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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城印象》（布面油画） 潘毅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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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万年的一弯月
高悬九州之上
在那个火热的七月
被磨成一柄银镰
劳苦的大众
要用它收获美好生活

最简单最普通的劳动工具
收割庄稼
也革除草稗与捆索
在那个阳光灿烂的秋天
它收获了一个
五星闪耀的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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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静的夜空
冷峻的群星
星空下面静谧的树林
树林下面平静的湖水
湖的中间静静地躺着的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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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被风推上树梢，与寒鸦为伍
一口深井里，有捞不完的光
此前，风将月亮推上山坡
泛白的干草被重重碾过，让人心疼
又矮了一寸的故乡。月大如盘
我看见，三千吨月光把空谷填满
有野兔竖起耳朵，有往事匆匆吹过
所有的物类都不会说话了。似雪一

般静
岁月把祖父种在地下，却始终没有

收获
有人抱怨：都忙着插秧，就他在偷懒
祖母却连忙摆手：
推了一晚上的月亮，就让他歇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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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媚，花儿醉
蝶儿翩跹云鬓烟眉
青竹翠微采撷薄叶几许
朱唇轻启，空林笛声清脆
青苔蔓布小桥细
你款步轻盈，瘦了一汪春水
携手同游意迷离
遥看夕阳照晚炊

水笼烟，雨纷飞
纸伞轻移杏花沾衣
指儿清凉撩拨韶华如水
明眸凝望远山如黛写意
岸芷汀兰双鹭栖
你款步轻盈，怕惊幽梦清寂
江南漫步意迷离
轻烟淡雨不忍归

长相依，采菊东篱淡看繁华披烟雨
长相依，春花秋月红尘携手情似水
长相依，赌书泼茶明月白头梦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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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锤镰璀璨不沾尘，
唯有襟怀主义真。
甚喜今生逢盛世，
携儿永作护旗人。

二

牵怀此日挚情深，
一诺曾经伴足音。
印烙三生终不负，
续将白发逐初心。

近日闲暇，找出《桃花扇》重读一
遍，里面说了“慵线懒针，几曾作女
红”。释卷思忖，现今对于女红一词
人们已经感到陌生。如你走在街头，
采访来去匆忙的市民，女红是啥？肯
定她会迷惑地摇头。为之我曾问过
一些年轻的女生，她们多是望文生
义，答案让人啼笑皆非，说是“脂粉”
一类者有之，说是“娇容”一类者有
之，说是“食品”一类者有之，说是“月
经”一类者有之。其实，所谓女红，是
由女人引起，很自然地让人想起“慈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唧唧复唧
唧，木兰当户织”的佳句，更是让人联
想到了豫剧《花木兰》里的经典唱腔

“恁要是不相信哪，就往这身上看，咱
们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千针万线
都是她们连哪哈！”说到这里，知道女
红的意思了吧？当然不仅是指针针
线线，女红涵盖的范畴很广，纺织、刺
绣、编织、剪纸、缝纫，等等，都属此
列。

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女红的作
品，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小脚鞋、
笔袋、钥匙袋、眼镜盒等，展示了中国
传统工艺之精妙。织绣是用棉、麻、
丝、毛等纺织材料进行织造、编结或
绣制的工艺，在这方面中国女红技艺
源远流长绚丽多彩。比如，江苏、浙
江、广东、湖南、四川等地的刺绣、织
锦、缂丝工艺，新疆、宁夏、青海、西
藏、天津、北京等地的地毯工艺，烟
台、上海、潮州、汕头、萧山等地的抽
纱、花边、绒绣工艺。

丽人化装，芳菲流年，至今方兴
未艾的旗袍，继承了中国清代袍服特
色，吸取了西洋服装剪裁方法，历经
百年文化和款式的流变，业已成为东
方女性的经典造型。沧海桑田进步
使然，我们的祖先在生存、生活与追
求美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一条从兽
皮遮体到锦衣绫罗的伟大转变。满
城陵山王侯贵族的金缕玉衣，让人想
起了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薄如蝉翼”

“轻若烟雾”的素纱蝉服，可谓女红的
极品。

女红看似简单，要想练就一番拿
得上桌面的功夫并不容易，不但需要
手脚利索，而且还要兰心蕙质。它是
展现女孩灵气才气的平台，也是愉悦
心灵获得满足的方式。所以女红算
是一个深闺的故事，一首低吟的诗
章。如今，要想欣赏女红技艺，恐怕
得在旅游的时候。那些带有表演性
质的刺绣、编织流程，大饱了人们的
眼福。苏绣、湘绣、双面绣、壮家织
锦、苗家蜡染；玲珑的小篮儿，袖珍的
筐篓儿，还有绣球香囊，黄河边上婆
姨缝制的虎头鞋……

过去闺秀若是不懂女红，那就等
于不会持家度日，因为那是“贤妻良
母”的看家本事，“相夫教子”的铁定资
格。人们除了吃饭就是穿衣要紧，所
谓男耕女织，就是过去的基本生产方
式。平常人家一生浆浆洗洗，缝缝补
补，须臾不离。因此，古代女孩六七岁
时，就要开始学习钩织编绣剪裁缝补，
静静安坐，默默做事，让你拒绝烦躁，

磨砺宁静，使得青涩走向成熟，逐渐养
出娴静之味、淑然之气。

女红不仅能够撑起一个居家安
康的日子，居然还能赢得一个崭新的
天下。离休干部孔空曾经撰文回忆，
1943年他到延安参加党校学习，这时
包括延安在内的陕甘宁边区正在开展
大生产运动。一天，党校从一家贸易
公司买来了棉花发给学员学纺线，打
毛衣、织线袜。延安党校置有几台纺
棉线机，过去从未上过纺机的孔空，为
了过冬也得找人学习女红。后来，他
用拿枪的大手竟给自己打出了袜子、
手套。由于敌后军民一面战斗，一面
生产，终于战胜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
攻、大规模“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
军事包围、经济封锁。

那时战争后方的村姑，一般擅长
女红，常给当兵的情郎绣个荷包、纳
双鞋底，寄托自己的爱慕、祝福之
情。那年笔者到重庆，走访了渣滓洞
集中营。耳闻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听
到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庄严
宣告，当时江姐和她的姐妹们正在监
狱里面深情地吟唱“线儿长针儿密，
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么绣红旗。热
泪随着针线走，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
喜。千分情万分爱，化作金星绣红
旗，一针针一线线，绣出一片新天
地！”应当毫无愧色地说，这是中华民
族女红的最高思想艺术境界！

能让中国的女红艺术走上世界
舞台的人，当数被清末著名学者俞樾
喻为“针神”的刺秀艺术大师沈寿。
她的作品获得过意大利都朗（都灵）
博览会“世界至大荣誉最高级卓越
奖”、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
际博览会”一等大奖。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多次荣获国际大奖的
黄梅挑花，早在宋代就有了十分讲究
的女红工艺。农家姑娘在藏青色的
土布上，按照代代相传的纹样样板，
以白色棉线为纹线骨架，配以多彩丝
线的十字交叉针法挑制成的一种刺
绣。据说，挑花有着十分严谨复杂的
制作过程，必须一根纱、一根纱地数
着挑，一针也不能错位，曾被誉为“无
声的抒情诗，立体的中国画”。

每每想到女红，我的内心便会感
到特别的温馨，情不自禁地想到母亲
慈祥的脸。记得幼时，每年直到秋冬
时分，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取出她的
纺车，用它纺出细细的棉纱，然后再用
线砣把它拧成线儿扎纳鞋底。纺车不
高，坐在车前，母亲左手捏一团棉花，
然后扯出一根纱线，添在旋转着的方
寸长的纺针上，右手摇动手柄，圆圆的
纺车架就牵着纺纱的木锭子转动起
来，于是，纺车就“咿呀咿”“咿呀咿”地
开始歌唱，像是秋天的蟋蟀在草丛里
鸣唱，像是初生的羊羔在低声地欢叫。

现在人们不大懂得女红，原因就
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品质已经提高，不
管多么贵重的衣物，颜色不艳了，样式
过时了，不等有个什么破绽，都会立马
换下不要。遇上哪里开线之类的小
事，也不惊动女红，索性丢到一边作
罢。如今，女性已从家庭劳动之中解
放出来，女红这个字眼，正由现实变为
古董。所以，现在很多人的家里没有
什么针头线脑之类的玩意，就连前些
年里置办的缝纫机或者锈迹斑斑，或
者无影无踪。

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尽管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女红这个艺术瑰
宝不会消亡。说件小事大家自然明
白，现在人们花费几千元钱买套西服，
划道口子，烧个窟窿，穿着难看，弃之
可惜，左右为难，如何是好？我们这里
马路边上近年出现专门修补这种受损
衣物的小摊。她们的女红功夫十分了
得，先从衣物本身抽下几根颜色相同
的线头，然后丝丝缕缕地绣织起来，直
到洞儿不现，口儿不见，抻抻托托，平
平展展。简单的缝补只能算是“女
工”，只有这般天衣无缝的“女娲”功
夫，才可称得“女红”。

候鸟，是指那些有迁徙行为的鸟
类，它们每年春秋两季，沿着固定的路
线，往返于繁殖地和避寒地之间。候
鸟生活，即像鸟儿一样随着气候变换，
选择不同的地域环境。

人变成“候鸟”，曾经是一种无奈。
先是东北人，为了逃避寒冷，选择

了三亚。冬天两地温差有六七十度。
一边冻得要死，一边热得流汗；一边裹
着棉猴，一边汗衫裤衩。两相权衡，就
知道孰好孰孬。近年则是京津冀、晋
鲁豫为多。选择的地方遍布海南全
岛。当然还是海口、三亚、琼海、文昌、
保亭和五指山最多。

年前去南国超市理发。小伙子眼
很毒。上来就问我：“候鸟”啊？来过
冬的？我这才恍然醒悟，我已经成了
候鸟式生活当中的一员。

老话说，故土难舍。但凡不是不
得已，谁也不愿意离开熟悉的环境，去
外地生活。亲戚朋友、工作事业，几十
年形成的亲情友情小圈子，一下子全
抛开，会让自己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
木。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住得再好，吃
得再美，温度气候再适宜，也很难有归
属感。年轻人无所谓，适应性强，走到
哪里都能很快落地生根，撑起一片
天。年纪大的人难免就会水土不服。
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一下子改变，多
年的老兄弟、老姐妹一下子不见。最
受不了的就是孤独和寂寞。很多老年
朋友多年从政、做企业或者在乡下耕
种，除了原先擅长的工作，其他的兴趣
和爱好不多。这就更难融入陌生的群
体。平日除了遛弯儿，就是窝在家里
看电视。时间久了，难免觉得无聊。

可现在，很多老年人选择做“候
鸟”。天冷了，一翅子飞到南方；天暖
了，再一翅子飞回家乡。回老家续上
了根儿，补足了气儿，来年再一翅子飞
回来。为了筋骨舒展，更为了吸口新
鲜空气，舍着老命来回折腾。

山东人是尤其恋家乡的。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齐带山海，膏壤千
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
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
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
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
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

罪远邪。
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齐地被山

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
桑麻，人民多有彩色丝稠、布帛和鱼
盐。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
都市。当地民俗从容宽厚，通情达理，
而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乡土观念很
重，不易浮动外流。而邹、鲁两地滨临
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
尚，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所以当
地百姓小心拘谨。颇多经营桑麻产
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土地少，
人口多，人们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
避邪恶。

山东有山有海有林泉，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且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正是因为如此，山东百姓才自古就安
土重迁。本地能够安居乐业，谁还愿
意背井离乡？近年之所以有些老人成
为“候鸟”，实是因为生存环境出了问
题。小时候干活累了，随便找一条小
河，都可以俯下身子畅饮一通。现在
是自来水都不放心，几乎家家安装净
水器。

前几天，山东财经大学的张旬教
授，建了一个“抱团养老群”，把我也拉
了进去。他还特意兴致勃勃地给我打
来电话，说是各地正在大力推进乡村
改造，很多村庄都将合并到一起搞土
地流转，综合开发。他计划将一些老
朋友动员起来，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小
村子，开发后抱团养老。我听后哑然
失笑。婉拒说，我身已疲心已倦，已经
没有了这份兴致。内心的想法则是，
到哪里去寻找这种梦一般的桃花源
呢？

海南虽然熟人少，圈子小，但好处
是无谓的应酬也少。可以少耽搁工
夫，少喝酒，多静下心来闭目养神。养
足精神，还可以再做点自己感觉还有
点小意思的事情。“候鸟”虽然辛苦，但
飞来飞去也是一种乐趣。“坐地日行八
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人老了，也
得有点豪情不是？人家孔老夫子年近
六十，还带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还在
宋国遭驱逐，在陈蔡之间被围困。咱
起码不会“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更不
至于六七天连颗米粒儿捞不着吃吧。
这么一想，与圣人比起来，还是满幸福
感爆棚的。“见贤思齐”，虽然没有他老
人家那么远大的抱负和志向，但跟着
学还是错不了的。

至于说居处狭小，生活简陋，更不
必在意。海南虽属边地，但早已不见
东坡先生流放时的烟瘴荒蛮。生活便
利不说，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用
四川话说，是巴适的很吆。况且孔老
夫子也讲过：君者居之，何陋之有？周
围尽是友善之邻。只要“敬而无失，恭
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好仁仁聚，乐善善至。还愁找不
到知己？

自外公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
有回外婆家了。我害怕看到外婆一
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新房台阶上的那
个样子，任你怎么喊，她就是听不清
你在对她说些什么。她越来越苍老
了，每次当她握着你的手，只要那枯
瘦的手轻轻一摇，你的眼泪很快就会
爬满眼眶。

可每次一离开，山坡上那片红艳
艳的桃金娘花就会窜进你的脑海，越
开越艳，一直开进你内心的最深处。

童年有一大半的时间我是在外
婆家度过的，那时外公还健在，每次
赶集他都要买牛肝回来炒。黄昏一
到，他就开始一个人坐在厨房前的空
地上喝米酒，饭桌上永远是一碟花生
米加清炒牛肝。我们吃饭的时候，外
公就乐呵呵地给我们夹牛肝，霞光照
在他那红彤彤的脸上，脸上永远盛着
满满的慈祥的笑。

外婆也总是不得闲，要么去种
地，要么去放牛。每次外婆从外面回
来，就像变戏法一样从她的衣兜里裤
兜里草帽里倒出一大堆哆尼（桃金娘
的俗称）。我们表姐妹几个一拥而
上，分分钟就把哆尼瓜分干净。外婆
看着我们几个吃得过瘾，挂满汗珠的
脸上露出了宠溺的微笑。一到这个
时候，我们就知道山坡上那一大片一
大片盛开着的桃金娘已经结果了，而
且好多果子都熟透了。

于是，每天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我
们就缠上外婆，让她放我们去山坡上
摘哆尼。印象中，对于我们所有的要
求，外婆似乎从未说过不。怕我们中
暑，外婆硬是让我们戴上帽子，披上
薄外套，她自己还要拎上一大壶水。
我们摘哆尼的那片山坡总是离外婆
干活的田地不远，田地里全是大人，
山坡上全是形形色色的小孩。这棵
桃金娘旁聚着一堆，那棵桃金娘旁也

聚着一堆。风儿吹过田野，笑声跌落
在山坡上的每一棵桃金娘树上。

开始摘哆尼的时候，每个孩子都
是习惯性的往自己的嘴里塞，吃到腻
了才打开从家里带来的小袋子把吃不
下的往里装。大伙说说笑笑，时不时
把自己摘到的哆尼放在一起对比，看
谁摘的更黑，更好看，更饱满。有些调
皮的男孩直接把别人摘好的哆尼往自
己嘴里塞，就算你追着他打也没有
用。我摘哆尼的时候最怕遇到蜂窝，
每次一遇到蜂窝我都是尖叫着从树丛
里跳出来，惹得大家纷纷嘲笑。有一
些大点的姐姐每次摘到尽兴的时候，
就会给我们讲鬼故事，把一些小不点
吓得哇哇大哭，直跑到地里喊爹娘。

有时候我们表姐妹几个会跑到
地里帮外婆种花生。外婆挖坑，我们
负责放花生粒和填土，一来二去，外
婆常能早早收工回家。夕阳还没有
西坠，我们就缠着外婆带我们去另一
片山坡摘哆尼，那里人去的少，哆尼

又黑又饱满。我特别喜欢跟在外婆
的身旁摘哆尼，一是外婆摘得又快又
多，袋子很快就能装满；二是听外婆
说话让人感觉踏实又温暖。

记忆中有好几次是晶表妹玩得
太累，直接守在我们摘好的哆尼旁睡
着了。外婆只好用一只箩筐装从地
里摘回的菜蔬和刚摘好的哆尼，一只
箩筐铺上外衣装晶表妹，然后再把晶
表妹和菜蔬一起挑回家。夕阳西下，
晚风习习，我们盯着熟睡的表妹，跟
着外婆的步伐，赶着一头老牛，往家
的方向走去。

每年暑假当母亲把我送去外婆
家的时候，山坡上的那一片桃金娘正
灿烂地迎着风绽放；可当母亲来接我
回去上学的时候，漫山遍野的哆尼却
已经被我们摘得差不多了。那时的我
会特别羡慕妹妹能从断奶后就一直寄
养在外婆家，直到六岁要上小学了才
离开。那时的夏天丰富而绵长，呆在
外公外婆身边的日子无比温馨。那时
的舅舅也还活着，外公外婆的脊背也
还挺得直直的，几个外孙女常常绕在
膝边，他们幸福而无条件地爱着我们
每一个人。我想，那应该是我能回忆
起来的最温柔的一种慈爱了吧。

我不知道是岁月太过无情，还是
外婆太过坚强，当生活不断赐予她累
累的伤痕，她却依然只是默默地选择
接受。我无法觉察出她的悲伤，每次
回到她的身边，她的嘴角总是挂着那
一抹慈祥的微笑，没有人能看得透她
的悲伤，她就像山坡上那一株盛开的
桃金娘，一到夏天就把花儿举在头顶，
仿佛尘世间从来就没有降临过悲伤。

很多时候，我特别希望时光能够
倒流，倒流到那一刻：夏天的风，习习
地吹过，我跟着外婆一起走在回家的
路上，我跟她说了好多好多的话，每
一句她都是在笑着回应我。

1997 年正值盛夏，天气炎热难
耐。我和三位同事自驾前往延安。那
是我们初次去延安，心中充满了无限
的期待。车内弥漫着喜悦激动，从未
感到疲惫。在欢歌笑语中车子飞奔前
行。沿路的风景我们无暇顾及，言谈
中延安的革命战事成了主旋律，心向
宝塔众望所归。

拜谒完黄帝陵，我们稍作休整继
续前行。车子像飞奔的野马，在崎岖
的山道上飞驰。车行洛川县永乡境
内，我们已是口渴难耐。曾经去过的
一位好友告知还有很长的路程，大家
显得情绪低落。行进在山道间很少有
人家，小店商铺更是难以寻觅。车内
的气氛显得有点沉闷，大家不再言语，
隔窗搜索着村落。

车窗外一位肩挑水桶的陕北老乡
映入眼帘。他在弯曲的山道上蹒跚而
行，艳阳下挑着水桶有节奏地甩着双
臂，缓缓从沟底向公路走来。我们停
车驻足在路边等候。

这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大爷。他
酱褐色的脸上写满了历史的沧桑，憨
态可掬。朴素的衣着，慈祥的面容，在
艳阳下那么可亲可敬。他气喘吁吁，
满脸汗珠如豆。他吃力地放下水桶，
笑嘻嘻地向我们走来。我们不约而同
地凑上前去想讨水喝。

“渴了吧！来喝！”他仿佛看透了
我们的心思。

我们喜出望外，畅饮清凉的山
泉水，一股香醇，胜似百味，一股清
凉，清透心脾。喝足后，又洗漱。旅
途疲劳在清凉可口的山泉滋润下，
荡然无存。一会功夫一担水所剩无
几，看着我们满足的笑容，老人在炎
热的阳光下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
意。

闲谈中我们得知老大爷的两个孩
子都在外打工，他是一个留守老人，家
里还有老伴和一个刚满一岁的小孙
子。每天挑水是他必须做的事情。这
一担水他用了两个多小时从黄河边挑
上来。

这或许是老人午饭用水！
这或许是小孙子冲奶用水！
我不敢再想象。时值正午，艳阳

更加撕裂。我们心中像打翻了五味
瓶，刚才那份凉爽之后的快意，被阵阵
满脸的灼热而代替。临走时，我们大
家商议给老大爷一点补偿。我掏出了
100元，双手递给老大爷。

“大爷谢谢您的水！我们还要赶
路，您再挑一回吧！这是我们的一点
心意！您收下吧！”

他刚才脸上满心欢喜的笑容一下
子消失贻尽，满脸的皱纹僵硬了。

他用地道的陕北话说：“老乡，这
是什意思？我们是老乡喝点水算什
么？我再挑一回就是了嘛！你们这么
远来是客人，我用水招待有点寒碜！
拿回去！”

那鲜红的钞票在我们的推扯之
中，被他强硬塞回了我的口袋。随即
他挑起水桶又向河边走去，水桶摇晃
的声音在山间显得优雅动听。

不多一会儿，山间传来了动听的
歌声，“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
上刮过……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
从坡上走过，照着我的窑洞，晒着我的
胳臂，还有我的牛跟着我，不管过去了
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留下我一
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
……”一阵沧桑沙哑的歌声回荡在山
谷。艳阳下，老人的背影模糊了我的
双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