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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普通农民长满了老茧的双手。

这双手，曾经垒砌过村里很多人家的灶

台，点燃了乡亲们平凡的生活烟火。

这双手，曾经抬举过村里德高望重老人去

世的棺材，让他们入土为安。

这双手，曾经修葺过村里很多人家漏雨的

房屋，让他们贫寒的家境增添一丝安稳。

这双手，曾经为村里修筑道路，让乡亲们

出行少踩一些泥泞。

这双手，曾经为村里挖过鱼塘，让乡亲们

紧巴的日子得以改善。

这双手，曾经无数次端过酒杯，在畅饮中

调停了邻里的家长里短，自己却喝的酩酊大

醉。

这双手，曾经无偿为他人创造过幸福。

这双手，在食不果腹的岁月，艰难地养活

了五张嘴。

这双手，曾经伴着日出吆喝着牛马扶犁耕

田，又伴着日落而归。

这双手，曾经忍着病痛，在风雨交加的夜

晚抢收过麦子、玉米、高粱等农作物，与老天争

夺口粮。

这双手，曾经和泥制胚、土窑烧砖，建造了

属于自己的砖瓦房。

这双手，曾经在煤油灯下，彻夜陪同母亲

一起用老式纺车纺织棉线，裁缝了家人身上的

粗衣布衫。

这双手，曾经顺手抄起过棍子、扁担，揍过

不听话的孩子。

这双手，曾经拿过铅笔，在树桩、木头上画

过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得懂的符号，而后加工成

简陋却实用的家具。

这双手，曾经拿过笔却连自己名字都不会

写，因为他没有读过一天书，但却培养出农村

当年少有的大学生。

这双手，曾经努力打造自己的幸福。

这双手，曾经在农闲时给他的孙子捉过鱼

虾、烤过蚂蚱。

这双手，曾经在寒冬用身子暖干孙子的尿

布。

这双手，曾经无数个日子给他的孙子、外

孙变过魔术，逗的孩子们笑逐颜开。

这双手，曾经推着三轮车，无论严寒酷暑，

都快乐地载着孙子上、下学。

这双手，曾经为他的孙子刻录了幸福。

这双手，教育他的儿孙，只有靠勤劳双手

才能创造有尊严的生活。

这双手，如今只能时常在孩子的梦里出

现。

这双手，是父亲的。

……

父亲手写的散文诗
■ 孙伟

诗路花语

鸟鸣
■ 尹文阁

天未央
雨水迷蒙在树枝上
漾开了一树杏花，也漾开了往事
往事像白鹤
在沙颍河里长满了皱纹
悬挂在晾衣绳上的
水滴，一言不发
纷纷落下来像一个个水做的女子跳崖殉情
旧日子难于困守老屋
惊蛰一过，门前的那丛蔷薇
都结满嘀哩的鸟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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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测难料的爱情，定然有着诗
行无法包含和穷尽的内蕴，所以它
成了小说。太纠缠太痛苦的爱情，
化作简洁的诗句，可能确实不如化
作长长短短缠缠绵绵的小说语言更
加淋漓尽致。诗的传达力悠长无
限，然而不落地；而小说是落地的，
是打开包袱细数的形而下的生活质
地，是抚平内心每一道具体而微的
皱褶的那只手。

爱情之于女人，好像一种幸福
受虐的刑罚，想想女人爱的是男
人、怨的是男人、谈的是男人，简直
该厌烦自己的无聊。可是，再看看
不爱不怨不谈爱情和男人之后的
女人的沉寂，蓦然明白杜拉斯那句
话：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一蔬
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
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爱情毁灭
女人，也丰富女人成就女人，未经
爱情毁灭过的女人，也不见得更幸
福，所以，容许女人继续在爱情里
可歌可泣吧。

女人一旦做了男人的插曲，会
不会就想成为主题曲？这是一个严
重的问题，也是男人最怕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男人来说，也许远比
爱不爱重要。可是对于女人来说，
男人爱不爱自己？这是一个永远无
法放弃索解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爱，往往是女人一个人的事
情，男人是置身事外的。这就好比，

不笃信宗教的人，宗教对他是没有
约束力的。

爱情就结局而言是简单的，无
非就是走不走得到一起去。所有才
下心头又上眉头柔肠九转欲罢不能
的，都在爱情的过程之中。如果单
看结果，大多数爱情故事就相当于
没写。简单的是结局，复杂的是过
程。写爱情，其实就是写过程。结
果与过程是不成正比的，往往那些
没有结果的，反而有着更加缭绕不
已撕扯不开的过程。爱得投入和写
得投入，一定是成正比的。风轻云
淡的杯水主义的男女之情，必是轻
描淡写。使轻描淡写而不能的，是
深爱里的痛。杜拉斯把女人心中的
爱情表达得登峰造极：有一种爱，无
法给予，也无法回避，唯有忍耐它，
等待它渡过，如同一个人在荒野上
听凭狂风骤雨。爱情荒野里的狂风
骤雨，挥洒于纸上，是风停雨住的宁
静，是烟花落尽的寂灭与心安。女
人用写作来成就了心灵，超度了自
己。

女人的爱情小说，几乎穷尽了
爱情中的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的种
种。有沙子一样越想抓紧越易于流
逝的爱情，有符合“跑了的鱼儿是最
大的”定律的爱情，有草蛇灰线无迹
可求的爱情……在爱情里谈伤害似
乎比谈渴望容易得多，然而无论有
多少伤，人们还是愿意相信爱情，世
界上散落着的爱情，还是像草地上
的小花一样多。

爱其实没有绝对唯一的答案，
谁也不知道终生最爱是不是最对
的那个人，最对的也许永远没有遇
上呢；爱只是相对的，缘分中最好
的选择而已。爱情中的不确定，也
许正是爱情的魔力之所在。爱情
有多种面孔，如何认出它？永远是
一个问题。有的是认出甜蜜，有的
是认出黑暗，有的是认出幸福隽
永。同样，爱情的断桥上，有人是
连皮带肉扯下的疼痛，有人是挥刀
自宫的斩截，有人是牵衣欲留的含
泪的祝福，有人是挥一挥衣袖不带
走一片云彩。是真爱，分开没有不
痛的。

在爱情这个班里，我们都是同
学。

喜欢京剧的朋友都知道，《贵妃
醉酒》是一出有名的京戏，也是梅兰
芳大师精心雕琢的梅派经典剧目。
这出戏情节很简单，唐玄宗李隆基
和爱妃杨玉环约好在百花亭饮酒，
后来却爽约去了梅妃那里；杨贵妃
抑郁不欢，独自痛饮，最后喝醉了，
说了许多醉话，做了许多醉态，大体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但最近阅读梅兰芳回忆录《舞
台生活四十年》，却发现《贵妃醉
酒》原来并不是京戏。据梅先生考
证，关于杨玉环喝醉酒的故事，只
有明末钮少雅《磨尘鉴》和清初洪
昇《长生殿》里可以见到，但《长生
殿》里写的是杨贵妃陪唐玄宗在御
花园畅饮，与《醉酒》的剧情南辕北
辙；《磨尘鉴》的故事倒是相似，可
唱词和念白却截然不同。后来梅
兰芳在乾隆年间成书的《纳书楹曲
谱补遗》中找到了源头，在这本书

“时剧”类别内有一出《醉杨妃》，剧
情与《贵妃醉酒》几乎一模一样，唱
词方面也属一个源流，只不过京剧
剧本做了删减，比《醉杨妃》简练了
许多。

在这里再简单谈一谈时剧。关
于时剧，明清以来各种曲谱中有不
同称谓，譬如时剧、时曲、昆唱时剧
等等，从字面上不难理解，有流行、
时兴之意，大体上属于江南民间的
昆山腔，也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昆
曲。作家汪曾祺在北京京剧团当过
多年编剧，对戏曲源流非常熟悉，据
他考证，明清时剧与正统的昆曲同
属一系，都是长短句的曲牌体，演唱
时剧的也都是昆班。之所以叫法不
同，有两个原因：一是作者身份不
同，昆曲作者都是有名的大家，而时
剧却是民间无名作者所写；二是曲

调有异，时剧在曲调上更为自由委
婉。

时剧《醉杨妃》又是怎样发展成
京剧《醉酒》的呢？

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
这样写道：“曹心泉、溥西园两位老
先生说过：‘最早北京戏班里没有
《醉酒》这出戏。光绪十二年七月
间，有一位演花旦的汉戏艺人吴红
喜，艺名月月红，到北京搭班演唱，
第一天打泡戏，就是《醉酒》。月月
红唱红了头，大家这才跟着也演《醉
酒》了。’”梅兰芳这里所说的曹心泉
是清末民初著名戏曲音乐家，精通
笛、月琴、古筝等多种民乐，尤擅昆
曲，晚年在富连成和中华戏校教授
昆曲，在梨园行声望极高；溥西园则
是京戏名票爱新觉罗·溥侗，皇族出
身，与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并称
民国四公子，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
是玩儿，并且玩出了大学问、大名堂
——这两位在民初梨园行那可都是
传说般的存在。

可见《醉酒》本来是汉剧，是从
时剧《醉杨妃》辗转改编而来的。月
月红唱红以后，路三宝、余玉琴等京
戏名伶都唱过《醉酒》，而路三宝是
梅兰芳的师傅之一，《醉酒》就是他
教给梅的，据说梅兰芳为此还专门
送给路三宝300大洋学费。路三宝
和余玉琴都是花旦出身，由此看出
《醉酒》最初走的是调笑路子，老艺
人表演杨贵妃与高力士等太监调
笑的场段格调不高，主要是以杨
玉环醉酒思春来吸引观众，后来
经过梅兰芳革新，这出戏变得干
净、纯粹，也更好看了。以“你若
是遂了娘娘心，顺了娘娘意，我就
来、来朝把本奏当今”为例，这段原
来在表演上有勾引的眼光和动
作。梅兰芳将其改为杨贵妃眼神
迷惘，一边让太监再去拿酒，一边
让另一个太监去请皇帝来陪她喝
酒。这样处理既删掉了不健康桥
段，又保留了原戏优美的舞蹈和唱
腔，还将杨贵妃醉后的失意、孤单与
期盼作了进一步描绘，一石数鸟，梅
先生功莫大焉。

梅兰芳成名后身边有一个文人
群体，他们为梅编撰戏本，出谋划
策，时人呼之为“梅党”。《醉酒》之
所以能发展成一出曼妙的古典歌
舞剧，肯定有“梅党”的功劳，但不
管如何改良革新，这出戏根本上还
是月月红的汉剧路子，正如汪曾祺
所说，“梅先生是在京剧舞台上演
了一出汉剧”。

鲁迅给大多数人的印象近乎冷
峻，一副凛严的面孔像一张不会动的
铁板，目光也总像一把利剑，在那样的
乱世中穿行。在这样的模式下读鲁迅
的作品，越读越觉得鲁迅是一个硬骨
头，一张口说出的话，总带着一股寒
气。其实，生活中真实的鲁迅并不完
全是这样。从下面一个个小故事，我
们可以看出，鲁迅是那么可爱，那么
逗，那么富有生活情趣。有一次鲁迅
的侄女问他：“你的鼻子为何比我爸爸
（周建人）的矮一点，扁一点呢？”鲁迅
笑了笑说：“我原来的鼻子和你爸爸的
鼻子一样高，可是我住的环境比较黑
暗，到处碰壁，所以额头、鼻子都碰矮
了。”鲁迅年轻时并不是很帅，他对自
己却信心有加。一次英国作家萧伯纳
见到鲁迅时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
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听了
这样的溢美之言，鲁迅不但没有谦卑
之词，竟然说：“我老了会更漂亮！”

鲁迅来到上海专事写作，一次夜
深人静时，外面的猫不停地叫，屡屡打
断他写作的思路，鲁迅随即拿起手边
五十支装的铁皮香烟罐，将一支支香
烟对着可恶的猫一一发射。那时鲁迅
已年过五十，却可爱得像个小孩子，真
是搞笑。

大家知道，标点符号虽然不起眼，
但在文章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当年的出版界对标点符号不重视，
在支付稿费时，往往把它从字数中扣
除，不给稿费。鲁迅应约为某出版社
撰写书稿，他的书稿里通篇没有一个
标点符号。编辑看后，以难以断句为
由，去信要求鲁迅加上标点符号。鲁
迅回复道：“既要作者加标点符号分出

段落、章节，可见标点还是必不可少
的。既然如此，标点也得算字数。”那
家出版社没办法，只好采纳鲁迅的意
见，标点符号也折算字数支付稿费了。

鲁迅的胡子很有个性，从日本留
学回来那几年，他的胡子是日本式的，
两头往上翘，看起来很滑稽，常被周围
的人嘲弄，说他是崇洋媚外。鲁迅被
烦扰得不行，干脆把胡子修剪成隶书
的“一”字，怪怪的，很逗人，从此却相
安无事。

吸烟、喝酒、饮茶可谓是鲁迅的
“三瘾”，这三瘾当中，鲁迅的烟瘾一向
很大。在北平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
德门牌的十支装香烟，但夹烟的姿势
很特别，用大拇指和四个手指拿香烟，
而不是夹在食指和中指中间。还有一
点很有趣，在人前吸烟的时候，鲁迅总
是从他那件灰布棉衫里去摸出一支来
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

后再从烟包抽出一支，再将烟包塞回
口袋里。鲁迅这习惯，从北平到了上
海，一直没有改变。

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有一次
鲁迅期末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
一枚金质奖章。鲁迅没有把奖章作为
自我炫耀的标牌，却懂得实惠，跑到鼓
楼街把它卖了，买回一大串红辣椒。
每每读书至夜深人静、天寒人困时，就
摘下一只辣椒来，分成几截，放进嘴里
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嘘
唏不已。只觉周身发暖，睡意顿消，于
是捧书再读。现在看来，此事除了有
趣之外，也生出几分感动。

在厦门大学教书时，鲁迅曾到一
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不认识鲁迅，
见他衣着简朴，心想他肯定没几个钱，
理发时就一点也不认真。对此，鲁迅
不仅不生气，反而在理发后极随意地
掏出一大把钱给理发师，远远超出了
应付的钱。理发师大喜，脸上立刻堆
满了笑容。过了一段日子，鲁迅又去
理发，理发师立即拿出全部看家本领，
仔仔细细地给鲁迅理发。不料理毕，
鲁迅并没有再显豪爽，而是掏出钱来
一个一个地数给理发师，一个子儿也
没多给。理发师大惑，问道：“先生，您
上回那样给，今天怎么这样给？”鲁迅
笑了笑，说：“您上回马马虎虎地理，我
就马马虎虎地给。这回您认认真真地
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理发师听了
大窘。

那样的时局下，鲁迅双目深邃，一
脸严肃，向来被解读为勇敢的斗士。
实际上，鲁迅固然有他忧虑、愤怒的
一面，也有温情、活泼、淘气、逗人的
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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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清明悼抗疫英烈
■ 王健强

春回销疠疫，节序又清明。
世难知铮骨，时危仗侠情。
行斟三盏酒，不朽百年名。
欲问魂归处，垂听杜宇声。

夏游吊罗山
■ 黄平

岚雾蒸腾蔽玉峦，南风习习客乡欢。
百花着树藤千系，一练悬空珠万弹。
溪涧两山啼夏鸟，长林五月入秋寒。
攀登绝顶心胸阔，俯看天中云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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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有“不到亚龙湾不算到三
亚”之说。亚龙湾被誉为中国最好的
海滩，有“天下第一湾”之称。亚龙湾
呈半月形，据说有“五好”：沙滩好，沙
细、白且软，风中扬起，如粉如尘，飘飘
洒洒；海水质量好，清澈见底，终年可
游泳；海滩好，下水处非常平缓宽阔，
浅海区缓缓伸入海底，适合游泳，且绵
延数千米的海滩是无鲨区；海面颜色
迷人，晴朗之天海面可见七种颜色，由
浅入深，由浅绿色至深蓝色，渐渐变
化，异常分明；整个海域周边环境好，
三面青山环绕，围住一片海滩，且无台
风。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亚龙湾的美
名应当说确不虚传。

我记得1988年春第一次到亚龙
湾时，还只有一两个简易的草棚卖些
水和椰子。好像还有一间很简陋的酒
店。当时我们还是大学生，但来海南
后，听很多人说起亚龙湾的美，说到了
三亚不去亚龙湾就算白来了，于是对
亚龙湾很向往。但听说亚龙湾交通不
太方便，车很少。那时我们年轻气盛，
就去公共汽车站搭公共汽车去亚龙
湾，下车后果然人很少。就打听着往
海边走。走到海边一看，大为震惊，天
下还有如此美景！一望无际的浅绿
色、蓝色海岸线，洁白细腻的沙子，轻
柔的海浪，还有后面的青山、丛林、仙
人掌，还有迎风飘扬的椰子树……觉
得真是没有白来。

我们脱了鞋子，在沙滩上走来走
去，边走边唱。累了，就找一个洞穴休
息。说是洞穴，其实是有心人在沙滩
边的一块凹地铺了一些树枝、绿叶，上
面把就近的两棵枝叶茂密的小树弄
弯，用绳子绑起来，以作遮荫，搭成了
一个树枝和绿叶织成的帐篷。我们就
在那样的帐篷里休息，吃了早准备好
的面包、火腿、榨菜，并睡了一个午
觉。起来后，我们去游泳，游得累了，
就把自己埋在沙子里，太阳下的沙子
又是温热的，埋住了整个身子，痒痒
的，一种奇妙的感觉漫过全身。当时
就想，要永远能这样就好了。

亚龙湾如此美丽，连带着亚龙湾

周边的酒店也被誉为中国最好最美丽
的酒店，有些人不服气，其实你想想
看，酒店的设施服务在全球化的今天
其实世界各地大同小异，但酒店的外
在环境如亚龙湾这样得天独厚的背景
又有几个地方找得出来？环亚龙湾的
酒店确实占尽地利，这些酒店的大堂
都是敞开的，无需空调，凉爽风从早到
晚穿堂而过。而站在酒店的任何一处
看过去，前后左右都是风景，前面是美
丽的亚龙湾，后面是青山耸翠，左看右
看均是一幅画，真可谓窗含风景千秋
画。而酒店的装修风格也尽量与周边
环境协调，色调比较柔和，蓝色、淡黄
色和白色为主，墙上也多有热带风光
的壁画，再加上吊床、观海台等海边特
有之物，可谓和谐之至。

亚龙湾的美不仅在白天，晚上更
有魅力。夜幕一降临，天际还残留一
点夕阳，将厚云边缝上一条金边。后
来金边也没有了。月亮开始悄悄爬到
天中央，变得白而大。这时坐在沙滩
上，白天的暑气渐渐散去，习习海风轻
拂肩背，有点潮湿。白天烦躁的心情
开始好转，绷紧的弦开始放松。坐了
一会，月亮也慢慢变得湿润起来，月光
也不像开始时那么明亮刺眼，银光四
射了，海面好像蒙上了一层薄雾。一
切变得影影绰绰。月光在蓝色天幕
上，有如墨汁在宣纸上的蔓延，是缓缓
地散发开来的。远处模模糊糊的海平
线，将天与地分隔，但又好像恰恰调混

在了一起。月光如水泻在海面上，深
蓝的海面如铺了一层银粉，海面在风
的吹拂下起了皱，波光粼粼，又让人疑
心那是鱼儿在水底涌动。但整个看
去，这是一片蓝与银白的背景，海中间
还有一座墨黑的小山，那是一个小岛
……这背景与岛、与天上的明月构成
了一幅古典水墨画。难怪中国的诗歌
里写海上明月的佳句那么多，原来它
是与中国传统里的精髓相通的。“海上
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人在这种亘古
的诗与美的笼罩下，变得很轻微很渺
小，小得把自己都忘记了。忘记了自
己，心胸也就突然变大了，变得开阔无
比，把自己与大自然都融化了。所以
苏东坡说：“唯海上之清风，与山间之
明月……”，忘记一切功名利禄，忘记
一切烦恼忧愁。

亚龙湾还特别适合潜水。很多朋
友来海南，我都要介绍他们去潜水。
我说别的活动你可以不参与，但潜水
你一定要试试。潜水与别的运动完全
不同，它是一种让你全部身心要扑进
去的运动。潜水，让你所有的部位都
要参与，因为整个人都浸泡水中，那种
感受难以言语。潜水至珊瑚礁区域，
还可以看到海底的美丽世界。珊瑚遍
布的海底世界五颜六色，丰富多彩。
珊瑚是一种腔肠动物，颜色非常漂亮，
红、白、黄绿，异常鲜艳，形如树枝，玲
珑剔透，只有南海这样阳光明媚、温
暖、透明的海底环境才适合其生长。
亚龙湾条件尤其优越。潜入海底，珊
瑚密布的海底景致与陆地公园无异，
有山有树，还有状如亭台楼阁的各种
堆积物。再加上海水透明度好，可见
得珊瑚在海底摇曳，千姿百态，姹紫嫣
红，如花丛，如桂冠，妖冶多姿，美不胜
收。你若伸手轻轻触碰，会有一种奇
妙的感觉迅速传遍全身。海草在海底
飘摇，颜色鲜艳的小鱼儿欢嬉其中，并
在珊瑚的缝隙里穿来穿去，游戏其中，
老实迟钝的小蟹缓缓爬行着，鱿鱼舒
卷着自己的柔软的小爪。草丛中，还
有各式各样五彩斑斓游动着的贝类和
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