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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淌的风，随季节
从七月淌进八月
人们换上新的面孔
在蔚蓝的纸上
写下新的诗行

太阳，每天与大地相拥
一旁的溪流，在山涧里打盹
从不理会山外的一切
就像摇着蒲扇的奶奶
一生只讲属于自己的故事
日子就像荷塘边扇动的翅膀
一下一下重叠着
叠出抑扬顿挫的韵脚

看似沾染烟尘的俗世
却是诗意的化身
从未偏离季节平仄的轨迹
一首诗，恬淡地流淌着
在我工作的地方
以及生我养我的村庄
缓缓流淌成惬意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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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急促的雨
淋湿农谚里的笑容
麻雀出其不意
啄破蝉鸣的页码
枫叶染红的童话
绽放稻花香的细节
蛙鸣掷地有声
宣布一个新的时令
秋气顺着秸秆树枝草茎
轻轻爬进叶脉波动的虫鸣
整个农事开始着色
玉米 高粱 瓜果的表情
诠释金灿灿的预言
抬头纹滚落的汗珠
一如雨滴的憧憬和透明
悄悄打湿乡村
泥土清香的抒情和
沉甸甸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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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在玉米的牙齿上
成熟了。奶奶
把它们摆上餐桌
草莓在水中
浸泡，还有香瓜、菇娘
炝好的青绿豆角丝
我醒来，整个暑假的阳光已铺就

奶奶说起阳台上的罂粟，一只
陈年的黑瓦花盆
妈妈的奶奶，头脑明亮，儿孙满堂
每天品尝相同花卉的果实
她甚至化身为山林本身
或是一位
迷恋电视新闻的女巫

整个暑假的阳光已铺就。昨天
我几乎被铁鸟的胃袋消化
连梦也没被放过
今天早晨，枕上只留下云朵的集市
牵牛花为铁鸟下沉的天空吹奏
蝈蝈操着东北口音
催促萎缩的日影

我们围在方厅里
只有爷爷已经不在
草木的气息穿堂而过
漫过餐桌，迎接重临的旧事
五年前，五十年前……奶奶在倒叙
中天真烂漫
爷爷挎着匣子枪
知道是谁在队伍中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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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的纸页
在含情的指尖游移
灵性的文字
散发睿智的光泽
沉浸于，爱和想象的氛围

如旗招展的思绪
掠过诗歌的穹空
带着纸香墨香
在陌生而熟悉的地带
亭亭玉立

我的城市，是我的诗情所在
它的婉丽和芬芳
以永不枯竭的诗意
穿越生命
凸显浸透灵魂的生命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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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巴丹吉林沙漠的时候，每一
次去到北京，我都想去一个地方。那里
距离北京咫尺之遥。可多年过去了，我
还是没去。她在短信里说，你来北京可
以、一定、最好到廊坊来玩！我说好的，
要去看看老师。她说嗯。这样几次之
后，每次到京都，我都会想起一个地方
和一个人的名字。甚至猜想她的现实
模样，以及与她相见的种种情景。有一
年，我到河间出差，途经廊坊的时候，想
打电话给她，更想下车。可想了想，还
是没去。

那是一个我慕名已久的优秀作家，
准确说，是一位散文家和书法家。我至
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不到二十岁时，在
一家杂志上看到她的名字、文章和一张
照片。她站在一面黑色山坡上，右手牵
着一个孩子。神情忧郁，甚至有一种肃
寂和哀伤。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记住了
这个人。很多年后，和她交往的起因，
好像是在网上，也或许是短信。具体情
境忘记了，但丝毫不频繁。每到节日，
都要问候一下。

我依稀记得，她身体不好。这好像
是我对她的一个隐约的符号，每一想
起，就有一种惋惜和担忧。每次短信一
通，我都会说，你要保重身体。说到这
里，她就很果决地回信告诉我说她没
事，身体好得很！久而久之，我也觉得
她说的是真的。有一段时间，我老去看
她的博客，还留言、作评论。看到她的
头像，一个笑着的女人，皓齿明眸，两腮
似乎还有酒窝。那神情和表情，阳光、
通透、无所畏惧，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梦
想以及生命的滋味。从此，我对她的印
象就固定了下来，内心里觉得，她是一
个强大而明媚的人，一个对世界和文学
有着自我感觉和认知的写作者。

几年前的某一时段，我仍旧在西北
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一个上午或者傍
晚，她先发短信给我，问我有无时间，我
说没事的，我打去。短信刚发出，她的
电话就来了。说到一件当时在网上各
路人马齐上，各种看法和观点乱七八糟
的公共诗歌事件。按照我的观察，当事
人该是自我炒作的嫌疑更大。她却告
诉我，不是那样的。她亲眼看到当事人
在某种场合情绪的陡转直下。她说，你
若是可以为当事人说句话，也是很好
的。我当即答应。尽管我仍旧存疑，但
她说的话，我必须要听。

这似乎就是一个人所蕴藏和释放
出的力量或者说气场。不是世俗的，而
是一种精神向度；不是态度的，而是一
种信任。随后，我写了一篇关于那个诗
歌公共事件的文章，投给了上海文学
报，很快就刊发出来。在那篇文章当
中，我提出了一个注定不会被当下诗人
们接受的观点，即：诗人和作家，其实就
是在阅读与写作的时候，他们才是诗人
作家，而在现实当中，与这世上任何人
没有区别。我的意思是，人总是有自己
的一个世俗身份，大多数时间，我们是
世俗的一员。至于创造与通神的那一
部分，只有在创作和鉴赏的时候，才会
名副其实。

直到现在，我还这样认为。不管他
人同意与否。几年时间，和她的来往总
是不咸不淡的，真的淡如水，偶尔会发
短信问候她。她总是说很好。有几次，
她说她到北京某处看画展。有一年秋
天，我在网上看到河北作协举办她的书
法展，也惊异。几天后对她说，想要她
的书法，她说好。几天后我就收到了她
的书法作品。一直没舍得装裱，放在我
私人上锁的抽屉里。直到2010年，我
从西北调到成都，事后好像对她说了，
也好像没说。想起来的时候，就去她博
客看看。

她还是那样子，神情阳光得风雨不
透、人生永恒。我还看到，她也写诗
了，而且写得异常好。她那些作品，比
我们当下最优秀的诗人诗作一点不差，
反而有一种更超拔和自由的品质，以及
灵魂的丰厚度在内。我同样感到惊
异。2012年，我还在广东的《随笔》杂
志上看到她的文章。心想，她还在写

作，她的状态肯定很好。也就是这一
年，她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一时不
知道怎么说，思忖良久，觉得不应当安
慰，而是要鼓励。因为，我一直觉得，她
是一个通透而富有个人能量的人，一个
有着自觉要求与内心光亮的人。她一
定会处理好个人的事情，对于人生以及
人生的必需品，生命道路上的星空与蓝
天，所有美好与荣耀，世俗与灵魂那些
东西，她是当仁不让且胸有成竹的。

此去经月，我和她，她和我，一个在
京畿之地，一个在偏远西南。大多数时
间，我在忙自己的事情；对于她，很多时
候就一个念想。每一想起来，一个典型
化的思维定式是她一定很好。况且，她
身边还有赵丽华、雪小禅等很好的姐
妹。再者，她那么乐观，对这个世界充
满信心和力量，一切都不足为虑。人就
是这样相忘于江湖，挂存于内心的。一
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总是隔空对话显得
高雅而富有精神意味，而缺乏世俗的交
往，则可能会忽视很多的真实的处境甚
至苦难。

2013年9月，当我再次来到北京朝
阳区某处，就想到她和她的廊坊。那一
座我曾经路过，并且因为有她在而觉得
熟稔和亲切的城市。我还在想，这一
次，要不要去廊坊呢？尽管是一闪念，
但却无比的真实。可我没有想到，9月
14日，偶然用电脑登录微博，却看到赵
丽华的一个帖子，说她走了。我当场呆
住。我也才知道，她罹患骨癌已经二十
年，五年前又患肺癌。病痛使得她那么
痛苦。对此，我一概不知。她从来都对
我说，她没事，很好很好的。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不曾谋面
的师友。这个结果让我悲哀莫名。也
觉得，师友之间或者人和人之间，能够
在这世上相遇，是最美的事情。不管对

方如何，好和不好，幸和不幸，美和不
美，都弥足珍贵。多年来，我一直想去
廊坊看看她，但一直没能成行。我只知
道她很好，却不知道她的阳光与好背
后，是巨大的病痛是伤悲。不知道一个
成名已久的作家竟然有着如此撼人心
扉的人生遭际。我记得她每一点的好，
而且仅仅局限于她和我，不涉其他。也
只是记得，一个好心人，一个富有主见
和独特颖悟力创造力的女人，她是如何
用自己的方式去对待自己，对待这个世
界以及一个与她素未谋面的人的。

我打问河北的朋友又得知，她似乎
有遗嘱，可能不搞活动，不留骨灰。看
到短信的那一刻，我猛然心疼了一下。
也想到，这是怎样的一个果决之人，也
或许是伤透了心的。再或者，她可能对
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也不想在这世上留
下任何的痕迹。如果这个遗嘱是真的，
我觉得，这个人，会成为所有读过她文
字，收藏她书法，与她有过交往的人心
中一种深切的遗憾，同时还有不安、悲
痛与更多的对人世和人的种种看法。

她还为我写过一篇文章，名叫《一声
狼嚎——致“久居沙漠吹尽狂沙成狼！”
的杨献平》。其中有一段写得特别好，她
说：“在这儿，就是在这儿！需要停下来，
摄影机还是唱片机？是否你周围所有的
东西都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也许是这样
的，我想。可此时此刻，我只希望我自己
的情感停在这儿——停在这冒着甜腥
气的菜园里，或溪流中、或蒲草丛上
——接下来，铁轨伸了过来，火车奔驰
着——于是，他跟在小村庄的时候，有
了根本的区别。这个男人象征了见识、
经验、进化，及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过
度。可是在城市，我住得太久了，久得对
什么都做不出反应，做不到像影片里年
轻男人那样不断做出的反应。我看着那
个男人，忽觉得生活从背后钻了出来，带
着一脸的羞涩与霞光。”

然而，她写的只是对一部影片的感
受。那部影片的名字，她文中没有提
及。她在这篇文字当中的一切表达，我
至今无从查起。当她从人群中离开，就
预示着，我再发给那个手机号码的短信
她再也看不到了，而那个号码，再几年
后，还会有人使用。这是一个多么美好
而凄凉的事情？而在此刻，我能说的，
除了以上，就只能深切地说：张立勤老
师，立勤大姐，请走好，请安息，请上天
给予每一个灵魂以福地，给每一个善良
而有创造力的人以再生的速度和时机。

被问及喜欢当代哪位诗人，
我的回答是杨牧。海子谈论荷尔
德林的时候，使用了一个很精妙
的比喻，他说：“看荷尔德林的诗，
我内心的一片茫茫无际的大沙
漠，开始有清泉涌出”。我的真实
感受与海子相类似，我所说的喜
欢乃是感受到一股暖流流入心
房，内心开始荡漾起斑斓的波
纹。巴什拉说：“人所能知者，必
先已入梦。”真正的喜爱，也必是
梦的显现。

我是偶然间读到了杨牧，之
前看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
对杨牧并无深刻印象，直到阅读
了“理想国”出版的这本绿皮《杨
牧诗选》，我立即警觉，这是一个
必须读全集的诗人，他的诗汇流
了诗歌史上的重要时刻，将古典、
浪漫、现代融为一体，自造一宏伟
的格局，不读全集，无以追踪其流
变究竟。随后，我耗时半年千方
百计买来了洪范书店的三册《杨
牧诗集》和《长短歌行》，心中自然
是无限欢喜，这四册诗集包含了
杨牧目前创作的绝大部分诗歌，
五六百首诗，跨度近六十年，令人
感叹时间的奇迹，恍然若梦。我
不舍昼夜，快速读完一遍，为某种
奇境所捕获，如《大子夜歌》所示：

我已经缩小成子夜

灵巧悠远，富于南朝的
气味。
《杨牧诗选》收录了近六十年

诗作的菁华，我一时还想不出，新
诗史上有哪一部诗选集可以与其
相比较，诗选的每一首都值得细
读，堪称作诗的典范。我偏爱这些
诗作崇高典雅、深沉幽邃、温柔敦
厚的风格，并在语言的次第转折之
际显示出音乐的至高无上，我偏爱
其以现代汉语赢取了古典的诗心，
转识成智，将传统激活为更高层次
的启示，同时以浪漫派的心识，将
自我提升到罕见的高度以窥识宇
宙之欲。这本三百多页的诗选也
向我们展示了杨牧持续的创造力，
他每一个时期皆有重大突破，语言
的演化致力于推动诗之各种形式
的革新，我想，仅凭这一点，杨牧都
必将成为新诗的一个标尺。

写诗很多年以后，我愈来愈
喜欢海德格尔的一个说法，他在
《诗歌中的语言》中说：“每个伟大
的诗人都只出于一首独一的诗来
作诗。衡量其伟大的标准乃是在
于诗人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这种
独一性。”也就是说，这独一的诗
乃是诗人作诗的源泉，也是真理
的隐蔽源泉。《杨牧诗选》正是致
力于这种独一性的写照，或许可
以用杨牧的一句诗来概括：“相对
的/你设想捕捉永恒于一瞬”。那

“运动着的巨流之源泉”不正从这
句诗中涌动而出吗？他整个的写
作不也正是“朝向一首诗的完
成”，独一的诗吗？

有人说，杨牧是现代汉语诗史
上的伟大诗人，但这不是我们这代
人能做出的判断，伟大是一个时间
的概念，需要几代人的联合判定，
需要漫长的历史经验给予证实和
加冕，对我而言，他是最值得信赖
与尊敬的诗人，可以教会我们去想
象一种伟大的诗歌，并以坚定的方
式回应汉语的未来。

红树林，也叫海洋森林，生长
在沿海的滩涂中，任由海水长年
浸泡和狂风恶浪吹打，长得郁郁
葱葱，很逗人喜欢。

据传说，红树原生长在遥远的
南美洲，后来远渡重洋，在我家乡的
海边落户。这种常绿又群生群长的
树木，身上有“红单宁”鲜红色的汁
液，故称红树，红树林由此得名。

我的家乡是海南岛清澜港海
路村，意即去海必须经过的意思，
位于海南岛东北角一隅。从南海
切进来的一条海峡，在村前穿流
而过，叫做清澜海峡。

清澜海峡两岸生长大片红树
林，环绕连绵三四十公里。形态
各异的红树展现在眼前：翠盖亭
亭的海莲；高大提拔的海桑；叶浓
枝密的加定；婀娜柔软的海柚；浑
身鳞白的银叶。加定是红树林中
最大的分支，它枝软叶厚，根茎发
达，根须像竹笼罩一样直扎海泥
中。这是一种胎生植物，种子在
树上生根发芽，然后散落周围海
泥里成长壮大，所以一片片地聚
群生长，最有顶风挡浪、抗拒海
潮、保护陆地村庄的功能。

大海每天涨潮涌来，滩涂前
沿的小红树，被海水淹没，大多数
红树浸泡在一米左右的水中，这
样的自然现象日复一日。红树有
特殊的生存功能，虽然长年遭受
风浪折磨，还是生生不息，长得常
绿茂盛，像是海边坚强勇敢的卫
士，令人肃然起敬。

海水不断地潮涨潮落，给红
树林带来大量的海洋生物，这里
成为鱼虾、螃蟹、沙虫、螺贝、海鸟
荫蔽、栖身和繁殖的场所。每天
早晨和傍晚，一群群白鹭，在红树
林上空自由地遨翔，从远处望去，
像是漫天飞舞的雪花。各种海鸟
在红树林里安家筑窝，在红树枝
丫间飞来跳去，吱吱呀呀地鸣叫
不停。红树开出颜色各异且艳丽
的花朵，走近了，扑鼻的香味袭
来，好一个鸟语花香宜人的世界！

从清澜港出海不远，就是海南

岛最大的渔场七洲列岛，在渔汛季
节，很多渔船都来这里捕鱼作业。
我上小学和中学时，一到星期六下
午，回家赶忙吃一碗番薯粥，拿起渔
具就往红树林里走，有时运气好，能
弄回三两斤小鱼小虾或者小螃蟹。
我回去还没有走到家门口，就大声
地喊：“奶奶您来看吧，咱们今晚有
鱼吃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现
在心里还是酸酸的。这样的经历，
让我认准一个理，天无绝人之路，只
要勤努力，总会有收获。

在村前那片红树林中，有两
条海沟，我记得，一条叫海路沟，
又一条称红土沟，海涨潮时水一
米深，两边长有高大挺拔的红树，
海沟都有好几百米长。学校放暑
假的时候，我经常同一帮小伙伴
来这里玩水。我们先把衣服脱
掉，挂在红树树枝上，然后光着屁
股下水，这样玩水后可以穿上干
衣服回家，免得让大人发现挨骂。

略谙水性后，我们接着学跳
水。一种是两脚合拢往水里跳，
好像种葱一样，称为种葱式，这很
好学会。又一种是头部朝下向水
里跳，似是舰艇上的鱼雷发射，叫
放鱼雷式，需要有胆量，又要有技
巧，学起来不太容易。我初学这
种跳水方法时，由于要领和角度
把握不好，总是胸部先触水，被摔
得极狠，有钻心的痛，但我咬紧牙
关坚持，终于学成了。

在红树林海沟中嬉水，令人
难忘的是玩骑马打水战的游戏。
这种游戏玩法在齐胸深水里进
行，分为两方，每次一方派出两
人，一个扮马，一个当骑手，骑手
坐在马肩上。较量是摔跤，将对
方骑手摔到水中为赢。比赛要胜
对方，马和骑手都得密切配合。
骑手要捕捉战机，使用爆发力。
我经常担任骑手角色，由于求胜
心切，又有一点机灵劲，每次较量
都尽力投入，虽然不全胜，但是赢
多输少。因此小伙伴给我起了个
绰号“烂命仔”，意思是我能赢全
靠拼命，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本
事。我知道，他们输了不服气，才
这样说，心里反而暗暗地高兴。

十七岁那年，我离开家乡，告
别多年相伴的红树林，去部队当
兵。退伍后，我被安排在海口市
广播站当编辑兼播音员，还到华
南师范大学政治系读书。大学毕
业，几经辗转，后来下岗办工厂谋
生，成为自谋职业者。

我从红树林开始走进生活，开
始观察和认识世界。童年时物质很
匮乏，记忆中，我们每天的主食只有
番薯，但因为有红树林，鱼、虾、蟹等
偶尔也会出现在餐桌上，我们的身
体因而摄取了足够的营养，像雨露
浇灌着的小苗，迅速地成长起来。

公司里来了一个人，姓赵，今年60
岁了，听说年轻时当过兵。老赵的身板
硬朗，一米七的个子，看上去让人感觉
特别安全。

老赵来我们公司当门卫。我们公
司并不大，六十来个人，分布在三层小
楼。老赵就在小楼门口坐着，对来访人
进行登记，还负责上下班按铃。

老赵工作特别认真，六十来号人，
不到一星期就全记熟了，还叫得上名
字。碰到陌生来人，老赵总是热情招
呼，然后就是按规定登记，要是有人不
配合，老赵绝不让进。有一次，有个人
自称公司老总的亲友，要进去，不想登
记就走。老赵一把拉住那个人，非要
登记才准进。那人没有办法，登完记
才进去了。这事让老总知道了，大伙
以为老赵的“饭碗”会丢，出乎意料的
是，老总表扬了老赵，“就得按规定执
行。”老赵笑着说，“我来打工，就得听公
司的安排。”

有一天，公司工会决定对所有员工
实行生日发蛋糕制度。报表下来了，要
每个人填上生日。老赵没有拿到报表，
有人说，“老赵你也是公司员工。”老赵
拿到表，填上自己的生日。老赵说，“我
的生日和我母亲的一样。”细心的工会
干部说，“老赵，你填错了，你身份证上
的生日不是你填的这个。”老赵解释，

“身份证弄错了，我写的是对的。”
不巧的是，老赵生日前几天，家里

出了事，向公司请了假。老赵的蛋糕，
他没来领。公司老总说，给他送到家。
我和工会的小余来到老赵家，眼前的景
象让我们惊呆了，老赵住在一层破旧的
老房子里，有一个长期生病的老母亲，
而老赵，一直单身到现在。母子二人，
就靠老赵那点单薄的工资支撑着。

他在公司把生日写成母亲生日，想
在生日当天，把蛋糕送给母亲，让母亲
过个快乐的生日。见我和小余来了，老
赵满是欢喜，向母亲说公司的好。

那天，老赵很快乐，见了谁，都热情
地打招呼。后来，上班了，老赵说，公司
没有把自己当外人，满脸的褶子里，多
了不曾见到的光彩。后来一打听，老赵
与这个老母亲没有血缘关系，他是捡来
的，被养母养大。捡来时，养母估计了
他的出生年月，真实的出生年月，他自
己也不知道。

童
年
的
红
树
林

■
符
忠
群

如
烟
往
事

老
赵
的
生
日

■
张
培
胜

小
小
说

《琼崖黎岐酿造图书》（璧画） 李锛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