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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艾草学习
■ 舟自横

我自己就是一棵草
身上沾满了灰尘
俗世的根须日益肤浅
姿态凝结着欲望的铁锈
逼仄的目光，远离地平线
内心错失了暴风的马背
是的，晚霞在远方进逼
我必须用光阴
置换清新的灵魂
向艾草学习，在自己的
血液里燃烧起火焰
清空毒素的蚊蝇
把生命还原成
大地和清风

芒种时节
■ 呼庆法

这个时节
阳光宣泄夏日的热烈
隆隆的收割机
在二十四节气无声的拔节里
用金色的麦芒
擦亮乡村的喜悦
我看到渐次开裂的麦穗
让饱满的麦粒用舞蹈的走姿
丰盈起乡村厚重的叙事
这个时节
在布谷鸟声声的婉转里
腾空的麦田
是农人闲不下来的希冀
他们俯首亲近土地
让一茬一茬的农谚
飞走在栽谷种豆的忙碌里
任青青的禾苗
在南风熏蒸的热浪中
拔长出又一轮
郁郁葱葱的姿色

诗路花语

草木语
■ 陈才锋

寻找火焰的理想，种上光明
和草木说话的人
用行动挽起一地的希冀，他们
选择季节的起伏和橙黄
在草木中
翻身，熟睡，做梦，微笑
流淌着大地一样的血液
和淳朴憨厚的多愁善感
浇灌的丰收长短句
每一个字都直立行走
每一句话都沾满阳光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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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你，多像一个童话
■ 郭全华

静静的你，多像一个童话
掸去来路的生活，你的生动一点点
露出来。我没有王国
但有一间为童话腾出的心室
供你扎根，常驻
这还不够，我要让你自带的种子
萌发，长出绿叶，长成临风的树
我们在树下并坐，细语
然后牵手，把尘世走成爱的背景
我想告诉你，美好不是上天的安排
凭我们开创。就像苦痛和孤独
出自生命源头，我们必须用勇敢和热烈
捣碎它们，并劈开沿途的黑暗

雄鹰加上山巅等于翱翔
跋涉加上征途等于远方
闪闪星星加上圆圆月亮等于夜空
小蜜蜂加上白蝴蝶等于花香
鸟啼加上旭日等于美妙的晨曲
彩色画笔加上调色板等于五颜六色的梦想
萤火虫打着的灯笼加上夜色下的草丛
等于一段神秘的探宝之旅
爸爸妈妈加上老师再加上小伙伴
一定等于欢乐的童年
可爱的孩子啊，加上这首小诗
等于我深情的歌唱

加法口诀
■ 刘建

北宋元符元年（1098）岁末，某一天的傍
晚，一位黎族青年背负着一大捆木柴，向昌化
军城走来。在广南西路昌化军治（今海南省
儋州市中和镇）城外，路遇正从城里走出去的
苏东坡。黎族青年看到迎面走来的这位老先
生，穿着一身书生的服装，与岛上居民的着装
风格差别太大，极不协调，甚至有些好笑。他
与东坡四目相视，却无言以对。因为他们各
自不同的语言体系限制了情感的表达。年轻
人用两只手的手指互相弹击着，显出他的焦
虑。东坡先生大概感受到黎族青年急于表达
的崇敬和关爱，很欣慰。随后，年轻人将身上
披着的吉贝布取下来，一定要赠送给先生，那
眼神和语言中所表达的，大概如是：这里海风
大，今年冬天冷。有幸并且有趣的是，东坡先
生用精彩细致的笔触，为我们记下了这样一
个动人的场景：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
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
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
翛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
日暮鸟兽散，家在孤云端。
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
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
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
两广、海南、云贵等地区少数民族同胞，

最迟在汉代就已掌握棉纺技术。海南岛则因
其独特的自然资源条件与黎族同胞的勤劳聪
慧而领跑中国棉纺织业。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当时对于海南岛民
的认知：“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
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
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
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有着“桑蚕织绩”
传统技能的海南岛女子，并不满足于“桑蚕”类
的织绩原材料，而是不断开发新的纺织资源。

清乾隆元年进士、刑部尚书秦蕙田撰《五
礼通考》中，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他在

“岛夷卉服”下注：“卉即花也，乃木棉之正名。
后人知自六朝时传种中土，故所在多有不知，
禹时岛夷已制以为服，故特别之曰卉服。而
取其木棉之精者为织贝，以入于贡篚也。”秦
蕙田认为：故所在多有不知，禹时岛夷已以木
棉制以为服。只因远离中土，人多不知而已。

以“岛夷”特指海南，古已有之。“卉服”应
为色彩斑斓之衣，亦有考据。在棉花大规模
种植并用于纺纱织布之前，木棉纺织衣物的
绚丽色彩是前所未有的，因而给人们以极深
的印象。这在东坡先生与子苏过贬谪海外时
的多次记述相符。

东坡在海南，“食芋饮水，以著书为乐”，
完成经典著作《书传》《易传》《论语说》。《书
传》是他以毕生智慧与感悟对《尚书》的诠
注。东坡《书传》卷五《夏书·禹贡第一》中，他
为“岛夷卉服，厥篚织贝”作注：“南海岛夷，绩
草木为服，如今吉贝，木绵之类，其纹斓斑如
贝，故曰织贝。《诗》曰：‘萋兮斐兮，成是贝
锦’。”这是我们现在可知北宋时对此句最为
具体的解读。《诗经》中已经有记载：萋
（qī）、斐（fěi），都是文采相错的样子。贝
锦，即织有贝纹图案的锦缎。东坡所记“纹斓
斑如贝，故曰织贝”，应是可以充分相信的。

秦蕙田《五礼通考》中即已明确肯定了东
坡先生的这一论断：“苏氏曰岛夷绩草木为服，

如今吉贝木棉之类。”
东坡再贬海南，幼子苏过随父谪居儋州。

苏过自记：“其初至海上，也为文一篇曰《志隐》，
效于先生前。先生揽之曰：‘吾可以安于岛夷
矣’。先生因欲自为广志隐，以极穷通得丧之
理焉。”东坡看到小儿已有如此成熟的心态，
放心地表示：我可以安心居于海南岛上了。

苏过《斜川集·志隐》中记录：“苏子居岛
夷……其民卉服鼻饮，语言不通……岛夷绩
草木为服，如今吉贝木棉之类。”苏过证实：北
宋时海南居民即着卉服。卉服应是彩色棉布
所制衣物。

苏过在《志隐》中还记有：“儋耳者，又在
二广之南，南溟之中。其民卉服鼻饮，语言不
通……海气郁闷，瘴烟溟蒙。”

苏过在儋州期间所作《冬夜怀诸兄弟》
有：“我今处海南，日与渔樵伍……舟居杂蛮
蜑，卉服半夷虜。”

东坡《书传》所记还有：“厥贡漆枲絺纻，
贡此四物。”东坡注为：“厥篚纤纩，细绵也。”
北宋之时，可以生产“细绵”，而形成品牌用以
上贡的，即应是东坡在海南所记的“吉贝布”。

关于此类以木棉“吉贝”制成的“卉服”，
海南官修志书等史载不绝。

清代著名学者何焯、陈鹏年通经史百家
之学，为首编修《御定分类字锦》卷四十九专
有“布帛”一章，所载详实，所注明确：“王桢《木
棉图谱序》：木棉产自海南，至南北混一之后，
商贩于此，服被渐广，名曰吉布，又曰棉布。
其幅疋之制，特为长阔茸密，轻暖可抵缯
帛。”可见，产自海南的木棉织品，已以其幅
疋宽阔、茸密细实、轻便保暖，可与此前任何
丝织品相媲美，而“服被渐广”，深受官民喜爱。

彭元藻修、王国宪篡《中国方志丛书·广
东省儋县志》记有：“木棉花，正月发蕾，似辛夷
而厚，作金红、浅红二色。蕊纯黄，六瓣，望之如
亿万华灯，烧空尽赤。结子如酒盅，老则坼裂，
有絮茸茸。土人取以作裀褥。《泊宅编》云：木绵
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海南蛮人织以为巾，上
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布也。”

元代农学、农业机械学家王祯较早研究我
国南方农学。中国17世纪著名科学家徐光启
编著的大型农业科学巨著《农政全书》中记载
了王祯在《木棉图谱叙》中所说的一段话：“中国

自桑土既蚕之后，惟以茧纩为务，殊不知木棉
之为用。夫木棉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
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
商贩于此，服被渐广，名曰吉布，又曰绵布。”

清巡抚广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郝玉麟等监修《雍正广东通志》载：“木
棉树大可合抱，高者数丈，叶如香樟，瓣极厚，
一条五六叶，正二月开大红花，如山茶而蕊黄
色，结子如酒杯，老则坼裂，有絮茸，茸与芦花
相似。花开时无叶，花落后半月始有新绿。
其絮土人取以作裀褥。”此志另记黎家妇女
情状：“常露其膝，椎髻跣足，挿银铜钗，花幔
纒头腰，戴藤六角帽，妇人高髻，钗上加铜环，
耳坠垂肩，衣裙皆五色吉贝，无袴襦，多系裙，
四围合缝，从足而上至腰而系之，名曰黎，戴
花箬笠，文领露胸。”“彩帛拆取色丝和吉贝织
花，称为黎锦、黎单及鞍搭之类，其工多精。”
所载“衣裙皆五色吉贝”，“彩帛拆取色丝和吉
贝织花，称为黎锦……”十分精准、细致。

能够孕育出著名“红色娘子军”的海南
岛，自古以来就有劳动妇女勇敢、智慧、勤劳
的传统。古代黎族女性，自孩提时代就开始
学习织锦，年及耄耋，终生不缀。采摘与纺
织，即是黎族妇女日常劳动的全部内容。一
代代相传，而又一代代融入自己的智慧与情
感，不断推动着纺织、印染的技术进步。棉织
产品，逐步从原始的实用价值，融入丰富的民
俗、奇异的观赏等元素，上升到超常的审美价
值，以至于织锦产品成为贡品，成为中原帝王
的珍爱，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明珠。

作为海南岛特定历史、资源、文化背景下的
产物，以木棉纺织为布，精品吉贝布传承为今日
黎锦，已经成为黎族文化中极为灿烂的一页，至
今愈加辉煌。（本文有删节）

链接
海南省民族文化“七个一”作品征集评选

活动，投稿方式：邮件主题和作品命名统一格
式，格式为“体裁类别+作品名称+姓名+电话”。

投稿邮箱：
hnqgyzj@163com。
具体详情请登陆海南日报客户端及南海

网“海南民族文化‘七个一’作品征集活动”专
题了解。

“七个一”海南民族文化征集大赛

苏东坡与吉贝布（散文）
■ 李公羽

编者按：自古以来，多个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海南岛上。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海南岛的开发建设，民族成分迅
速增加，各民族融入一条中华血脉，同呼吸、共命运，用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海南独特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今天，为了弘扬海
南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值此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启航之际，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与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推出
以海南“民族团结一家亲”为主题的“海南民族文化‘七个一’（诗歌、散文、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剧本、歌曲、摄影作品）作品征集
（全国范围）活动”，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为挖掘、丰富、提升海南民族文化添上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本期起，本版将陆续刊登来稿中的部分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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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绿园是海口最大的开放性热带海滨生态园林，
是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休闲运动的好地方。我曾有机
会到万绿园散步，品味那里的热带园林风光，在喧嚣之
中独享一隅宁静。步入万绿园中，蓝天白云朵朵，碧海
波光粼粼，人与自然和谐交融；园内绿草茵茵，百花竞
相开放，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最让我难以忘怀
的，还是万绿园里的椰子树。

神奇的椰子树
一踏进万绿园，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大道两旁一排排

高耸云霄、挺拔秀丽的椰子树。这些椰子树被修剪得整整
齐齐，给人一种椰树迎宾的温馨体验。再低头一看，草地
上也散落生长着不少椰子树，虽然个头不高，但树叶绿茸
茸的，极像一朵朵的大蘑菇。迎宾树的挺拔和蘑菇椰之
饱满相映成趣。有许多个静静的夜晚，我在海边散步，一
阵阵海浪涌来，月光下美丽婆娑的椰子树倒影落在沙滩
上，海风轻轻吹拂，宛如轻纱薄拢，像进入人间仙境一般。

海口这个城市的美丽，是和椰子分不开的。海口
也被称为椰城，椰子树遍地都是，它们是美丽的，更是
神奇的。越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椰子树越能生长，在
人烟稀少的地方，它们反而长得少。所以当地人都说
椰子喜欢人，喜欢与人做伴。于是，椰树成为海南这个
热带海岛的象征，也是人烟聚集的标志。在海南的绿
野上乘车行进，只要远远看到一丛丛绿伞般高高撑出
的椰林，便可断定那绿荫里必定包裹着村庄。

椰子树的神奇，在于不惧怕狂风暴雨，从不为狂风折
腰。有次我去海口开会，不巧正赶上台风，狂风肆虐中，
一棵棵大树被吹倒，树枝断裂，枝杈满地。我们开车经
过万绿园，台风在窗外呼呼地吼叫，看到那些被吹得左
摇右晃的椰树，真担心它们经不起这样的横扫和拖拽。
然而在狂风暴雨之后，尽管椰树被风吹得像弦弓一般，
椰树顶上的叶子被吹得七零八落，但却没有一棵椰子树
被折断。台风过后，挺拔如初。转头一看，倒是那平日
扶风的杨柳枝被折断了不少。当地人说，椰树外面一层
皮，里面裹着一层层粗纤维，使它总是保持一种柔软和弹
性。所以，椰子树是遒劲的，仿佛有一种死也不朽的精
气神，任尔东西南北风，身躯始终傲然耸立、挺直向上。

椰子树的神奇还在于顽强的生命力。倘若你把一颗
椰果扔在地上，不用管它，慢慢就能发芽、长成树苗，不需
浇灌也不需施肥，都能成活。而且，椰子树一年四季都在
结果，不间断地提供果实。只要有一点点土壤，靠着热带
地区的降雨量，它就能够成活下来、生长出来、挺立起来。

神奇的椰树叶
椰树叶也是神奇的。尽管没有垂柳拂风般的诗情

画意和妩媚含情，但椰树叶四季常绿，细小的叶子沿着
叶柄对称地展开，然后再从高高的树顶上垂下来，就像
一把把绿茸茸的大伞，别有一番风味，真可谓“玉房九
霄露，碧叶四时春”。万绿园有一好去处，叫“椰林听
涛”，有时我路过那里，时而一阵海风吹过，那椰树叶便
轻轻摇曳发出“沙沙沙”的声响，与海浪声此起彼伏、交
相成趣，让人流连忘返。

海口的冬天，虽不那么闷热，但太阳还时常炙烤着
大地。当有微风吹过时，阳光透过椰树叶之间的缝隙
照射下来，像是在地上跳舞。游人走得汗流浃背时，到
绿茸茸大伞下，顿时会觉得格外凉爽，每一片树荫都是
天赐的凉棚。赶上和风细雨，游人不仅能在树下避雨，
还能听到雨点从树叶掉下来，嘀嘀嗒嗒，喃喃细语，仿
佛与你低声诉说这片海岛的别样风情。

据说椰树叶还可编篮子和当做屋顶材料，干叶子
还可以烧成灰质，制作刷子和扫帚。唐人王睿有诗“蓪
草头花椰叶裙，蒲葵树下舞蛮云”，那时候椰树叶居然
是可作裙的。宋人葛长庚说“椰心织簟昼生凉”，陈允
平云“扫叶铺椰簟，临流注石瓶”，可见椰树叶在古时已
经有多重用途了。

神奇的椰果
椰果也是神奇的，它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礼物。

“丛生调木首，圆实槟榔身”，有嫩绿饱满的，也有木黄
厚实的。嫩绿的椰果从树顶的枝条上长出来，处在宽
大的叶柄之间，就像正在鸟巢里孵化一般，时刻都在孕
育。当游人漫步穿过迎宾椰时，仿佛椰树正热情呈上
丰满的椰果，待君品尝。

椰果浑身是宝。古人早以椰果酿酒，唐人李珣说
“歌声远，椰子酒倾鹦鹉盏”，宋人陈延龄有诗云“优婆塞
倾椰子酒，须菩提讲莲花经”。一棵椰树一次可以结一
二十颗果实，一年结好几次。椰果的外层叫椰青，可以
做成椰棕、麻绳，椰子壳还可雕刻成各种工艺品。炎热
的夏天喝上一口椰子水，真是甘凉无比，椰汁富含氨基
酸，极富营养，因此被戏称为“海岛茅台”。椰果切开后，
还有椰肉可以吃，让人果腹，可谓“譬若椰子腹，中有万
卷储”“壳似悬匏护玉房，谁人剖玉注天浆”。每次看到
椰子，我都在想，如果处处有椰树，真可以抵御灾荒了。

很多人第一次路过椰子迎宾树时，看着树顶上一串
串沉甸甸的椰果，自然而然地会问：“它们要是掉下来了
怎么办？”尤其是台风到来时，大树都被刮倒，椰果不会被
刮倒砸人吗？海南当地有一种传说，“椰子是长眼睛的，砸
物不砸人”。海南当地人还有一说：椰子有三只眼，一只真
眼，两只假眼，都长在蒂部，用刀砍开，就会发现一个真
眼，这便是我们通常喝椰子水的那个孔。椰子真的长眼、
如此通灵性吗？这都是人们寄于椰子的一种美誉吧。

草木本有心。我赞叹椰子树，她无求于人而全身
奉献，长年累月，栉风沐雨，防风抗沙，根、干、果、壳、叶
皆有益于人，把一切都献给了人类。我更赞叹椰子树
的精神，那是奋发向上的精神、坚韧不拔的精神、不屈
不挠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一排排神奇的椰子树
不愧是海南岛上最亮丽的风景线。

我还想多去美丽的万绿园，看看神奇的椰子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原载《学习时报》。）

我爱花，我爱世上各色各样的花，牡丹，月
季，杜鹃，玫瑰……即便是生长在山野溪边不
知名的花，我也会摘几枝插在花瓶里，届时室
内顿现勃勃生机，并飘散出丝丝恬静和芬香。

六年前的晚秋，我来到海南成为候鸟一
族。定居海口后，有一种花悄悄走进我的生
活，它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也没有玫瑰花的
芳芬，但它却用自身固有的特质，装点着山，
映托着水，美化着南国的城市和乡村，这就是
三角梅花——海口的市花。

三角梅，是一种美丽且顽强的花。初到
海南时，乍一看它像花非花，长长的根枝呈棕
色，花瓣像叶，三片叶簇拥环抱，形成花头，尤
其是晶莹剔透的花蕊，小小的，嫩嫩的，像一
颗珍珠，微黄的宝贝，让人爱不释手。当根
枝、缘叶、花蕊，以及花朵串在一起，翩翩起
舞，楚楚动人，美极了。

三角梅耐热，喜水，它主要生长在南方和
西南方，每到雨水季节，雨露滋润，花枝挺拔，花
朵竞相开放，而遇干旱时分，它又特别耐旱，具
有超强的生命力，阳光普照，花又会开得越发
娇艳。在南国，只要你走出房门，随处都能见
到美丽的三角梅，在山峦，在庭院，在道旁，再牵
手百花异草和椰林，点缀海水青山，美丽的海
岛四季如春，如诗如画，令人神往。

三角梅，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花。
它靓丽随性，属藤科类植物，有绳一般柔

软的枝条，又有艳彩可人的花头。它生长的
地域极其广阔，悬崖绝壁，阳台花盆，湖滨水
畔，道垭路旁，蔓长柔顺的根茎随意攀爬延

伸。细心的园丁把它种在隔离墙下，它会沿
着围栏自由编织，红色，黄色，紫色伴随海风
吹拂来回摆动，惊现出婀娜多姿的倩影，活力
四射，美轮美奂。像诗，像画，更像是舞台上
少女们身着色彩艳丽的彩裙，眼花缭乱，光彩
照人，它呈现给社会的是和谐与安康，它呈现
给人民的是幸福与吉祥。

三角梅，是我心中美丽的花。
它出自“寒门”，朴实无华。它没有让人

艳羡的家族历史，也没有人给予它富贵荣华，
在我国南方湿土地上插根枝条，经雨水浸润，
几天便会发出根芽，并吐蕊开花。它不像冰
山上的雪莲难得一见，也不像帝王花那样高
贵典雅，它从不与百花争宠，往往百花纷谢了
它才吐露芳菲。可是在候鸟一族眼中，它却
是常开不败没有闲暇。因为每年我们一踏上

这片土地，三角梅就会尽展姿容笑迎远方的
客人，此时它就像礼仪小姐，不！是活脱脱家
中的亲人，迎接你回家……

坦率地讲，平时并不觉得它有多美，然
而，一旦认识它，你会发现，你瞬间就喜欢上
它，忘不掉它，离不开它，依恋于它。

海南的山山水水到处可见它的倩影，清
晨走出室外，站在花前默默地凝视着红红的
花，嫩嫩的蕊，你会情不自禁地长长呼出一口
气——舒坦。

三角梅，是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花。一日
我携家人驱车郊游，刚出海口市区，途经中线
髙速，我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真可
用“震撼”二字形容：几十公里的道路中央，隔离
带上一条长长的三角梅花带，直通云天相连的
尽头，远远望去，朵朵红花蜿蜒起伏，红色花朵
与缘叶交相辉映，像一支支火炬，更像一条红
色彩绸舞动在天际，壮观无比，我情不自禁地
摇下车窗，任由山风吹拂，尽情吮吸花香，若不
是手中掌着方向盘，我会驻足观赏，用相机定
格眼前的景象，永久地珍藏心中。

我正凝神望远，突然，一队大货车驶过我
前方，一辆、二辆、三辆……渐近，车身现出红
红的横幅，“驰援武汉”四个大字在风中醒目
异常。红色横幅，红色花带，相互融汇，构成
了红色海洋。顿时，我眼前幻化出一个大大
的红心，镶嵌在天边，耸立在山岗。呀！多么
豪壮的交响曲，这不正是海南人民的心吗，火
辣奔放、诚实善良，一方有难，情泻汉疆。我
为海南人骄傲！我为海南人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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