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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写下什么，才能匹配今天的

阳光，和煦

而温暖。跳荡的思维，从一个光斑

跳到另一个光斑。

什么在轻声叫唤？什么在悄悄地

述说多么安逸的

一天？我无所事事坐在窗前，就像

一个时光的消磨者。

也像一个洞晰了时间的智慧老

汉。不干什么也

觉得自己是永恒的一环。

我其实一直在做的事情，

是从词语中寻找说话的理由。它

们是理由，也不是理由。

只是一种简单地存在。存在不存

在重要吗？说重要就重要，

不重要就不重要。完全看怎么理

解。就像我如果在这里

强制性把阳光抹在一只药罐上，或

者强制性把一只梅花鹿

安放在光的中心，这些合理吗？人

一直在寻找各种理由，

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从无中

生有，从有中生有。

令置身的空间越来越拥挤。尽管

不舒服也津津有味享受。

很可笑的存在。可笑就再可笑一

次。我需要写下什么？

我需要从光斑中看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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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唐至宋，中国的人文版图渐渐
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文明因子向
南倾注。海南岛，是这种整体变化的
终极性领受者。

李德裕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儿
子，自己也做过宰相，在宦海风波中
数度当政，最后被政敌贬到海南岛崖
州，才一年就去世了。这么一个高官
的流放，势必是拖家带口的，因此李
德裕的子孙就在海南岛代代繁衍。
据说，今天岛上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
乡南仇村的李姓，基本上都是他的后
裔。在岛上住了一千多年，当然已经
成了再地道不过的海南人，这些生息
于椰林下的普通村民不知道，他们家
庭在海南的传代系列是在一种强烈
的异乡感中开始的。

从留下的诗作看，李德裕也注意
到了海南岛的桄榔、椰叶、红槿花。他
没有想到，这种生态环境远比他时时
关切着的政治环境重要，当他的敌人
和朋友全都烟消云散之后，他的后代
却要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永久性地生活
下去。

海南岛人民把他和其他贬谪海南
的四位官员通称为“五公”进行纪念，
认认真真造了庙，端端正正塑了像，一
代又一代。“五公”中其他四位都产生
在宋代，都是为主张抗金而流放海南
的，而且都是宰相、副宰相的级别。一
时间海南来了那么些宰相，煞是有
趣。主张求和的当权者似乎想对这些
慷慨激昂的政敌开个小玩笑：你们怎
么老是盯着北方疆土做文章，没完没
了地念叨着抗金、抗金？那就抗去吧
——一下被扔到了最南面。

但这些人不管谁来了都是岛上大
事，都应该说几句。

先说李纲。宋高宗时做宰相，后
来宋高宗自己改变了主意，也就把他
流放到海南岛万安（今万宁）来了。
1128 年 11月李纲和儿子渡海到琼
州，向人打听万安的去处，人家说，万
安离这里还有五百里路程，僻陋之地，
去了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过

去难免遭到抢劫，一般人总是先到文
昌搭海船过去，如果天气好遇到顺风，
三天可以到达那里。李纲一听，大吃
一惊，已经到了琼州竟然还有那么多
艰难的路程要走！他摇摇头长叹一
声，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准备上路，没
想才三天，大陆方面来人急急通报，他
已经被赦免了。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喜
事，涕泪交加地高兴了好几天，选了一
个吉日，于12月16日渡海回去，在海
南岛共逗留了二十来天，像一次短期
旅游。短期就短期吧，海南岛依然认
账，认认真真地算你来过了，而且算你
带着冤屈带着气节来过了，供奉在庙
堂里永久地纪念下去。

再说赵鼎。也在宋高宗时两度担
任宰相，因主张抗金与秦桧闹翻，贬谪
海南岛吉阳军（今崖城）。他是1145
年上岛的，门人故吏不敢再与他通信
往来，而秦桧却时时刻刻关注着他，他
又一直在疾病和饥饿中挣扎。上岛第
三年他托人渡海带话给儿子：“秦桧不
会放过我，我如果死了，你们也没事
了，我如果不死，你们却会麻烦。”于是
绝食而死，死前为自己手书了出丧铭
旌。文为：

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
朝。

与赵鼎同案的是曾任副宰相的李
光和曾任枢密院编修宫的胡铨，他们
也在差不多的时候被流放到海南岛。
李光与赵鼎有过诗作上的唱和，胡铨
来时赵鼎刚刚绝食自尽。李光和胡铨
在海南岛住的时间很长，直到1156年
秦桧死后才返回大陆。这样，他们就
有可能平心静气地来体验海南岛了。
尤其是李光，他在海南岛居留十余年
直至八十多岁，他的案子曾祸及五十
余家，跟随自己一起来海南岛的儿子
又死在自己前面，自己的案情由于不
断被人告发而一再升级，实在也是够
惨的，但他的心态越来越强健，原因是
他与海南岛产生了认同，可以有滋有
味地享受四周的自然风光了。生活十
分艰苦，但只要听说市上有猪肉卖，他

也会乐呵呵地让小兵通知几个朋友来
吃饭：

颜乐箪瓢孔饭蔬，先生休叹食无
鱼。

小兵知我须招客，市上今晨报有
猪。

李光喜欢上了海南，由衷地希望
它好起来。他支持发展当地的教育事
业，遥想当年孔子曾希望鲁国变成一
个文明的周王朝，如果海南也能大力
推进儒学教化，孔子的理想说不定要
在这里实现呢！“尼父道行千载后，坐
令南海变东周”——他用诗句写出了
自己对海南岛的信心。郡学落成那一
天，他比谁都高兴。

他甚至并不盼望自己被赦回归，
而是浪漫地幻想着如何在琼州海峡间
架起一座长桥，把海南岛与大陆连结
起来：

海北与海南，各在天一方。
我老归无期，两地遥相望。
宴坐桄榔阉，守此岁月长。
愿子一咄嗟，跨空结飞梁。
度此往来人，鱼盐变耕桑！
实在是一种异想天开的祝愿，海

南岛已经让他放不下了。
这便是“海南五公”。五公祠二楼

的大柱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楹联，文
曰：

唐宋君王非寡德，琼崖人士有奇
缘。

意思是，这些气节学识都很高的

人杰被流放到海南岛，并不是唐代和
宋代的统治者缺德，而是我们海南岛
的一种缘分，要不然我们怎么结交得
了这样的大人物呢？这番意思，这番
语句，出于海南人之手，真是憨厚之
至，我仰头一读就十分感动。

在被贬海南的大人物中，比“五
公”更有名的还是那位苏东坡。苏东
坡流放到海南岛时已六十多岁，那些
与他为敌的政界小人捉弄了他那么多
年依然不放过他，最终还要把他驱赶
到孤岛上来，要说他对此很超然是不
真实的。原先他总以为贬谪到远离京
城，远离故乡的广东惠州也就完了，辛
辛苦苦地在那里造了一栋房，把儿孙
一一接过来聚居，刚喘一口气，又一声
令下要他渡海。苏东坡想，已经这么
老了，到了海南先做一口棺材，再找一
块墓地，安安静静等死，葬身海外算
了。一到海南，衣食住行都遇到严重
困难。他自己耕种，自己酿酒，想写字
还自己制墨，忧伤常常爬上心头。然
而，他毕竟是他，很快在艰难困苦中抬
起了专门发现生趣、发现美色的双眼，
开始代表中国文明的最高层次，来评
价海南岛。

他发现海南岛其实并没有传闻
中的所谓毒气，明言“无甚瘴也”。他
在流放地凭吊了冼夫人庙，把握住了
海岛的灵魂。由此伸发开去，他对黎
族进行了考察，还朝拜了黎族的诞生
地黎母山，题诗道：“黎母山头白玉
簪，古来人物盛江南”，认为历来海南
岛所产生的优秀人物之多并不比江
南差。

苏东坡在海南过得越来越兴致勃
勃。病弱，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
们以为他返老还童了：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
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
红！

有时酒没有了，米也没有了，大
陆的船只好久没来，他便掐指算算
房东什么时候祭灶，准备美滋滋地

饱餐一顿：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

无。
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

吾。
他有好几位姓黎的朋友，经常互相

往访，遇到好天气，他喜欢站在朋友的
家门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当地
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妇女
看他怪模怪样哈哈大笑，连狗群也向着
他吠叫。他冲着妇女孩子和狗群发问：

“笑我怪样子吧？叫我怪样子吧？”
有时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

拜访朋友，孩子们口吹葱叶迎送，他只
记得自己的住处在牛栏西面，一路寻
着牛粪摸回去。有两首可爱的短诗记
述这种情景：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最后两句，诗人已把万里天涯当

作了理想境界。
春天来了，景象更美，已经长久不

填词的苏东坡忍不住又哼出来一阙
《减字木兰花》：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
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
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
花似雪花。

这种压抑不住的喜悦节奏，谁能
想得到竟是出自一位年迈贬官的心头
呢。苏东坡在海南岛居留三年后遇赦
北归，归途中所吟的两句诗可作为这
次经历的总结：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
生。

这么说来，海南之行竟是他一生
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
文化大师如是说，海南岛也对得起中
国文化史了。

（摘自《海南岛：阳光与水的叙事》
中的“天涯故事”。作者余秋雨，著名
作家、文化学者。）

我一向以为，在油画领域，有两
种实践的行动方式，并且背后联系着
的还是两种相异的情感表达，甚至是
两种做人的风格。一种是灵巧，画家
在画面上所表现的，往往是一种流
畅，一种机智，一种让人叹为观止的
熟练与潇洒。一种则是笨拙，似乎每
一笔都用了功夫，笔势多少有点板
滞，有点努力为之的感觉，有点尝试
着完成整个效果的历程。

灵巧的，如果不注意收敛，不有
意限制自己的才能，就很容易走向油
滑，走向炫技，走向表演。一旦到了
这种程度，作画者几乎变成了表演
人，笔势、色调、人物表情、结构安排，
甚至内在情绪，都有一种抵制不住的
嚣张。这样的作品，看着看着，真的
会让人昏眩。所以，灵巧者要着重于
藏，要学习如何才能更机智地往回
走，以便让天生的灵巧发泄的时候达
到恰到好处的境界，让无法遮挡的机
智成为敏锐眼光的适当补充，这样，
作品才有可能上升，从而让精神获得
一种形式，得体地、有效地、动人地、
自然地成长为个人风格。

仔细观赏潘毅的油画，我的第一
个印象就是，他不属于灵巧那一类
型，因为他无法让画面充满让人迷恋
的、萨金特式的塑造感。他似乎无法
那样流畅地让造型、色块、笔触三位
一体地潇洒走几回。他画的时候，一
笔，再一笔；一个色块，再一个色块；
一次塑造，再一次塑造，总是那样从
容，又那样直接，那样不灵巧。这造
成了他的画面效果，不是马上抓住人
的那种，不是让人惊讶的那种，而是，

哦，就这样，一个视描绘为行动的坚
毅者。

是的，慢慢看，就会看出潘毅的
厚实感。因为不灵巧，所以他的风格
显得老实，不会玩油画特有的“虚”，
要知道，那些谙熟此道的人，他们正
是通过对轮廓线的虚实处理而达成
让外行看起来瞪眼的起伏，从而成功
地暗示着空间的存在。潘毅不需要
这一份才情的表达，他的画中母题，
不管是人物还是室内物件，轮廓都是
那样实在地描绘下来，并没有什么需
要虚过去的地方，从而营造一种所谓
的“油画味”。他就是看什么画什么，
造型、色块，一样不差地、朴实地画下
来，然后，画面就成立了，就具有一种
向你细语的力量。

从画面看，潘毅显然知道美的力
量，这力量不是炫耀，不是营造，而是
在面对自然的时候，采取了一种不装

模作样的态度，让美落实为第一个描
绘的局部。概括的效果来自对色块
的感悟，这色块不是交叉而不无横蛮
地穿插，而是几块大的色块彼此富有
关系地联结为一体，让第一块颜色都
能成为另一块颜色的背景，而当眼光
把这另一块颜色看成为背景时，这一
色块就成为了主体。这一点非常重
要，几乎是从事油画的人深深明白的
大道理。

我觉得造成潘毅油画之所以具
有某种迷人的力量的另一个原因是，
他把描绘还原为现场观察与塑造的
一种直接手段，而不再考虑所谓“创
作”。不知从什么时候，人们似乎认
为油画必须具有某种完整性，于是就
有了“习作”和“创作”之分，以为那些
直接描绘、能够反映现场感受的画法
只是一种草稿，一种尝试，一种未完
成或半完成品，只有精心在画布上深
入制作的，才属于“创作”，才能让画
作为成完整的“作品”。殊不知这样
一来，那种特有的现场感，那种随时
随地的观感与注视，以及在观感与注
视中发现个别力量的能力，就给“制
作”完全毁掉了。显然，潘毅不会去
那样地“制作”，他需要是描绘，现场，
盯着对象，直到看出一份感动来，然
后才开始动笔，去摆布色块，让朴实
成为画面从头至尾的因素，从而保证
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能够完全彻
底地贯注到画面上，并赋予画面以一
种动人的力量为止。

潘毅的油画艺术才是开始，我相信
他能够在这样一条道路上累积体会，然
后把朴实的力量上升为个人语言。

作为唐代四大女诗人之首的薛
涛，不仅姿容美艳，性敏慧，且通晓音
律，多才艺。她的抒情咏物之作语浅
而情深，调婉而神秀，非一般女子所
能及。如《春望词》：“花开不寻常，花
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
时。”美好春天的来临，万物复苏，也
是相思的季节，不仅百转回肠，怨愤
之情油然而生，相思哀婉而凄凉，一
切景语皆情语。

薛涛本来出身官宦之家，奈何
自幼父死，家道中落后的薛涛在成
都的浣花溪不幸沦落风尘。堕入乐
籍的薛涛声名倾动一时，和当时著
名的诗人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
刘禹锡、杜牧、张祜等人都有唱酬交
往。居浣花溪上，自造桃红色的小
彩笺，用以写诗。后人仿制，称为

“薛涛笺”。
薛涛不仅多才貌美，而且敢于

挑战世俗。薛涛与元稹一见钟情，
当时薛涛已经三十八岁，而元稹小
薛涛十一岁。三十八岁的薛涛，成
熟且有魅力，才情俱备，年老色未

衰，吸引了亡妻的元稹。当时薛涛
在诗坛已有盛名，令元稹十分仰
慕，只恨无缘一面。结果二人一见
如故，相见恨晚，共同赋诗吟词，好
不惬意。已经三十八岁的薛涛，对
迎来送往的诗妓生涯早已厌倦，见
到元稹，即有托身相许之意。遂作
诗《池上双鸟》：“双栖绿池上，朝暮
共飞还；更忙将趋日，同心莲叶
间”，表达了她追求真情挚爱愿与
元稹双宿双飞的愿望。然元稹对

薛涛并无迎娶之心，套用现在的
话，元稹是只想恋爱，不想结婚，或
许是对薛涛的诗伎身份有顾虑吧，
虽然陪薛涛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
的姐弟恋，最终却是始乱终弃，移
情别处。

薛涛在元稹离去后的豁达令人
赞赏，当她看到元稹的放纵多情，即
明白她和元稹不过是露水情缘，不必
要恩恩怨怨反复纠缠，聪明非常的薛
涛，冷静地收敛起自己的悲切。身虽
为妓，心洁如冰雪的薛涛此时已经四
十六岁，芳华已至秋暮，终身未嫁以
至终老。

薛涛是个奇女子，不畏流言敢爱
敢恨，令我们今朝女子汗颜。她的风
尘生涯又是那么叫人唏嘘，据说薛涛
八岁那年，薛父作诗“庭除一古桐，耸
干入云中”要她续，结果她对道“枝
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薛父除了讶
异她的才华，更觉得这是不祥之兆，
恐其女今后沦为迎来送往的风尘女
子 ，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薛涛终是
没有逃脱。

俗话说，“大寒不冷小寒冷，一年
最冷是小寒”。小寒包含了整个三九
时段，冷在三九，中国气象资料显
示，小寒是一年中气温最低的节气。
到了大寒，已经是严冬的强弩之末，

“大地微微暖气吹”了。
此时，黄河南北，凛冽的北风连

着刮几日，气温便会骤降，滴水成
冰。“田间休息掩柴关”，黄土地黑土
地，都处于休眠状态。人们辛勤劳
作了一年，也该好好将息了。外出
的民工已陆续回家，无活儿可干，便
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家中，空调开着，
电热器照着，娱乐性地搓搓麻将，斗
斗地主，时不时会因为出牌争得面
红耳赤。在向阳的背风旮旯，白发
老头儿们坐在马扎、板凳上吸着烟
卷儿，摆开阵势，来上几盘象棋，兵
来将挡，马跳炮轰，棋子敲得“啪啪”
响，围观的不时喊“好棋”，但绝不参
谋，有道是“观棋不语真君子”，他们
信守着规则。那些老婆婆也坐在旁
边，嗑着瓜子儿，吃着爆米花，聊着
家常。衣食无忧，人们活得很滋润，
即使脸上有皱纹，也显得红扑扑的，

精神头儿十足。回忆起贫穷年代冬
季一天两顿饭还是稀汤寡水的日
子，不禁发出由衷的感慨：新时代的
生活真是好啊！

老百姓常说：“该冷不冷，不得
吃饼。”大地需要寒冷的阅历，麦苗
需要冰雪的覆盖。想起以前的日
子，因为经常下雪，大半个冬天都是
白茫茫一片。遇暖消化后，房檐下
布一排一尺长的冰锥，齐刷刷的，像
一把把巨大的水晶梳子。拿一根长
竹竿轻轻一敲，便断裂下来，拾起一
截，含在嘴里慢慢融化，冰凉中带着
微甜，犹如现在的冰淇淋。可惜现
在冬天已经很少见雪，再加上气候
变暖，这一壮观，在我们这一带已经
绝迹了。

村北二里处的省道旁边，忽然多
了一处羊汤馆，食客很多。特别是晚
上，喝上几两二锅头，加一碗味道浑
厚的羊杂汤，肚里暖乎乎的，头上微
微冒汗，然后慢慢踱回家去，老婆孩
子热炕头，实在是冬季里最美好的享
受。

想起了小寒节气的三种花信，第
一是梅花，第二是山茶，第三是水
仙。山茶似乎该是彩云之南的特产，
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独有梅花俏，
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神韵天成，沁心
动魄。而根茎像蒜头一样的水仙，凭
一盆清水，伴数粒卵石，借几缕阳光，
便嫣然开放，花叶俱佳，仪态万方。

还有竹子青翠着，还有松柏挺立
着，还有喜鹊喳喳着，还有孩子们打
闹着，冷峭的冬天并不寂寞，依然充
满了生机。

没有雕饰的声音

淳朴地，有着乡土气息

他来自于乡土

是一棵山间的草

扎根于城市水泥的地面

生风的步速，有着田埂奔跑的惯性

他每一次推车行进

都融入了舒络筋骨的舒适度

车厢里，米线充盈咀嚼的冲动

他的吆喝声，哪怕是一个拖腔

都像是在招呼他的亲人

你看，他开开合合的嘴巴

因为牙齿的洁白，而使迎面的寒风

有了春天的味道

当梅花绽放，香气飘逸

北风正盛，删除枝头全部的绿叶

无处躲藏的阵阵花香

压弯了删繁就简的梅树枝

蜜蜂畏寒不来，我独享一段好时光

截取一段梅花香

再拾取鸟儿遗落的几声啼啭

让季节生动，让人间温暖

梅
花
香

■
刘
建

下雪了，我相信其中有一朵

落在头顶的雪花

定是故乡，给我寄来的车票

一路上，它一直就站在头顶

不说一句话

我想摸它，它就躲进发梢里

到家了，母亲用一声声乳名

摸我的头

似乎取走，接我回家的车票

我看到母亲头顶，好多雪花

一朵朵的

像极一张张，打印好的车票

回
家

■
念
小
雨

卖
米
线
的
吆
喝
声

■
李
易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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