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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在乡野
■ 倪俊宇

隐忍的蝉鸣，让绿荫的裂缝
在强光中撕痛
一溪童趣，追逐在季节的
边缘。嬉笑或者水花
撒满晒黑的晌午
青石板上，浣洗的声音
揉进了些许发黄的故事
一管牧笛，牵着田间小路
走远。在萎黄与翠绿之间
草帽和陶罐
伸展了民谣的腰身
农谚的汗滴，渍染了
夏的衣衫。南风
因此烘热时令背后
多彩的思盼
而此刻，荷塘的红
使水鸟的啭鸣，有了
诗韵的背景。豌豆花在开
一袭蜻蜓的纱翼，在花的唇
轻吻片刻，听到了
翠叶间它愉悦的絮语

这里的石头都是前世的布道者
这里的植物都接受过石头的无私奉献
这里的溪水都在石头上做过美梦
这里的鸟雀都在石头上刻录过灵魂
时光容易衰老，宇宙依然年轻
总有石头疲倦，总有石头失守
我轻轻敲醒一块已然瞌睡的石头
它的眼泪里饱含着湿漉漉的盐

敲醒一块
已然瞌睡的石头
■ 包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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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枚新茶在杯中沉浮
嫩绿的线条充盈眼前。我想
倘若春天就此一别
至少，我还有掌心的一切
馥郁，在唇齿间舞蹈
就像一位少女，在咫尺之处
优雅地旋转
这无法言传的美与安详
让人心神荡漾
时光多么缓慢，世界多么美
茶香自清水中升腾
无声无息地将灵魂引向辽阔
和高山

新茶
■ 吴辰

清朝文学家曹雪芹写的《红楼
梦》又名《石头记》，曹雪芹在最后近
十年的时间亲自修订的《红楼梦》手
稿，都题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曹
雪芹为什么要提到“脂砚斋”？他为
什么在这部书的书名中着重强调“脂
砚斋”？这其中是有缘故的。

首先要说的是，脂砚斋是一个人。
翻阅脂砚斋评阅的《红楼梦》在

其手稿的字里行间，写下了许多朱砂
批语。脂砚斋的批注被称为“脂批”，
这种抄本就是“脂本”，都是由手抄过
录而成，全部以曹雪芹亲修手稿为底
本，书页上保留着脂砚斋的朱砂批语，
它不朽的价值就在于脂砚斋的批注，
这些批注就像一把钥匙，总是在曹雪
芹才思奔涌、故设迷局时，它就会把读
者引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开阔之
地，去领会字里行间的丰厚味道。

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有两
条临终绝笔似的批语，写在曹雪芹所
题“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眉
端：“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
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
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
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瘌头和尚何！”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
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
矣！甲午八月泪笔！”这两条批语明
显是作者的未亡人的口气，由此可以
看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患难伴侣。

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和敦敏的诗
中说，曹雪芹死后有遗孀在世，她正
是脂砚斋。脂砚斋在批注中指明，曹
雪芹死于壬午（1763年）除夕。后来
张家湾出土的“曹雪芹墓石”上确有

“壬午”的纪年。那么，可以知道，脂
砚斋在甲午年（1774年，乾隆三十九
年）尚在人世，但却已是风烛残年。

从脂砚斋在《红楼梦》中留下的
诸多批语可以看出，脂砚斋和曹雪芹
感情深厚，曹雪芹去世后，脂砚斋并
没有停止对红楼梦的批注，她以不断
批注红楼梦来寄托自己对曹雪芹的
怀念。“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正是脂
砚斋在曹雪芹去世后的悲苦心境。

从《红楼梦》中的批语可以看出，
脂砚斋应该和曹雪芹从小青梅竹马，
脂批中许多言辞可以看出这一点。

比如，红楼中写到史湘云设螃蟹宴，
宝玉叫拿合欢花浸的酒来喝时，脂砚
斋批道：“作者犹记矮幽舫前以合欢
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叹叹！”曹
雪芹写史湘云住处有合欢花酿酒并
非凭空虚构，而是以二十年前他和脂
砚斋曾一起酿制的童年往事写成的，
曹雪芹不但没有忘记这温馨的童年
往事，还把它写进了《红楼梦》，留下
一段永远美好的回忆。脂砚斋对此
也记忆犹新，足见她和曹雪芹之间青
梅竹马的情愫。

在《红楼梦》的第一回甄士隐家
被烧时有段眉批：“写出南直召祸之
实病”。所谓“南直召祸”，应是入狱
和抄家之祸。曹雪芹了解脂砚斋的
身世，脂砚斋对南直召祸的隐情更是
一清二楚，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批注。

“南直召祸”直接导致了家道衰落，导
致了脂砚斋的身遭离乱。对于这段
令人伤痛的往事，脂砚斋耿耿于怀，
多处流露，她第十三回在“一日倘或
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
俗语”句上批道：“树倒猢狲散之语，
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伤哉，宁
不恸杀！”抄家之后，七零八落，一片
萧条，发出“树倒猢狲散”的感叹，在
情理之中。

脂砚斋能清晰地记住她父亲生
前常常说的这句口头禅，并在批书时
发出悲叹，完全可以理解她的心情。
第一回写英莲的“有命无运，累及爹
娘”八个字上，脂砚斋批道：“八个字
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

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
人！……”脂砚斋写下这样沉痛的长
段批语，绝不是随意而写，而是有感
而发。

脂砚斋有一条批注说：“凤姐点
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宁）
不悲乎！”说明脂砚斋不仅确是女子，
她还曾在大观园里生活过。当曹雪
芹写到“就是后一带花园子”时，有一
段问答式的批注：“‘后’字何不直用

‘西’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
‘西’字。”显然是脂砚斋在问，曹雪芹
在答。看来，脂砚斋早年曾住在曹家
的西花园。

脂批中有“茜纱公子情无限，脂
砚先生恨几多”的句子，也说明了“脂
砚先生”是女子。“作书人将批书人哭
坏了”等批语，显然也是女子的口气。

曹雪芹对脂砚斋很是尊重，脂砚
斋与曹雪芹感情深厚。脂砚斋是曹
雪芹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亲密无间的
伴侣。因为，曹雪芹每修订一次红
楼，就将它交给脂砚斋批阅，脂砚斋
对红楼中的处处描述，都如同和曹雪
芹一起经历着或经历过，脂砚斋在批
注中对红楼描述的事件原型非常熟
悉，令人惊叹。曹雪芹在《红楼梦》中
处处设置迷局，脂砚斋在批语中处处
揭谜，这似乎成了曹雪芹和脂砚斋之
间的一种愉悦的默契，在两个人同甘
共苦的生命时光里，在“举家食粥酒
常赊”的悲苦生活中，这似乎是唯一
的一种情趣。正是如此，“脂本”的
《红楼梦》的价值才难以估计。

历史上，曹雪芹祖母李氏的娘
家兄弟是苏州织造李煦，李煦的孙
女李兰芳，童年时和曹雪芹在南京
一起生活，后来，李兰芳历经抄家之
变，流落市井历经被变卖等磨难，曹
雪芹迁居燕京，家道再次败落之后，
他和李兰芳“遇合”于“燕市”，并结
为夫妻。

在《红楼梦》中的脂批有苏州方
言，据此可知，脂砚斋确是苏州人，那
么，李兰芳就应该是扑朔迷离的脂砚斋
了。第十三回针对凤姐治理宁国府“五
病”，脂砚斋批道：“旧族后辈，受此五病
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
于三十年后，令余悲恸，血泪盈面。”可

知脂砚斋在三十年前生活在豪门，后遭
变故。甲戌年为1754年（乾隆十九
年），往前推三十年，为1724年（雍正二
年）。雍正二年的时候，曹家尚未被抄
家，因此，脂批中的“余家更甚”，显然不
是指曹家，而是指脂砚斋自己家中“树
倒猢狲散”的伤心旧事。

曹雪芹在乾隆甲戌（1754年）、
丙子（1756年）、已卯（1759年）、庚辰
（1760年）四次修订了《红楼梦》，也
就是现在能看到的《红楼梦》的前八
十回，后书部分当时业已完成，但是，
脂批说这部书的后书部分不幸被借
阅迷失。曹雪芹于乾隆壬午（1762
年）年除夕“泪尽而逝”，无法再把后
书补完，实在是千古憾事。《红楼梦》
四次修订的书稿只有八十回，其中丙
子和已卯两版脂砚斋没有落批。这
四个本子都是传世至今的抄录本的
底本，早已遗失。

脂砚斋用的脂砚，“文革”前尚存，
《文物》杂志1973年第二期曾刊登此
砚的照片，脂砚原是明朝江南名妓薛
素素心爱之物，砚侧刻有“脂砚斋所珍
之研其永保”10个字。砚背刻有明朝
著名文人王稚登题诗：“调研浮清影，
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
芝。”砚匣底部刻有“万历癸酉姑苏吴
万有造”。脂砚陪伴着曹雪芹和脂砚
斋创作并批注了《红楼梦》。脂砚斋在
离开曹府后，以此砚为号，继续过着隐
姓埋名的生活，这其中有万般的无奈
和隐痛。

《红楼梦》一书凝聚了曹雪芹和脂
砚斋无尽的忧欢。也许正因为如此，
脂砚斋在临终前才流着泪写道：“今而
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
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红
楼梦》中脂砚斋以七律形式写过这样
一条批语：“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
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
梦尽荒唐。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
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
苦不寻常。”其中“字字看来皆是血，十
年辛苦不寻常”，更是脍炙人口，被经
常引用。

如果脂砚斋和曹雪芹之间没有
缱绻深情，是难以写出如此血泪交融
的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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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壶，一壶水，一壶水开。
若闲静下来，可对着炉上一壶水发

呆。最美是有一撮茶、一杯盏在侧，一并
等待。水，来自深山甘泉，固有一脉灵
气；注入器形优雅最宜透明的壶中，交于
炉火与时间，酝酿一腔闲情，静观一壶水
开，心便雅了起来，生活亦雅了起来。

晚唐文学家皮日休在《茶中杂咏·煮
茶》中云：“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
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声疑松带雨，饽
恐生烟翠。尚把沥中山，必无千日醉。”
皮公真是走心了。观其状，为“连珠”“蟹
目”“鱼鳞”；闻其声，为“松带雨”。茶圣
陆羽也在《茶经·五之煮》中说：“其沸如
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
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平素一壶水
开，有文人如此细致描摹，竟如诗如画，
颇有几分雅趣。

此时，世界好似停顿下来，只遗一
人，坐对一壶，观水波腾涌，听松风鼓动。

壶水沸腾，水汽袅袅。沸水高高地、长
长地，划出完美的弧线，冲入杯盏。瞬时，
茶叶翻飞舞动，舒展溢香；片刻，茶汤色泽
悦目，香气怡人。一人，自饮；水尽，再续。
同时，闲看一窗山色、一城繁华；读书，听
曲，作画，写字，皆可率性而为，简单纯粹、
潇洒闲逸。人间好时节，当不过如此。

人生碌碌，有这般闲时闲情者，当是
寥寥。大多时候，一壶水开仅是单纯的
一壶水开罢了，没这多讲究、这多意趣，
还有更多的事在等待。炉上一壶水，你
自烧自开，我自忙自顾。

母亲常在冬晨将炉火捅旺，从结了
冰碴的瓮中舀一壶水，坐在炉上，开始叠

被，扫地，准备食材，待一壶水开。水开
后，将壶提下，换上铁锅，小炒腌肉、白
菜、豆腐，注入开水，放入面条或煎饼，再
打两个荷包蛋。一番麻利的操作，做好
我最可口、最营养的爱心早餐，送我启
程。寒冷上学路，有热热的一碗饭垫底，
自是温暖了许多。

在乡下教书的岁月，学生与我都住
宿。好在，我自己做饭，一年四季有炉
火。为了不让学生喝生水，洗脸洗脚有
热水，时不时冲一杯豆奶、一碗蛋花补充
营养，我每天晚间都会一壶一壶烧水，灌
满全班二十几只暖壶。一壶水开的时
间，我忙着备课，批改作业，查自习。看
着学生陆续拎走暖壶，我很欣慰，一壶水
温热了他们的初中时光。

下班或旅行回家，冷锅冷灶的让人
心酸。此时，我会坐一壶水，听水开的声
音，看水开的热气，心一时热了许多。两
个人一起忙活，用开水蒸饭，煮粥，泡茶，
洗涮，哪怕只是手握一杯白开水喝了暖
胃，也是温馨。如此，成了习惯，回家第
一句话就是“你先坐着，我烧一壶水去”，
且注定烧一辈子。

我的乡愁与一壶水开关联。一家人
围着火炉，或闲谈，或做事，或休憩；炉上
一壶水，由宁静到呜鸣到轰响，由平静到
波澜到奔涌，吹得壶哨“吱吱”响，蒸汽弥
漫了整屋，其间有烤红薯、烤花生、烤馒
头的香味……母亲念叨着：“开水不响，
响水不开。做人也要实实在在，别没本
事瞎吆喝。”屋外，寒气逼人。一壶水开，
令家更暖，情更热，构成我心中永不褪色
的画面，温暖一生。

黄昏将至。红树林遮掩不了
正在洗浴的夕阳
海鸥停止捕猎，与白鹭一道盘旋
俯冲，也想过把海浴瘾
海风不甘寂寞，加入了闹海的行列
夜幕降临之前，各种事物以各自的方式
显现迷人的部分
在斜照铺开的海面，渔归的槽白仔划出的
弧线，可与渔哥的肌肤相媲美
而渔哥的眼神，从波光粼粼的海面滑过
从沙滩上奔跑的刺草上掠过
从红树林的枝叶间穿过
停在挖螺海妹的身上
海妹身披霞光，神情沉醉
比海湾里的风景，更耐人寻味

西山海
■ 李明刚

我来海南的那个晚上，因逢台风，
飞机延迟一天。没办法，我就在杭州
萧山的一个旅馆待了一晚。

到海南的时候已是凌晨3点，师
兄接我。师兄当时眼睛都睁不开了，
他领我走出机场，然后指着机场路边
的几棵椰子树说：“师弟，这就是椰子
树，你老家浙江看不到吧，以后你就可
以天天见到了。”

那个深夜有凉风吹拂，近处椰
子树的枝叶在凉风里哗啦啦地响，
我觉得椰子树其貌不扬，长长地立
在那里，像长颈鹿的脖子。后来一
个朋友的孩子把椰子树说得很有感
觉，这小朋友说，椰子树的枝叶就像
姐姐的发辫。

我来海南的第三个月，我的师
兄就回四川成都去了。后来听到赵
雷唱的《成都》，我就会想起我的师
兄。因家中的妹妹需要照顾，他不
得不回去。离开海口的那天，我们
一起吃饭，说起妹妹，师兄眼眶通
红。我问他在海南这几年的生活怎
么样，这是适合生活的地方吗？我
师兄语重心长地说，椰子树记得
吧？十二级台风都刮不倒它，这个
地方会让你倔强地成长，这个地方
也会让你不只是为了生活而忙碌，
还有更重要的是这里所有人的梦想
都带有大海的味道！

师兄离开了海南，我最要好的朋
友一下子又空缺了。我时常会在上班
结束的假期骑着电动车去西海岸，一
坐就一个下午。就一个人坐在椰子树
下，阳光大大咧咧地照在海面上，远处
帆船点点，近处海浪滔滔。宽阔的海
平面望不到头，我有了一丝恐慌，是
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对故乡，还有故
乡里的父母，我遗忘得太久了。于是
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当时父亲还在
上班，他一连串问了好几个问题：什么
事？工作怎么样？经济紧张不紧张？
要不要汇钱过来……我一下子热泪盈
眶，熟悉的乡音，熟悉的声调，熟悉的
父爱。我含着眼泪说：“一切都好，你
也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夕阳西下的时
候点燃了手里的香烟，我抽的是乡愁，
是寂寞，是迷茫！

当时的单位住宿条件不太好，我
开始寻找租房。有一个大叔中午刚睡
醒，拖着拖鞋开门，我说大叔好，我来
看房，他说看吧！看完就直说租不
租。我看了觉得还好就是租金有点
贵。他说话了：“年轻人，大陆来的？”
我说：“是的。”他说：“你来海南做什么
工作啊？”我说：“当老师。”他笑着看了
看我说：“算了吧，你看你黑不溜秋，瘦
得像根电线杆，一看就不像个老师。
一个人在外不容易，早点回家吧。”我
回来后对着镜子看自己，这一段时间
又陪学生军训又顶着烈日找房子，的
确是变得又黑又瘦了，连小眼神都充
满了哀怜，既没有书生气，也没有教师
的气质。

大叔的话让我连着失眠了两个整
宿。来海南3个多月，本来对工作还
兴致勃勃的，如今我陷入了选择的痛
苦，我纠结的是留下还是回家？思考
的最后，我选择了留下，而我同办公室
的一个同事回东北读博士去了，他留
给我一把热水壶，一本海子的诗集。
我又开始一个人骑着电动车跑到西海
岸抽烟独坐，我无心欣赏海面上的月
光和渔火，我一直在思考要走向哪
里？留下又要如何定位自己？在那个
晚上，我反复吟诵海子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然后我回来后趴在灯下写
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有梦想的
人写给有梦想的城市》，是我写给海口
的，我在结尾抒情道：有梦想的地方就
是故乡！

最终，我没有离开海口，我让梦想
和海口一同成长。这一待，就待了14
年。如今的我早习惯了海口的夜生
活，也喜欢上了海南粉和文昌鸡，更是
爱上了海南的姑娘，和她有了一个
家。通过这14年的努力，我也成了一
名深受学生喜欢、业绩优秀的语文老
师。

西海岸边的大海依然不安分地
歌唱，但我已很少去海边抽一根烟
和发呆了。追梦的我很忙，海南已
是我故乡，心已安然，爱已超然！我
现在很确定，我留在海南，有时代赋
予的使命！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
麦，迎风笑落红。”这是宋代欧阳修的《五
绝·小满》，描绘了一幅小满时节美好的田
园景象：小满时节，夜莺在茂盛的绿柳枝头
自由自在地啼鸣，明月照亮了万里长空。

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夏季的第二
个节气。小满，顾名思义是夏熟作物的籽
粒开始灌浆饱满期，只是小满，还未成熟。
古代文人对这个节气也特别钟爱，留下了
众多脍炙人口的“小满诗”。

小满时节的乡间，到处一派忙碌，所以
诗人眼中的小满也各不相同。

有写小满预防疾病的，如宋代王之道的
《遣兴》：“步屧随儿辈，临池得凭栏。久阴东
虹断，小满北风寒。点水荷三叠，依墙竹数
竿。乍晴何所喜，云际远山攒。”小满节气之
后更是疾病容易出现的时候。建议人们要
有“未病先防”的养生意识，从增强机体的正
气和防止病邪的侵害这两方面入手。

有写小满气象的，如宋代巩丰的《晨
征》：“静观群动亦劳哉，岂独吾为旅食催。
鸡唱未圆天已晓，蛙鸣初散雨还来。清和
入序殊无暑，小满先时政有雷。酒贱茶饶
新而熟，不妨乘兴且徘徊。”这首诗是说，小
满节气后，各地都会渐次进入夏季，南北温
差进一步缩小，降水进一步增多。

词人笔下的小满清新明快，宋代苏轼
的《阮郎归·初夏》：“绿槐高柳咽新蝉。薰
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沈烟。棋声惊昼
眠。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玉盆
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

“西堂旧作春池梦，南国今逢小满天。”
赏读古诗词里的小满，沐的是南风温热，闻
的是泥土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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