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海南医疗队好样，愿把他乡作故乡，
响应党中央号令，奔赴武汉主战场。

二
天灾不由人想象，疫情不断地扩张。
起源来自武汉地，向全国各地延长。

三
这次瘟疫真猖狂，重灾区受难遭殃。
七万余人受感染，武汉超五万增长。

四
岂容瘟疫呈猖狂，中南海彻夜灯光。
运筹帷幄千里外，统揽疫情治理强。

五
问计专家好设想，封城严管好安装。
各自为战防疫敌，万众一心斗志强。

六
中国军人迎难上，救人民免受遭殃。
集结武汉疫发地，决胜无硝烟战场。

七
医学面临新较量，钟南山为国争光。
兰娟院士功劳大，团队精神大用场。

八

一方有难四方想，有分热就发分光。
捐款捐物亿万计，精神高尚国家强。

九
华侨同胞有意向，慷慨解囊援家乡。
海外不忘家国事，龙的精神世代扬。

十
牵动全球人动向，国家外交好主张。
国际社会皆支援，壮我中华志气长。

十一
又为儋州儿女唱，临危不惧破天荒。
革命乐观主义好，战场当作调声场。

十二
数百万抖音网上，给白衣战士增光。
老人编出山歌句，为英雄故事弘扬。

十三
疫情慢慢低头让，抗疫壮举世无双。
四个自信回天力，万物复苏靠太阳。

十四

新时代有新思想，正如金色太阳光。
指引复兴中国梦，人民幸福万年长。

好像从未这样地期待过太阳

能够暴晒阳台，像杀毒的机器

在我们的全身，说话时最近的距离

或者一条河流和大地的肌肤上

灭杀所有的病毒

我站在阳台上，深呼吸，但不说话

对面远处的山峦和陵河保持一定的距离

女儿在我身后的茶几上画画

画她自己，天空，云朵

还有没有土地依然能盛开的小花

阳光，在她脸上的样子

像是一双无形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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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防护服的里边，

我在防护服的外边。

虽然近在咫尺，

但仿佛又在生死边缘。

虽然我看不到你的面容，

但我知道你闪光的信念，

你把危险留给自己，

却送给我幸福平安。

你在门的里边，

我在门的外边。

虽然只隔着一道玻璃，

但我们似乎在不同的

空间。

虽然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但我知道你滚烫的心愿

你把浊气留给自己，

却送给我白云蓝天。

你在家的外边，

我在家的里边。

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但我们的心跳明显不在一个钟点。

虽然我看不到你的身影，

但我知道你付出的血汗。

你把苦痛留给自己，

却送给我岁月的暖意。

你在岛的外边，

我在岛的里边。

虽然我们有一片海的距离，

但我们永远肩并着肩。

虽然我看不到你的笔迹，

但我知道你的誓言。

你把无私留给自己，

却送给我爱与温情。

还有 为了大爱远去的身影

你在天堂的里边，

我在天堂的外边。

我们虽然阴阳相隔，

但我们永远心心相连

虽然我看不到你的躯体，

但我知道你灵魂不眠。

你把“冬天”留给了自己，

却送给了我一个向往的春天。

《海南岛之晨》（水彩） 吴冠中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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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三面环海，西面连着一道山岗。
山岗其实是一片沙滩，只是上边长满了树
木、杂草、簕竹和仙人掌。在海边，潮水来
来去去，泥土都是咸的，难得一口淡水井。
村里人在山岗的南边挖开一处沙土，冒出
泉眼，水质清澈甘甜可以饮用，乡亲们叫小
井，山岗于是叫小井山。据说，小井山上曾
有一口古井，水清味醇，长期饮用，生出的
女孩貌美如花，男孩却矮墩黑皮，乡亲们把
古井填埋了。古井在什么位置，哪个年代
曾饮用，已无从考究，只是在我们村的东边
有一条土路叫官路，又有一条土路叫马路，
直通老州城，说是当年常有州城的官宦人
家从这两条路或坐轿或骑马到我们村来娶
媳妇，时过境迁了，路名犹存。后来，村里
人在山岗的北边找到了泉眼，挖出一口水
井，泉水清洌甘美，有灵气，饮用此井水，村
里人都健壮秀美，聪慧机敏，而且善良、正
直、朴实，没有聋哑残疾者，还要出人才，尤
其乡亲们气息相通，亲亲和和，犹如一家。
村里人如获至宝，拿方石垒井壁，拿石板铺
井台，又砌了井栏，祖祖辈辈饮用至今。此
井虽是后挖，可乡亲们都叫老井。它确实
很老了，村里年纪最大的人也说不出它挖于
何年何月。

小时候，觉得老井离村边很远。一条
土路弯弯曲曲，蜿蜒在树木、簕竹、野菠萝
中间，伸去好远才到井边。我好大了，还
没见过这口老井。早晨鸡叫了，村里人忙
碌在晨曦中，接着听见巷子里响起有节奏
的脚步声，还有扁担那悠扬的咿呀声，知
道村里的女人去老井挑水回来了。天全
亮了，我抹着惺忪的眼睛走出巷口，看不
见挑水的人了，可泼洒在路旁的一道道水
痕，见证当时挑水的情景。傍晚时分，那
条挑水的土路很忙碌，村里的媳妇、姑娘
挑着水桶，三三两两说着笑着走过去，消
失在林荫里，又三三两两从林荫里走出
来，走成一行，扁担在她们肩上抖动，水桶
在她们身旁悠晃。

我们村是渔村，男人都出海，家务交给
女人。男人从不挑水。可是我渐渐发觉，老
井和这条挑水的土路并不都是女人的身影，
经常看见一些男青年有事没事喜欢走在那
土路旁边，他们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落在那
挑水的姑娘身上，他们突然说出一句话，笑
声就从姑娘的嘴边溢出，姑娘桶里的水也就
荡起涟漪。我长大了，常到小井山来玩，那
里有野果，又有鸟窝。我们发觉，经常有男
人来老井打水，比如渔船要出海的时候。
日头要落地时，那些读过书的大哥们好勇
敢，穿条背心，穿条短球裤，端口脸盆，或者
提只水桶，直接走到老井来。他们在身上
糊满肥皂泡，一桶桶水猛地往身上浇，哗啦
声中水花四溅，让人听得耳朵发痒，目光也
被淋湿了。

挑水都是女人，洗井却是男人。每过一
年就洗一次井。二十多个年轻人轮流打水，
把井水都打干了，又擦井壁、清淤泥，再拿生
石灰消毒，然后在井底铺上鹅卵石。水井洗
好了，杀猪杀鸡拜井神，又请来山歌手唱歌
贺井，殷望井水清洁后，村里人身体健康的
同时，村里发子兴丁，兴旺发达，人才辈出。
年年洗井，虽然不见村里出了什么大人物，
可洁净的井水甘甜好喝，用不着煮成开水，
煮饭、煮菜味道都好；乡亲们都健康劲朗，长
得清清爽爽的，又亲如一家。

村里人都爱惜这口老井，喜欢家乡的井
水。因为奔流在我们身上的血脉来自老井
的水。有道是“吃什么井水学什么话”。我
们全村人说话同一个口音，而且百年不
变。村里人走到外边去，只要开口说话，人
家就点出我们的村名；特别是本村人听到
了，亲切悦耳，有一种怡人的感觉。这应该
是村里的井水滋养，久而久之，孕育出特别
的乡音。细想似有依据，在我们这里，方圆
百里人讲儋州话，各人却吃着不同水井的
水，口音都奇妙地不一样。

我们村在发达兴旺，村庄越来越大，人
丁越来越多，老井的水不够吃用了。村里人
请来打井队，经过探测，分别在几个地方打
出几眼机井，找不着龙脉，水质都不好，不能
饮用。我们村饮水困难的时候，村里的孩子
一拨接一拨考上大学，成为十里八乡大学生
最多的村庄。走出去的大学生都吃外边的
水，很多人又进步成专家教授，成为各行各
业的人物。现在，村里人不吃老井的水了，
自来水从外边拉进来，村里依然人才辈出。
村里人仍说是老井的功绩，因为流淌在每个
人血管里的血脉，都是源自那口老井。

接送孙女上下学，是退休后的一件
大乐事。

刚退休后的某天上午，正坐在客厅
里看书，老伴从厨房里出来，劈头就是
一句：“你现在有闲啦，去接你孙女吧！”
我回头，见她垂着一双沾满油渍的手，
满脸很正经的样子，我立马起身、立正，
接受任务：“极好！”于是问清了孙女上
学的班级，放学时间，就捡起一把布伞
出发了。

第一次接受了这任务，我真的一身
高兴劲，退休后的这些天，除了读书看电
视，找朋友喝茶，真的没找到一件“有意
义”的事，而摆在面前较“有意义”的事，
如买菜下厨房，我又不大愿意干，也干不
好。买菜，老伴嫌你买的贵了；下厨，全
家人嫌饭菜不好吃。怎么就没想到接孙
女呢？这是最合适而乐心的事情呀！

孙女上的小学，是市第二小学，已
上二年级了。我出发时，才是上午十
点，离放学时间还有一个多钟头。而路
程，只需走二十分钟，于是我悠哉悠哉
地漫步，心情舒畅地跟过往的熟人们打
招呼。由此，我发现退休后从事这职业
的同事们还是很多的。我走到靠近校
门口的一个小坎上，见到早我两年退休
的文迎兄。他高高的个子，双手拄着大
伞杆，庄严地挺立在坎子旁的一个小平
台上，全神地注视着校门口，全然不在
乎身旁的人来人往。我过去向他打招
呼。他见了我，可来神了，痛快地大声
说：“你也加入接孙大军啦！”“OK！”我
打着手势，向他靠过去。他是个大声说

快话的人，与我很熟，平时也很聊得来，
这下就把话匣子打开了：“退休后，找到
这职业，是最好啦！俺送孙子上学，接
孙子回家，这是最伟大最光荣最重要的
事业，谁都要支持。这一下，屋主姩（指
老伴）没理由说我懒怠不做家务啦，这
是最重要的家务！有什么比让孙子读
好书，长成人重要！我早上跟孙子吃了
早餐，就跟他一起来，孙子进了学校，我
在街上找个茶铺喝茶，这时候又来接他
了。中午、下午还有两趟，每天三趟六
个来回，每趟走路四十分钟，一天就是一
百二十分钟，就是两个钟头。现在的人
讲究养生，提倡跑步走路，还带仪器计步
数，什么六千步、一万步。我这样是多少
步啦？……所以，我做这事情，又养身又
养心，有什么养生方式比这好！”

我见校门口有一拨学生出来了，就
着急地快步向校门口走去，因为孙女今
天还不知道是“阿公”来接她，怕她找不
到接的人而焦急。

小学生们像潮水一样涌出校门口，
都是蓝白相间的校服，怎么找出孙女

呢？我走进人流中寻找，但因我个矮，
瞬间就被淹没了。我怕孙女看不到我，
错过去了，于是赶紧退出来，走到校门
口一棵大树下，搬来一张凳子，站在凳
子上寻视，但都没找着孙女。孩子们都
走完了，还没看到孙女，我的额头都出
汗了。担心胆小的孙女会急哭，我赶快
下了凳子，向前面人流中追去。此时，
轻轻的两声“阿公”在我身旁响起。
啊！孙女稚嫩的小脸，在我眼前悄然出
现，我的心，像照进了一片阳光。我一
下忘情地把她搂在怀里，心疼地问她：

“阿侬从哪里出来的？”孙女笑着说：
“老师叫侬留下来辅导几个同学做数学
作业，侬出来迟了，侬一直找阿婆，找不
到，就看见阿公了。”这稚嫩的语言，像
蜜汁般丝丝透入我心田，我觉得甜美极
了。这接孙女的事业，多美好啊！

此后，只要我有空，就争着送孙女，
接孙女。到了校门，看着一群群的小学
生穿着清一色蓝白相间的校服，簇拥着
走入校门。初阳照着他们青细的头
发，嫩亮的小脸，娇小的身子，柔白的
校服，散发着一派赏心悦眼的生机。
这一切，是多么地和美啊！毛主席曾
经把青年人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
阳”。而此时，只是早晨六七点的光景，
这半露红脸的初阳，不正是此时走进校
门的小学生们的写照吗？这是最最正
宗的朝阳啊！鲜红的朝阳正从地平线
开始露面，我们正呵护着它冉冉升
起。我们所做的，正是这无上荣光的
朝阳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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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曾到访过大疍港。寻找
大疍港的历程曲折，艰难。

都说大疍港就在老的崖州城里，与
大疍（旦）村毗邻，于是，找了大疍村的阿
夏当向导。

阿夏在这个村庄里出生、长大，他知
道，大疍港的历史很长很长了，也许上千
年，村里的老人都说过的，但有谁亲眼见
过那时的样子呢，都没活到那个份上。

而史料说，大疍港原叫崖州港，是古
代海南岛一个极大极重要的海港。说起
这些渊源，就得提及宁远河，宁远河原是
海南第四大河流，大疍港则为其流入南
海的入口。大疍港大抵是辉煌过几百
年，但这辉煌从什么时候开始，史料里无
从查询。而在一些史志专家的讲述里，
大疍港曾作为海南岛内各条航线的沟通
枢纽进行使用。古时的中国，政治、经济
都曾有过高峰，同时，它又以无比的自信
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无比繁盛的大国
风采。那个时候的大疍港，作为通商口
岸横空出世，自然是十分惊艳。

中国的对外贸易由来已久，古时的
海南岛，渐渐成为了我国南方对外贸易
主要商路的必经之处，往返于广州、扬
州、泉州和波斯、阿拉伯等国的中外商
船，为了避风和取水，常在大疍港或者海
南的其它海港停泊。停的船多了，人气
也就旺了起来，国外的商人目光敏锐，开
始频繁出入海南，贩卖他们国家的土特
产，外地的米面、纱绢、漆器、瓷器等物资
在这里进口；崖州的金银、珍珠、玳瑁、香
料、槟榔、益智等土特产从这里远销国内
外各地。渐渐地，大疍港成了我国南方
海外交通的中转站之一，海南与中原之
间的交流也就更为深入，文化的渗透则
是悄无声息的。

千年以前的大疍港，海面辽阔，状似
箕，水深大抵能达五丈，历史的事，谁也说
不透，如今零星的鱼塘，千年前能同时从
容地停泊数百艘大小船舶，港口外还可以
寄碇，港口左右两翼有五个与流水相通的
附属小港亦可泊船。这原就不可想象，然
大疍港尚未罢休，联及附港伸出的十几条
河流纵横，交叉、缭绕在当时崖州城南，一
直抵达城之东。崖州城南、东南的土地因
此被切割成条块，倒是成就了另一番风土
——沙洲。而崖城中朝臣名相最为集中
的贬谪聚居地水南村，大抵也是恩泽于大
疍港。这源头追溯起来，也是久远，大疍
港中原是有两条河涌，它们紧接城东流经
城南的宁远河而成为支流，并成为海港通
往崖城和深入黎峒的航运水路。水路经
过城南的大疍村、小疍（旦）村、头塘村、番
坊、白腊根村、中坊、上坊、高山所和厢村
等处，自成泊船内港，其状不可谓不阔。
此外，大疍港与其附港、内港和河涌，还形
成了港口的母子系列和连环之势，海河纠
结，错综繁复，由此可以揣测，古时大疍
港，商贸往来繁密，烟火兴盛。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疍港是那一条谜
团重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某个站点。

在我们自小听来的故事里，宋时的
海南岛，经济已有了更大的发展，大陆和
东南亚的商贾频繁往来海南。期间，大
疍港设有驿站，以便迎送官员、商贾、文
士和接待公差。而在史志专家的解读
中，南宋赵汝适《诸番志》中所载“（吉阳
军）郡治之南有海口驿，商人舣舟其下，
前有小亭，为迎送之所。”——即为大疍
港当年景象。此言当是不虚。既有驿
站，官员商人熙来送往，无论政治、经济、
文化，都必得由他们亲手植入大疍港中，
崖城人自此便得不少的便宜。

海南岛上的人，原是向善，包容。海
上的文明，不若万里长城突兀在外，而是
绵长浸润，节节延伸，这种距离是最富包

容的，和海南人温润平和的性情一样。而
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海南的商贸
和文化在历史上便有了最富生命力的记
叙，因为这种文明融和着异域的生活，它
灵动且勤于修缮，因而更能经得岁月的淘
洗。而大疍港此间演绎的角色，无疑是

“海上丝绸之路”中绝对的大青衣。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于汉代，是一

条以南海为中心，向亚洲国家乃至欧洲、
非洲等地通商贸易的航道。而我脚踏着
的这块土地，海南岛，或许就是当年“海
上丝绸之路”主航道的要冲。海南的先
民出走南洋，大抵是从彼时就开始了
罢？但我们的册簿里，没有把这辉煌以
文字的气势张扬得滚滚滔滔，而是让它
卑处一隅，敛着声气，看着海浪淘尽当年
的足迹，一脸平静。

而直至今天，我来到大疍港面目全
非的遗址，才知曾经有这么一个烟火稠
密的港口，承载过如此奢华的历史。

我无从知晓，大疍港何时开始成为
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移民的居民
点。但史料里有这样的痕迹：闽、广、
赣、中原的移民，曾从大疍港上岸，这些
人身份各异，“仕宦从军来崖”的军人，
仕宦从商而来的客人和以渔为业泛海
而来的疍民。或谋生计，或避战乱，来
的人都自带文化，大疍港都欣欣然地接
受了这些移民。

譬如《崖州志》就有载：“疍民，世居
大疍港、保平港、望楼港濒海诸处。男女
罕事农桑，惟缉麻为网剀，以渔为生。子
孙世守其业，税办渔课。间亦有置产耕
种者。妇女则兼纺织为业”。如今的大
疍村、小疍村，皆为当时疍民到来的居住
点，大抵到来的移民，皆以捕鱼为生。也
有说法称大疍村左邻是番坊，并佐以大
疍港近处的番坊园、番人坟场为古代番
民落脚大疍港的遗址为证。

不过，我在大疍港的那个黄昏，并没寻
着番坊园和番人坟场，也就凭了文字揣想。

大疍港确是功能齐全，它甚至还是
古时崖州的重要海防门户。史料称，宋
代以后，倭寇改变了他们的进攻方式，不
断由大疍港从海路侵犯崖城。为了抵御
倭寇，明万历四十五年，崖州曾设了水寨
前司在大疍港，共派驻了六百多名官兵
进行防守，显见得此地位置的重要。到
了清朝，对大疍港的设防更是极为重
视。民间传说，康熙三十九年，有海盗掳
掠了十多个女子，分置于三艘海盗船上，
被追捕，逃至大疍港时，被抓，康熙由此
也在崖城声名大盛。

到雍正时，也不敢对大疍港的防守掉
以轻心，不仅把崖州陆路营改为水师营，
而且在海南岛南部沿海一带设置了几处
炮台，其中包含大疍（蛋）港炮台。而在当
地的民间传说里，好强的乾隆也不会示
弱，在他掌朝期间，不仅增设了大疍港的
报讯所，还给炮台配备了大小的红衣铁
炮，并驻扎有千总一名，防兵二十名，可
谓重兵把守。关于乾隆的故事，版本众
多，显见得崖州民众对大疍港海防的拳
拳之心。

关于当年在大疍港所设的水寨前司
和雍正所置的炮台旧址，我是找不着了，
大疍村里的村民都说有隐约的记忆。而
在考证过的记载里，汉代的贡品“广幅
布”，宋元时期的热带作物、珍贵木材、珍
珠等土特产，都是借经海口港、大疍港等
通商口岸，由“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
地运往邻近各国的。如此商贾络绎、官
员频频上马下船的海南，当年到底融汇
了多少外来的文化呢？

其实，最富声色的大疍港应在明
代。民间有传，明代崖州的开发性农业
生产空前发展。且其时崖州官吏重视发
展经济贸易。好几任知州先后在州城内
外设置贸易市场，进一步刺激了崖州的
黎汉产品交换和崖州与外地的经济交
流。大疍港吞吐输纳，好不红火。明代
大疍港的航迹，对外遍及海外各地，对内
则是深入了崖州腹地，边隅角落似乎都
因此得以润泽。但成也开发，败也开
发。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宁远河中、上游
山区层层丛林没了，原始植被大面积地
被破坏，水土往下游流失，不断填进宁远
河。崖州原是“夏多西南风，秋多西风”，
崖州湾向来浪大，潮急，浪卷起时，海上
沙土便往后退流，倒着涌入大疍港，而潮
汐又把宁远河及其支流带来的泥沙，沉
淀在河床、涌道和港口……泥沙出不了
海，年月渐长，河床就得抬高，大疍港的
港涌和港口就这么被填埋了。——“水
浅，不能泊船了。”《崖州志》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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