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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粽子
■ 李道芝

祖母每年五月初五的前几天
都会从堰塘的芦苇丛摘苇叶回来
用清冽的井水一片片刷洗
在柴火灶用锅慢慢煮熟
这时祖母额头的汗珠
一滴滴落在粽叶上
等到米粽包好出锅剥去粽衣
一枚枚三角状的米粽清香浓郁
而今我与故乡天涯各地
与祖母遥遥相望
她用麻绳系扎的米粽很少吃得到
我偶尔买来作为凭吊的依据
与人间遍洒雄黄龙舟竞渡形成组合
但几十年前那份独有的米粽香味
依然萦绕在心
家乡人勤劳和屈原高洁的形象
像星火在我脑海纷纷闪现

一
在你曾经过的路旁
思念疯长
总是翘首盼望
却漫长而又漫长
毫无音讯的叶子写满了诗行
摇曳着
被风撕开了一个又一个口子
他不哭泣也不悲伤
兀自在这风雨里曼妙婆娑
一味地碧绿如昨
二
贝叶脉络清楚述说着历史
情路却如这小径
曲折漫长
岁月用翠绿写下生命的诗行
风在吟唱
我在欣赏
遥远的你
是昨日午后的光
越过半个地球凝望

旅人蕉
■ 李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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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记
■ 刘建

夏日阳光浩荡
雨水是其中最清凉的部分
逼出植物体内的翠绿
从叶茎到花朵，从草地到鸟鸣
除了葱茏的生机
万物已没有别的色彩
除了刚刚收割之后的麦田
季节已没有更多的空寂
河水汤汤，河流饱胀，像一列火车
一节一节，穿过大地广阔的内心
在树荫下的阴凉中
坐着几位休憩的人
一阵风掠过树梢
留下一小块难得的静谧和安详
此刻，我知道
夏日也怀有某种清醒和难以觉察的柔情

万泉河之恋
■ 京宗

溯流而上，来到五指山脚下
寻寻觅觅，你的源头
天上雨水，地下泉水，山涧流水
涓涓之水，汇合成一条河
站在山巅俯视，一条绿云编织的飘带
从眸子的玻璃球里飘出
飘去我的家乡，在村前盘桓流连
抚摸石墩上雕刻的记忆
军号、军帽、军旗……红星闪闪
童年唱熟的那首歌悠悠回荡
万泉河水清又清……河水清又清呀
清澈见底，照见河底
一根根玲珑剔透的肋骨
一条百折不挠的脊梁
撑起一支威武雄壮的队伍
淬成一部红色经典
清清河水洗净上空的硝烟
流动的音符跟着太阳月亮
流过一道道山湾、一层层田野
一片片村庄，一座座城市
流出槟榔的泛绿，稻谷的金黄
瓜果的飘香，醉了的游客

老家在金牌港西，村名“邦
乐”——安邦乐业，起意不俗。那里
离海很近，隔着一片茂密的木麻黄
防风林，风大浪高的时候可以听见
涛声。

几年前，说服妻子拿出养老钱
在老家盖了两层小洋楼，前后都有
院子，各约100平方米。闲来无事，
夫妻俩除了种花种草，还种果树蔬
菜。

春暖花开，小院生机勃勃。黄
花梨开枝散叶，才半个月光景就全
换上了绿色新装。在阳光的滋养
下，春风把树冠修剪成一座华盖。树底下设有石
桌石凳，读书、乘凉、喝茶，随心所欲。清风徐来，
落花满地，淡淡的小小的黄花悄悄落到书面上、头
发里、茶杯中，分不清是书香还是花香。五味子的
花一串一串的，毛茸茸的开了满树，最容易招蜂
引蝶。海南的桂花初开在中秋，盛放在春天，凋
谢在立夏，洁白高贵，芳香出墙。院子里能跟桂
花的洁白芳香相媲美的，有九里香、茉莉花、橙
花、橘子花，他们纯洁、高雅、清香，印证了白色花
最香的说法。围墙边的沙漠玫瑰像个身着盛装的
大美人，依墙而开，大红大紫，艳丽夺目！百香果
与众不同，上午含苞欲放，下午则全面开放。黄皮
花呈黄绿色，花未落尽，果实已经结满枝头。小院
后门两侧，星星点点的映日红花像朝天的红辣椒
一样娇艳。

夏天是升温的春天，是结果的季节。清晨，麻
雀、翠鸟上下扑腾、嬉戏觅食，把小院当家园。桃金
娘是个小娇娘，喜欢争奇斗艳，粉红的花儿灿若红
霞，绚丽多彩，边开花边结果，每一条枝丫同时挂满
了花苞、鲜花和果实。番石榴、柠檬、橘子、人心果、
诺丽果都不甘示弱，争先恐后开花结果。美中不足
的是，有些“居民”不称职，在院子里白吃白住三年
多，五味子华而不实，柚子和荷花连花苞的影子都
没见过。中午，知了定时在树上开音乐会，好不热
闹。夜里，天上的星星化身成萤火虫纷纷提着灯笼
来做客，像一个个快乐的天使，在花丛里，树底下，
翩翩起舞，流连忘返。

秋高气爽，宁静致远。现在的我生活简单，超
然洒脱，功名万里外。白天，修花、剪草、施肥、浇
水、喂鸡，喜欢做一个有文化爱劳动的“农夫”。晚
上，读书累了，在小院的草坪上闲庭信步，看到“明
月三千里”，玉宇无尘，不喜；窥见“缺月挂疏桐”，夜
鸟惊飞，亦不悲。月缺月圆，人聚人散，人到中年，
心如止水，波澜不惊。

冬天是降温的秋天。院子里，黄花配合冬天的
步伐，任由寒风把叶子片片吹落，直至一丝不挂，成
为冬天唯一的标志。其他的花草树木都是常青不
落叶，感觉还停留在春天里。那时候，能够花开不
败、笑傲冬天的，只有三角梅、刺梅和桂花，其他的

花仙子已花容失色，组团度假避寒
去了。

小院虽在农村，并不寂寞。往
来多是白丁布衣，说的多是“柴米油
盐酱醋茶”，也谈扶贫、说打黑，滔滔
不绝，眉飞色舞。偶尔下来几个书
生，少不了“琴棋书画诗酒花”，聚在
华盖般的花梨树下，品完绿茶喝红
茶，谈完天南说地北。若不尽兴，那
就杀鸡饮酒，尽欢而散。

最喜二楼露台，四个角落各种
一棵火龙果，它们刚刚爬上墙头，
出人头地，扬眉吐气。楼台的北面

和西面，是先人种的百年老树——鹊肾树，高高的
树冠为露台搭建了一个天然的遮阳伞，露台因此
成为园林式的休闲茶座。星月笼罩，晚风轻拂，携
妻海边踏浪归来，与苏助、贤文、王江等乡绅雅士
围在石桌旁，烹一壶五指山红茶，谈笑风生，夜半
方休。

每当周末，我就迫不及待连夜从海口驱车回临
高老家，因为老家是生我养我、有爱有梦的净土，童
年趣事最能勾起我浓浓的乡愁。春耕时节，喜欢看
春燕衔泥，农夫播种插秧。炎炎夏日，喜欢跟伙伴
们在海里游泳，沟里摸鱼抓虾；清秋傍晚，喜欢看家
家户户的袅袅炊烟，牧童骑牛归来；冬天夜里，喜欢
跟大人们挤在一起围炉烤火，听妈妈和乡亲们唱木
偶戏。

小院门前是宽敞的环村水泥路，出入方便。因
为停车需要，小楼落成时，顺便填造了一个停车场，
种了三棵黄花风铃和三棵红花风铃。春节过后，黄
花风铃满树黄花，只见黄花不见叶。红花风铃虽然
开的少，但与黄花风铃正好般配，渲染着“红配黄、
喜洋洋”的喜庆气氛。古人骑马，通常在门口设置
拴马石；今人开车，树木取代了拴马石，还能遮阴纳
凉。停车场两侧，海岩帮我种了两棵美国紫薇，说
是让停车场锦上添花。紫薇自夏季至秋季，开花时
间近百日，素有“百日红”之称。杨万里有诗赞曰：
谁道花无百日红，紫薇长放半年花。

停车场前面，是一片碧绿的田原，是天然的“湿
地公园”。那里以前是一望无际的水田，现在都改
种甘蔗了。田原中间有一条浅浅的水渠，由东绵延
向西，将水田自然分为南北两面。为了美观，我和
妻子并肩在停车场前面那片田种下了半亩香蕉和
半亩槟榔。水渠的北面是甘蔗林，甘蔗林的后面是
小山坡。坡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挺拔俊秀的小叶
桉，一眼望去，像是连绵起伏的远山。中秋赏月，面
对田原，迎着秋风，踩着落花，静听天籁，不知不觉
想起欧阳修和苏舜钦在沧浪亭的联句“清风明月本
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仿若身临其境。“此心安处
是吾乡”。农家小院虽然不是沧浪亭，也不是世外
桃源，但她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缩影。倘若陶渊明先
生在世，我一定邀请他来小院赏花品酒，不醉不归。

外婆住在上侯村，和我家相距二十多
公里。小时候同学做梦都想去县城，而我
最想去的地方是外婆家。去外婆家，除了
几公里大路，其余均是乡间小路，步行需
要半天时间，还没走到半路已汗流浃背，
见到外婆时，我身上的衣服湿透了。

上侯是个老旧村落，古朴沧桑，像一
本绿皮书。高高低低的房屋，如同散落
一地的野果，瞅一瞅都能感受到时间的
气息。房屋布局虽然杂乱，但朝向大多
向南，祖先似乎早就对自然现象有了认
识，顺应天道，得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
光华。从高处俯视，所有房屋的屋顶都
差不多，外婆家和其他人家没什么两样，
只是外婆家门楣上“烈士之家”牌匾，在
村里独一无二。

在外婆家居住，每一天都令人期
待。舅舅在供销社上班，每次下班回家，
除了给我带各式各样的糖果，手里还提
着肉菜，有时是烧鸡，有时是鱼虾。外婆
牙齿不好，吃饭过程很漫长，我吃饱了就
坐餐桌前陪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天。外婆喜欢喝番薯酒，肉吃得少，吃一
块肉喝两口酒，即使是很小的肉块，也要
反复多次才吃完。饭后，我喜欢喝汽水，
或西瓜。每次切西瓜，我都会站在旁边，
舅舅用菜刀将西瓜切开两半，挖出一块
无籽的瓤肉给我吃。那时，我最大的愿
望是每天都能像过年那样有好吃有好喝
的，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外婆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是抹桌子，
那张失去光泽的八仙桌是外公的书桌。
在战争年代，无数个日夜，外公伏案疾
书，宣传革命思想，可以说，这是一张有
信仰的桌子。八仙桌用酸枝木打造，是
外婆家年代最久远的物件，桌上永远放
着一本软抄、一支钢笔，除此之外别无他
物。桌子一直摆放在外婆的睡房，从未
移动过，它和外婆一样安静，这种安静有
一种无法言说的威严。

舅舅轮休在家，时常会带我去钓
鱼。每次陪舅舅垂钓，总能钓到一些鱼，
譬如罗非鱼、翘嘴鱼，还有鳊鱼、鲮鱼
等。不过，舅舅并不在意能否钓到鱼，而
是享受垂钓的过程。他把鱼钩抛到水里，
打开随身携带的收音机，一边抽烟一边听
音乐。有时躺在草地上，眯着眼，似睡非
睡，手里不停地和着音乐打拍子，鱼漂激
烈晃动，我大声喊叫“鱼上钩了！”他才起
身。舅舅钓鱼水平挺高的，甭管什么鱼，
只要上了钩，想溜掉是不大可能的。

在外婆家，我和表姐一起玩的时间
最长。表姐是上侯村的“小芳”，她长得
很漂亮，皮肤白皙，笑意盈盈，头上扎着
马尾辫，包着暗红色头帕，有人说表姐投
错了胎，她应该是城里某户人家的闺女，
而不是上侯一村姑。初中毕业后，表姐
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没再上学，到一
家点心店干活。每天上午，我会出现在
表姐工作的地方，去看看表姐，顺便品尝
新鲜出炉的椰丝糯米糍。表姐平时大大
咧咧，一副粗心大意的样子，但干起活
来，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聚精会神、一丝
不苟、手脚麻利。她将糯米糍放到玻璃
柜时，动作轻柔，充满怜爱，好像放的不
是甜点，而是心爱的小宝贝。

有时候我一个人在上侯村瞎转，打
谷场总是要去的。放电影时，打谷场便
是露天电影院，灯火辉煌，人山人海，场
面蔚为壮观。打谷场边上有两棵相依相
偎的大树，一棵是馄饨树，另一棵是槐
树，它们亲密无间，成了打谷场上的一道
靓丽风景。先人把两者搭配种植，是否包
含着我尚未知晓的某种习俗或心愿？我
来到树下，摘些槐花生吃，漫无目的地注
视着形形色色的行人。村里还有一棵硕
大的榕树，那里是上侯村最热闹的地方。
树下放着一张大圆桌，袒胸露背的男人在
打牌。有人躺在逍遥椅上，用大蒲扇遮
住阳光，不时发出高低起伏的鼾声。地
上尽是垃圾，烟头混杂在果皮、花生壳
里，有的还没有揿灭。黑瘦的商贩从上
一个村庄来，一路走一路喊“买辣椒
啰”。他一边用草帽扇风，一边看牌，偶尔
充当军师，指指点点，招来牌友的训斥。

暑假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外婆家度
过，海岛的夏天热浪翻滚，屋子被阳光烤
了一天，门窗呈现一副怏怏的苦瓜脸，每
一件东西摸上去都是滚烫的。即使到了
下半夜，屋子依然热气逼人。电风扇在
床边不停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好像
不情愿地摆动着，风吹到我身上一片热
乎。我睡眠很浅，迷迷糊糊天就亮了，我
身下垫着一条毛巾，那是外婆半夜起来
帮我擦汗留下的。

外婆一生命途多舛，外公就义时，她
还未满三十，此后没再改嫁，独自将四个
子女抚养成人，开枝散叶，子孙满堂。如
今，外婆虽然不在了，但上侯村是母亲的
故乡，它依然是我牵挂的外婆家。

被誉为“七绝圣手”的盛唐边塞诗人王昌龄，
与李白、高适、王维、王之涣、岑参等诗家交往深
厚，存诗181首，体裁以五古、七绝为主，有“五古
之严，七绝于美”之誉，其诗作以边塞、宫怨、离别
为题材的居多。就数量而言，王昌龄不及李白、杜
甫、高适、岑参，但其诗歌质量足以与李杜比肩。
725年，王昌龄28岁，开始写边塞诗。那时，他漫
游西北边地，拥有较深的边塞生活体验，被称为边
塞诗的创始和先驱。

王昌龄的五古，或劲健奔放，雄浑豪迈；或清
丽幽秀，超逸旷放；或悲怆惨恻，深沉苍郁；或清新
活泼，自然明朗。王昌龄的七绝，吴乔在《围炉诗
话》中说：“王昌龄七绝，如八股之王济之也。起承
转合之法，自此而定，是为唐体，后人无不宗之。”
也就是说，七绝至王昌龄，体制大定，表现手法完
全成熟，堪为后来者学诗的范本。

王昌龄的边塞诗善于捕捉典型情景，有高度
的概括性，丰富的表现力。对边塞风光及边关战
场情景有着细致的描写，同时深入了将士细腻的
内心世界。既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壮志和“已
报生擒吐谷浑”的胜利喜悦，也有沙漠风前、长城
月下怀念亲人的离愁，写得含蓄深沉、情景交融，
意境开阔，语言圆润，音调婉转，温藉和谐，耐人寻
味。王昌龄的宫怨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
切、造语之奇，都有独到之处。如“西宫夜静百花
香”“芙蓉不及美人妆”等等，细腻入微地摹写了
宫女们深刻的内心痛苦，对幸福的憧憬，对人生
的失望，以及在失望中交织着希望的复杂心理。
既洗尽六朝宫廷诗之浮艳，又发扬了六朝华美、精
雕细琢的表现手法，成为以七言绝句写宫怨诗的
第一人。

王昌龄早年贫苦，主要依靠农耕维持生活。
727年，王昌龄30岁，进士及第。初任秘书省校

书郎，而后又以博学宏辞登科，改任汜水县尉。
41岁时，因事被贬岭南。翌年遇赦返长安，改授
江宁丞。这年秋天，他在巴陵遇李白，写下了七
绝《巴陵送李十二》：“摇曳巴陵洲渚分，清江传语
便风闻。山长不见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这
首送别诗，通篇写景，无一字写离愁，但离愁却深
蕴其中。

王昌龄在北归途中，顺道在襄阳探访了人生
知己孟浩然。当时孟浩然身患毒疮，快痊愈了。
两人见面后，一时高兴，孟浩然吃了些海鲜，不想
再次引发毒疮，就此不幸离世。因一次见面而痛
失人生知己的王昌龄，其伤感之情也就不言而
喻了。

抱着感伤抑郁之情，王昌龄赴江宁就任。他
的好支岑参写下了《送王大昌龄赴江宁》：“对酒寂
不语，怅然悲送君。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泽
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群公满天阙，独去过淮
水。旧家富春渚，尝忆卧江楼。自闻君欲行，频望
南徐州。穷巷独闭门，寒灯静深屋。北风吹微雪，

抱被肯同宿。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花时。舟中饶
孤兴，湖上多新诗。潜虬且深蟠，黄鹄举未晚。惜
君青云器，努力加餐饭。”全诗感叹好友远谪他乡，
同情好友怀才不遇，劝慰好友葆光守真。弥漫着
诗人对好友的真切挂念和殷殷祝福，语言朴素自
然，感情丰沛，思绪万千。

赴江宁途中，王昌龄结识了欲回洛阳的辛渐，
感慨系之，写下了七绝《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
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
片冰心在玉壶。”在王昌龄看来，孟浩然之死有自
己探访的成因，他为此心中积满了孤苦，他写此
诗，旨在托辛渐告诉亲友，他的品志，他待朋友的
心，像玉壶里的冰那样晶莹纯洁。

王昌龄任江宁丞前后达八年之久。五十一
岁那年，王昌龄再次被他人谤谪，由江宁丞贬为
龙标尉，世称“王龙标”。李白得知后，写下了《闻
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
郎西。”表达了对王昌龄怀才不遇的惋惜与同
情。诗中杨花、子规、明月、风等意象，构架出一
个朦胧的梦境，通过对景物的描写，抒发了真挚
感人的友情。

756年，安史之乱起，已近六十岁的王昌龄离
开龙标，抱定回乡归隐的打算，可没想到的是，这
竟然是一条不归路。路经亳州时，不幸为亳州刺
史闾丘晓所杀害。《唐才子传》说到王昌龄之死，有
这么一句话：“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刺史闾丘晓
所忌而杀。”正是这个“忌”字，让闾丘晓无需更多
理由断然杀害了诗名卓著的王昌龄。

一年之后，闾丘晓因贻误军机罪，被张镐处
死。行刑时，闾丘晓露出可怜相：“有亲，乞贷余
命。”意思是说他家有老母需要赡养，乞求饶他一
命。张镐随即反问：“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

《南海潮》（国画）马飞 作

1924年，鲁迅先生在北京教书的时候，
有一天清晨，有一位自称“杨树达”的年轻
学生，闯到鲁迅先生家里胡闹，还向鲁迅先
生伸手要钱，他对鲁迅先生说：“因为你有
钱呀，你教书，做文章，送来的钱多得很。”
而且，这个自称“杨树达”的年轻学生对鲁
迅先生说：“不给钱是不走的！”

但是，当时鲁迅先生和杨树达并不认识，
鲁迅先生以为真的是杨树达来家里胡闹了。
所以，事后不久，鲁迅先生便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发表在1924
年11月24日的《语丝》周刊第二期上。

真正的杨树达是语言文字学家，曾经
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教
授，是个社会名流，因此，对于这个自称“杨
树达”的人跑到他家里进行胡闹的事情，鲁
迅先生非常不高兴，他在写给《语丝》周刊
的《记‘杨树达’君的袭来》这篇文章的题目
中，杨树达这个名字被鲁迅先生加上了引
号，以表达对杨树达的嘲讽。

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在《语丝》周刊上
发表后，就有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写来一
封长信告诉鲁迅先生，说那个自称“杨树
达”的年轻学生不是杨树达，此人本名杨鄂
清，是精神病患者，那天去鲁迅先生家里胡
闹，是这个杨鄂清精神病正在发作。

对此，鲁迅先生深感不安，他觉得，自
己在没有弄清真相的情况下就对真正的杨
树达和患有精神病的年轻学生杨鄂清进行
嘲讽，真不应该。于是，他满怀歉意，深深
自责，立刻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
杨君袭来事件的辩证》，在这篇文章中，鲁迅
先生写道：“因为我对神经患者的初发状态
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
错的时候。”表达了对真正的杨树达和患有
精神病的年轻学生杨鄂清的歉疚之意。

在《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这篇文
章中，鲁迅先生非常自责，他说“自己感到太
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而且，鲁迅先生解
释说，如果不是以为杨鄂清假装，还不至于
那么愤激，真诚得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
但现在知道事实了呢，鲁迅先生却更为痛心
了。此时的鲁迅先生一点也不冷峻，更没有
那种得理不饶人的凌厉，他心怀真挚之情，
充满了关切。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鲁迅先生
写道：“希望他（指杨鄂清）从速回复健康。”

鲁迅先生写完《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
辩正》这篇文章后，心里还是放不下，于是，
他写信给《语丝》周刊的编辑孙伏园，信中
写道：“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
君朋友，也是我的学生做的，真挚而悲哀，
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鲁迅先生请孙伏园
在最新一期的《语丝》周刊上发表自己写的
这篇《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的文章以
及那名学生写给他的那封长信。当时，孙伏
园已经把那一期的《语丝》周刊编好了，鲁迅
先生非常希望孙伏园额外加出两版，他给
孙伏园的信中写道：“因纸面有限，极希望
增刊两版，也不必增价，其责任即由我负
担。由于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
来喝。”表达了鲁迅先生对于患有精神病的
年轻学生杨鄂清的深深关切和自己当初不
明真相而写文章讥讽杨树达的满怀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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