扑
的人，却说不出任何一句有见解的
话，即便有时也能大赚，但事后在行
内被人们说起来，常常只有一笑之下
的呵呵。

我的随笔集《海念》就是这样交
给了海南出版社。据说该书还发行
得不错，在境外获得译介的也多——
这在红尘万丈铜臭熏天的当年，同样
让人意外。

今天，海南乃至全国的市场经
济，经过几十年发展，已渐趋健康和

成熟，包括经济与文化的失衡状态也
逐步得到修复。作为本土文化工程
的重要支撑，海南出版社已爬沟过
坎，苦尽甘来，根深叶茂，正面临新的
发展机遇。我和我所在的团队，多年
来一直在与海南出版社的合作中实
现共同成长，包括支持本省一些青年
作家、诗人出版新作，也包括一套尚
未完成的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书《琼
崖文库》（估计将近百卷）——具体负
责这一套丛书的是刘逸，一位忠厚和
略显木讷的编辑，做事非常专业。每
逢我回到海口，他也总是与我约一个
地方，一杯茶喝下来，聊一聊选题、校
勘、翻译、注释、纸张、版式、资料线
索、译者或作者的挑选和比较……他
每次带来的大挎包里，总是沉沉的满
满的新书，散发出纸墨的清香，既有
社里的各种新产品，也有他推荐的其
他好书，总是逼得我满载而返，随后
的几个月里，眼睛和脑子都不够用
——也许，有这样的编辑不断从旁导
读和催读，老家伙的智商退化大概可
延缓不少，一个人想落后和自绝于时
代也难呵。

不难看出，这也是一位读书人，
爱书人，识书之人，身处江湖却冰
心永在，总是惦记着文明的往日与
明天。

我无意夸张自己与这些编辑的
交情，也无意夸大这些合作事务的
价值意义，甚至完全知道，我和朋友
们还做得太少。海南出版社也还可
以办得更好。我只是想说，天涯何
处无芳草，人逢知己慰平生。一个
人的一辈子，只要衣食无虑，可以没
有豪宅，没有官阶，没去过南极和月
球，没碰上这样或那样的美事，但一
个人大概不可没有夜深人静时娓娓
深谈的朋友，不可没有让人眼睛一
亮和全身血热的话题——否则几十
年匆匆忙忙下来，钱来钱去的，是否
有点乏味？

与这样的书友一起喝喝茶，海阔
天空一番，乐莫大焉。

那个爱唱黎歌的人，每个清早都要
面向大山深处放声歌唱。

似乎要给每个无名的山唱出有名的
名字。

歌声穿进丛林，瞬间回荡，惊醒了静
寂的鸟声，纷纷热闹起来。

这个人也许不知道自己所唱的黎
歌，最初也是从这片片丛林里，被鸟声翻
译出来的。

只是这样的歌谣已经很少被人吹
醒，和被人记住。

然而，不被发现的东西，并不等于没
有用处。

只要丢失的鸟声还在，丛林还在，流
水还在，人烟还在。

我想，那些悄悄地惊喜，将会悄悄地
生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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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夜晚
我们都把星星的光辉
勿略不计，关心这片港湾，桅杆上的
灯盏，一盏接着一盏，把海面喧染
夜渐深，渔火阑珊处的潮水
已经疲惫，泊在海面上的
小船，多么孤独
多么寂寞
我也困了，该回到大海边
我的这间小屋里入睡
夜，这么深沉、冰凉，你仍不敢打盹
望着夜空的星宿，等待那颗闪烁的
北斗，指给明天驶出的
那条海路，明朗一些
开阔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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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的鹊桥
无月，只有几颗星星
我在桥上种棵桂树

当早春的雨
催生了二月蝴蝶
三角梅燃烧成焰火
桂树也将形成潮汐

形成绿肥红瘦
大小长短不一的句子
是我给你的留言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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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群人

清秋

阳光下，高原一片金光

延安的宝塔

没有因为高楼林立而收缩它的

光芒

延河水也没有因为干旱而改变

它的方向

几十年前

有这样一群人

来自四面八方

怀揣梦想

经过宝塔的熔炼、延河的洗礼

他们奔赴抗日前线

冲向杀敌的战场

用热血和生命

让胜利的旗帜在神州高高飘扬

今天

有这样一群人

身体内遗传了炎黄的基因

流淌着先贤的血液

一批又一批

聚集在黄土高坡上

来

是为了汲取精神的营养

去

是用智慧和力量

支撑民族复兴的战场

虽然没有青春的年华

精神却永远昂扬向上

在平凡的岗位

他们依然激情飞扬

虽然没有强健的体魄

却有钢铁般的意志

千斤重担

撼动不了他们坚挺的脊梁

虽然没有激昂的口号

心中却有澎湃的信仰

只要有召唤

红旗所指

就是他们勇往直前的方向

永远

有这样一群人

不要问他们从哪里来

他们的母亲是黄河长江

不要问他们到哪里去

中华大地是他们生根发芽的土壤

春风吹来

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

还有无限的春光

◇枣园回望

清晨

风从枣林穿过

穿过记忆的闸门

吹落战火熏染过的灰尘

晨曦深情地从宝塔划过

我终止对山川的远眺

转身回望

把目光投向枣园枝叶间蕴藏的

时光

回望窑洞前的小纺车

掀起了大生产

打碎了封锁线

回望警卫队操场

生死价值的论断

闪耀着为人民服务的光芒

回望书记处礼堂

振臂一挥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坚毅打响

回望窑洞不眠夜

透出窗棂的灯光

把中国的未来和前途照亮

我把回望装订成一本书

再三捧读

写近百年的屈辱入诗

一边回望一边泪殇

绘千万里的江山入画

一边回望一边激昂

把尊严和自强写上

让历史变成力量

用血性和铁肩担当

让迷茫重树信仰

信天游的歌声不绝

安塞的腰鼓声齐响

复兴就在前方

回望枣园

岁月让我们畅想

从这里走出

一个富强的国度

再一次屹立在东方

打从记事起，我就特别讨厌吃粽
子。可是端午节的粽子我又是必吃
不可的，因为那时的端午节都是和母
亲一起过的，为了让我能吃上一口舒
心的粽子，母亲包粽子的食材全部都
是按我喜欢的样子精心准备的。

我特别怀念那些和母亲一起包
粽子的时光，它像一根看不见的线，
把所有的过往都紧紧地串连了起来。

那段时光下的小渔村在记忆里
显得特别温馨。每年端午前夕，我们
家门口的那片椰子树林底下就开始
聚集起了包粽子的人们。桂婶家
的，梅婆家的，三婶家的，四姨家的
……一棵椰子树下架起一张桌子，
各家长辈准备各家的食材，家里女
孩子多的帮手就多，女孩子少的就
请邻居帮忙。椰子树与椰子树之间
的间隔并不远，每家每户间的距离
也特别近，很多孩子常常是帮母亲
包着包着粽子突然就跑去别人家去
帮忙了。我们和桂婶、梅婆家的外
出人口多，每年端午节都得包上一
百多个粽子，所以母亲总会把包粽子
的时间放在周末。

包粽子的那天，天还没亮，母亲
就到集市上挑瘦肉了，芭蕉叶是提前
几天准备好的，虾米也是提前几天准
备好的，只有糯米是从集市回来后才
翻炒出锅的。家里如果鸡蛋多，母亲
就会让祖母帮忙滤出蛋黄。而母亲
则负责把佐料加进切好的瘦肉里调
好味，我只需要帮母亲准备好包粽子
用的白线和红线就好了。

万事俱备之后，等我们把装备搬
到椰子树底下的时候，好几家都开工
好一会了。包粽子最好玩的就是可
以用芭蕉叶把粽子捆成美妙的三角
形，最难的是如何用线把粽子紧紧绑

实，最幸福的是可以在四邻八舍的谈
天说笑中欣赏一个又一个已经包好
的娇小玲珑的粽子。我们家的粽子
有一半的馅儿是纯瘦肉的，一半是肥
瘦肉都有的，母亲吩咐我用红线和白
线分门别类绑好，如果加蛋和香肠的
话就用芭蕉叶做特殊记号。等粽子
煮熟之后，大家就可以根据线的颜色
和记号挑出自己喜欢的口味。现在
细细想来，才发现我的好多习惯都是
从母亲身上耳濡目染来的，它们不知
不觉浸入了灵魂的深处，就像是母亲
为我做下的特殊的记号。

自家的粽子包完了就会跑去别
人家帮忙，每次她们都笑我们家包的
粽子太小，母亲就会笑着解释说我们
家孩子的胃口不大怕油腻，其实我知
道她的眼里溢出的全是满满的宠
溺。等所有人把粽子包好后，大家就
各自回各家的厨房煮粽子了。记忆
中煮粽子的时间特别特别长，长到火
候调好之后大家全都会聚到椰子树
底下聊天。三四个小时后东家开始
试锅，东家试完西家试，粽子也从半

生不熟试到全熟。粽子一起锅，大家
又会挑出一两个给别家试试味道，结
果一来二去，家里二十几个粽子又换
成别人家的了。

父亲是最爱试锅的人，每次粽
子一煮熟，父亲都得试个六七个才
罢休。村子里的人都笑话父亲太能
吃，其实是母亲把粽子包得太小
了。如果时光真能倒流，我是多么
希望能再看到父亲开心地试吃粽子
的样子啊！现在的我们就算把粽子
拆好放在父亲面前，他也是绝不敢
再吃了。

为了让粽子的保质期更久一点，
当天晚上母亲会把所有的粽子放在
灶膛里烘干。夜里我会陪着母亲把
粽子从灶膛里取出，一个一个地摆放
在竹匾里。整个端午期间，我都可以
尽情享受着母亲为我们所特制的美
味的粽子，剖开粽叶，轻咬一口就能
咬到入味的瘦肉和虾米，馅儿的分量
永远比糯米还要重几许，唇齿之间永
远都弥漫着那迷人的粽香。

结婚之后的端午节我就再也吃
不上粽子了，一是夫家人基本上是不
包粽子的，二是买来的粽子永远没有
了母亲煮的粽子的味道，要么是没有
瘦肉，要么是没有烘干，吃上一口就
可以腻上好几天。慢慢的，我又回到
了再也不愿意吃粽子的时候了。

我是多么怀念那些陪在母亲身
边的充满了仪式感的过往，每一个
日子都会被她细心地经营，让你觉
得细水流长的生活里全是美好的期
盼。就像现在，又到了粽叶飘香的
季节，又想起了母亲煮的粽子的味
道，我忍不住又想给她打电话了，我
想说，妈，回老家吧，回来我们一起
包粽子。

我小时候盛行玩迷你四驱车，
这是一种精巧的玩具，比巴掌大一
点，底盘的开关一开，便发出嗡嗡的
机械声，烘出阵阵混合着金属、塑
料、润滑油的气味，成了独特的童年
味道。

迷你四驱车的乐趣在于它的
纯手工性，拆开四四方方的包装
盒，里头是一片一片的塑料零件
整合版、一袋小金属器件、一个马
达。把塑料零件拆下来，拼装成
车的骨架，随后组合齿轮、加上轴
承，使传动系统紧紧贴合，抹上润
滑油，安上车轮，在两粒五号电池
的驱使下，便带着我那最初的梦
想飞驰而去。然后我才发现，我
最初的梦想，既不会转弯，又无法
减速。

即便是这脱缰野马式的成功，
也是无数次失败堆叠而成的，这给
我幼小的心灵带来极大的震撼和鼓
舞，那些酸楚的经历涌上心头，让我
第一次明白：说明书解决不了问
题。这对我往后的经历是一次精准
的提示，人生总会遇到那么几件事，
无论过程多么严谨，结果总是错误
与失败，这时，“说明书”依然站在那
里，不悲不喜。

经过我上百次的操作实验，除
去零件损坏等不可逆因素，关于
迷你四驱车为什么不会启动，基
本集中于三种故障：一是零件间
的额外摩擦，二是铜片与电池接
触不良，三是车辆的齿轮系统传
动效率下降。对于前两种故障，
只要发现即可解决。至于第三种
故障，却是很微妙，因为它有两处
相交轴齿轮系统，这代表马达的
旋转方向在巴掌大的玩具中改变

了两次，这两次变向是一辆迷你
四驱车能否平稳“四驱”的根基，
根基不稳就肯定会出问题。区
别于安上电池就能动的“黑匣
子”玩具，这两次动力变向都是
我一步一步安装调试完成的，动
力在齿轮系统中实现了不同平面
的变向——这在我的胚胎物理思
维中本是天方夜谭，我觉得这是
一个空间上的穿越问题，相当于
一个苹果落到了牛顿的头上，然
后苹果树倒了。所以我童年的一
部分时间，都在不断尝试调整苹
果落向牛顿的头的角度，以使苹
果树准确倒向一个胜利且光明的
方向。

而我在这个穿越的问题上，还
是差点走上歪路。这源于一次迷你
四驱车比赛中，一位同龄参赛者对
我的点拨。当时他看着我反复摆弄
着心爱的车子，沉思良久，默默地伸
出拇指和食指，小鸡啄米般抽走了
车上的前后传动轴，四驱变成了两
驱，这样，就在整个机械流程中规避
了百分之五十的故障风险，同时摩
擦、损耗小了，车跑得更快了。这个
举动几乎摧毁我心中刚翻修过的物
理学大楼，相当于我还在研究苹果
掉落角度的时候，他一刀劈倒了苹
果树，然后手动使其指向胜利且光
明的方向。

虽然这位点拨者和他的迷你两
驱车被取消了参赛资格，却依然给
了我极大的触动，原来我是如此的
迟钝与保守，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解
决迷你四驱车前后传动故障的办
法，就是没有前后传动，解决腰酸背
痛腿抽筋的办法，就是切除腰、背和
腿，我不禁感叹人生就是一场大型
的脑筋急转弯 。

在这场比赛的最后阶段，我的
迷你四驱车飞出赛道，丧失了比
赛能力。赛后我不断尝试完美地
解决这个问题，随着尝试与改装
的深入，我发现迷你四驱车本身
是一个反赛道的东西，它的每一
次过弯都是一次小型车祸 ，它的
每一个初始零件仅赋予它一条既
不 会 转 弯、又 无 法 减 速 的“ 赛
道”。梦想嘛，不反现实怎么算梦
想，直到我给他装上了横向避震
系统、平衡杆、尾翼和差速轮，它
才开始慢慢走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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