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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有膑

世上不会有第二个人
在此刻醒着
仿佛亚当和夏娃还在伊甸园
不知道世上还有第三者
我伫立在浩大的月亮下
独自一人面对着辽阔
银灰色的大海
看海浪在翻卷中隐隐闪现
另一边的山峰则只显现出
一个墨色轮廓
以松涛频频回应着翻涌的海浪
万物都先于我而来到这里
万物都遵守着古老的秩序
晚风一阵阵吹拂着
亿万年的山峰、大海、月亮
和此刻的我
而月亮是崭新的
大海是崭新的
山峰是崭新的
唯有我是一件短暂的旧物
我再次命名了
亚当和夏娃
当他们在晨曦中醒来
还未相互称呼对方的名字
我已先于一个梦境
消失在一片月光中

椰树的样子庄静、祥和，是海南
教师拟定作文题目的永恒对象。莘
莘学子都这样，一代又一代，从小学、
初中到高中，孩子们写椰树的美誉散
文或者说明文，训练提炼中心思想、
遣词造句、段落衔接、文意递进、前后
呼应等等能力。椰树对提高我们的
思想及写作能力功不可没。孩子们
很对得起椰树，他们高声赞美，椰树
全身是宝：椰根可以入药，树干可以
当梁，椰叶可以盖棚、烧火。用处更
大的是椰果，椰衣可以取椰棕，椰棕
可以制绳子刷子、坐垫床垫，抽取椰
棕余下的粉末，可当养花的培基等
等；椰壳可以当碗、当罐，制成各种工
艺品——奖杯、花瓶、盘碗、饰物、玩
具等等。椰壳耐热耐压，可制成高档
衣服扣子等等。椰肉与人的关系更
密了，椰肉可以榨油、可以做果酱、可
以做椰蓉；果酱夹在包点里，椰蓉洒
在包点上……没吃食指大动，吃完齿
颊留香……写着写着，写作者昂扬起
来，觉得自己应该成为这样一个众人
敬仰的人物。

成熟的人关注椰果里贮藏的水。
在物力维艰的年代，海南的红军部队
医生用椰子水直接输到战士静脉挽救
生命；饥荒年代，海南医生用同样的方
法，让营养直接进入人的血管，使气息
奄奄的人转危为安。椰果的液汁是神
水。这水在地母深处蕴藏，在椰树根
里发酵，然后由彩云酿造，最后与血液
同道。青椰的价格高贵了。穿着花
衣，捧着椰子在海涛声中饮啜，是海南
的独特风景。配制食物越来越繁杂的
时代，一抔椰汁在人的内心是什么感
受？一位游脚诗人大啜一口，眼睛突
然发直，瞪着椰果不放，半天不能语言
……他好像撞上老庄或老子那般。诗
人心里起了什么波澜、他换掉了哪根
思想之弦？真正的悟道不可言说；喝
水，喝水，喝椰子水！

或许，在诗人、在一个更成熟的人
心里，对一个物——哪怕是一棵椰树
敲骨吸髓，总是不地道的。椰树有她
形而上的东西，正是这形而上的东西，
让芸芸众生感悟与反省，激越起人的

人生意志。
椰树有自己独立的品质。没人

见过椰树寄生在别的树上，同样没能
发现别的植物能成功吸取她身上的
营养。椰树不会挤在石缝里，她要一
片开阔之地，比如海边的沙滩。她不
嫌弃立足地的贫瘠，有阳光就感恩
了。椰树全靠自己努力成全自己。
她不能走动，一生一世站一地方，一
冠叶子和着土地与阳光的默契，慢慢
长大，长得那么高大，那么修长，那么
柔和，那么坚韧，那么端庄肃穆，叫人
神往。

台风年年如期而至，人们习惯躲
屋里，椰树只能独自与狂风抗争。暴
怒的热带风暴挟带着倾盆大雨从西边
奔来，椰树把羽叶向东梳理，一个爆炸
头束成一个迎风昂立的子弹头。椰树
的腰一次次弯下去，下去，下去，还要
弯下去，椰树抖动起来左右晃动，风声
中似乎听到她身体的纤维发出不能忍
受的吱吱声，一阵阵又一阵一阵……台
风喘息而去，大地疲倦得没有声息。没
人发现椰树有被风拦腰折断的，虽然披
头散发她们全都傲然挺立。偶有椰树
躺在地上，土地很不好意思，因为自己
不够坚强没有给椰树足够的支持。现
在大地以更大的热情抚慰椰树。椰树
横卧在地，成了农家的桌子、凳子，摆着
盘子筷子，母鸡带着小鸡爬上来，站成
一排；狗又蹿上来把母鸡赶走，公鸡来
抗议，狗不睬，在椰树上蹲坐，像老大
……倔强的椰树斜斜地向天空生长，结
果累累垂吊地上，成了南国海滨世俗、
优美而又强悍的景象。

椰树与海南人有点像，或者说，
海南人与椰树有点像。台风过后，人
们从藏身之处出来，田园泡在泽国
里，一年的收成化成泡影，海南人一
笑了之。芋头不怕水哩，山坡上有番
薯哩。“吃不一样饱一样”，是海南人
生活的信条。他们房子建得不高，工
艺也不够精湛，他们的生存意志高
扬。

说起椰树精神，最集中的表现是
琼崖红军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二十三
年，婴儿成了父亲，中年成了老人，一

个了不起的时间。最艰苦的年代，红
军紧缩五指山区，像椰树一样，“风越
大，羽叶束得越紧，拉成一个弧形，像
一面旗帜，猎猎作响。”都说群山保护
红军。不是！红军战士说，山不藏人
人藏人。是的，一种意志呵护了同一
种意志。生活低诉求的海南人拖不死
打不烂，一代代的艰辛开拓，现在的海
南，中国的后花园啊。

风景中的椰树依然孤独地料理
自己的事务。她不自己成长，谁替
她成长呢？其实，椰树是依恋人
的。没人能在森林里发现一棵椰
树，也没人在荒野里观赏过椰树，椰
树只生长在乡村里，村子旁，甚至大
街上。椰树喜欢闻炊烟的气息，喜
欢看红男绿女，还喜欢灯光照耀自
己。狗是跟人的，猫是恋家的，椰树
像狗又像猫，随人还恋家。谁能说
清楚呢，千百年来，椰树与人是怎样
依恋，锻炼成今天的脾气？我看没
人能说清楚。告诉大家一个关于海
南人的秘密，有人说椰子砸了谁谁
谁，海南人听了生气！海南人认为
椰子是不会砸人的。文昌椰子半海
南，你问问文昌人，有人被椰子砸过
没有？文昌人说没有！东郊椰子半
文昌，你问东郊人有人被椰子砸过没
有？东郊人说没有。有人出来神化，
说椰子长眼睛呢，把椰衣剥了大家
看。真的，椰子长着眼睛，有仨，黑晶
晶的，骨碌碌地转。我相信那是眼
睛。我三十多岁时住自家老屋，院里
有十六棵椰树。我喜欢端着碗在椰
树下吃饭，刚离开，一只青椰呼啸而
下，正正砸在我刚站的地方，地板一
个凹。这事不止一次，三番五次了，
我非常好奇。我家曾被作为某机关幼
儿园使用。我问幼儿园老师，那十六
棵椰子树会不会有危险。老师说，十
多年啦，没砸过孩子。要砸了不得了
啦！椰子那仨眼是气眼，是椰苗发芽
的出口，海南人说那是眼睛。众口铄
金，说是眼睛那就是眼睛了。

爱是力量。椰树爱我们，我们身
心得了滋润；我们爱椰树，椰树成了
仙。

大暑蝉鸣噪，炎曦入伏期。
寻幽何爽处，绿叶总相宜。

大暑
■ 陈业秀

公元844年，在沉郁哀婉的晚唐天
空下，鱼玄机在鄠杜诞生。鱼玄机初名
鱼幼微，字蕙兰。5岁始，迁下邽就学。
鱼玄机自小性聪慧，有才思，好读书，尤
工诗律。

鱼玄机10岁时，返回鄠杜，与温庭筠
相识，写下了《卖残牡丹》：“临风兴叹落花
频，芳意潜消又一春。应为价高人不问，
却缘香甚蝶难亲。红英只称生宫里，翠
叶那堪染路尘。及至移根上林苑，王孙
方恨买无因。”当时，牡丹被誉为国花，对
牡丹的玩赏成为长安城一时的风气。正
如柳浑在《牡丹》一诗中所言：“近来无奈
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棵。”10岁的鱼玄
机以物喻己，以牡丹自况，寄寓着自己的
身世，表现了因清高不被赏识，因才高不
被接纳的处境，透露了自己衰微不幸的遭
际和孤傲纯净的品格。

当时已过不惑之年，颇有诗名的温庭
筠在读了鱼玄机的《卖残牡丹》后，赏识她
的才思，有感而发，写下了唱酬诗《题鄠杜
郊居》：

槿篱芳援近樵家，垄麦青青一径斜。
寂寞游人寒食后，夜来风雨送梨花。
意犹未尽，兴之所至，又写下了《春尽

与友人入裴氏林探渔竿》：
一径互纡直，茅棘亦已繁。晴阳入荒

竹，暧暧和春园。倚杖息惭倦，徘徊恋微
暄。历寻婵娟节，剪破苍筤根。地闭修茎
孤，林振馀箨翻。适心在所好，非必寻湘
沅。

翌年，恃才不羁，多犯忌讳，取憎于时
的八叉手温庭筠再试落第，上千言才得以
出任方山尉。鱼玄机为之写下《早秋》：

“嫩菊含新彩，远山闲夕烟。凉风惊绿树，
清韵入朱弦。思妇机中锦，征人塞外天。
雁飞鱼在水，书信若为传。”温庭筠以《早
秋山居》“山近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凋
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猿过，叶干
闻鹿行。素琴机虑静，空伴夜泉清”相和，
描绘了引人入胜、纯净空明的自然情景，
昭示了诗人一颗已然净化的心灵。

此后多年，鱼玄机与温庭筠多有唱
酬，冬天，温庭筠作《晚坐寄友人》，鱼玄
机则作《冬夜寄温飞卿》相和；秋天，鱼玄
机作《感怀寄人》，温庭筠以《鄠郊别墅寄
所知》相和。

鱼玄机与温庭筠忘年相处的时光是
快乐的又是短暂的。转眼三年过去，有一
天，鱼玄机在崇真观题诗，偶遇新科状元
李亿，俩人因相赏而相识。三年后，在温
庭筠的撮合下，鱼玄机嫁与李亿为妾。鱼
玄机16岁那年，寻李亿至江陵，作《寄飞
卿》求助，温庭筠寄《初秋寄友人》，鱼幼微
作《和友人次韵》相和。九月九日重阳日，
鱼玄机在荆州等侯温庭筠，又作《重阳阻
雨》《期友人阻雨不至》。

这以后，鱼玄机与心爱的男人李亿
李子安的诗歌酬唱更是频繁。其中有
一首《赋得江边柳》：“翠色连荒岸，烟姿
入远楼。影铺秋水面，花落钓人头。根
老藏鱼窟，枝低系客舟。萧萧风雨夜，
惊梦复添愁。”写得情真意切，描绘了一
幅美丽迷蒙的江边烟柳图：翠色连岸，
柳烟远楼，影铺水面，花落人头。而后
转入人生际遇和愁情的描写，似柳树的
根深深藏在水底鱼窟，似柳枝依依不舍
系住客舟，风雨潇潇的夜晚，从梦中惊
醒又增添几许愁绪。全诗情景交融，曲
折有致，意境优美，堪称写景抒情述怀
的上乘之作。

然而，李亿对鱼玄机的宠爱之情，
让其正室夫人“妒不能容”，遂将鱼玄机
遣至咸宜观入道。鱼玄机虽栖身于道
观，但对李亿却还是一往情深，写下许
多追念他的诗。但一切都如烟云逝去，
孤零一身的鱼玄机，无可奈何地发出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的痛苦而又
绝望的心声。

相传，这以后，鱼玄机不堪忍受空虚
寂寞，放下自己的身段，开始纵情声色，其
间，招收绿翘为侍女。

悄然之间，绿翘已出落得风姿绰
约，已然是个漂亮姑娘。一天，鱼玄机
受邀去参加应酬，临走时嘱咐绿翘，如
果有人来找，就告知对方她的去处。傍
晚回来时，绿翘告诉鱼玄机，陈乐师来
找，虽已告知鱼玄机的去处，但他还是
骑马离开了。这个乐师平时与鱼玄机
很要好，不可能不等她就走的。鱼玄机
怀疑绿翘的话，看向绿翘，见她面带潮
红，举止异样，便一切了然于胸。

相传，当天的鱼玄机一气之下失手杀
死了女婢绿翘，之后被判下狱。在狱中，
她写下了诗歌《句》：“焚香登玉坛，端简礼
金阙。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绮陌春
望远，瑶徽春兴多。殷勤不得语，红泪一
双流。云情自郁争同梦，仙貌长芳又胜
花。”就这样，26岁的鱼玄机不久就成了
刀下亡魂，香消玉殒。

我真正对黎山的认识和感知，来
自黎山的植物。

桢桐，我从小就认识的一种植
物，故乡人称它为“雅圣”（雅意为

“药”，圣为“救苦救难的观音”）。从
这个名字可以得知桢桐在故乡人心
中的分量，他们把桢桐视为观音赐
给的救命草药。桢桐生长于湿地、
山沟、洼地以及村前村后，高2米左
右，叶宽，广卵形，绿且密集细毛，花
红色，花序如伞，花萼细小，漏斗形，
花蕊细长，花苞形如蝌蚪，果圆而
小。因此，它还拥有多个别名——
香盏花、百日红、红苞花、状元红。

盛夏，桢桐花盛开在山野，在乡
村间的阡陌小路，溪河塘坝。一丛
丛，一簇簇，红灿灿的，散落在山野
间，点缀青山绿水，把大地构成一幅
幅缤纷多彩的图画。盛开在黎家人
的村前村后，一株两株，与黎家人相

亲相伴，相依偎着。桢桐看似极为平
凡，却演绎着许多动人的人生故事，
摇曳着蓬勃的生命。

我在黎山长大，对桢桐十分熟悉
和了解。别看它只是乡间的一棵野
草，却能治疗痈疽、疔疮，乳腺炎、关
节炎、湿疹、牙痛、痔疮。小时候，家
门前不远的椰树、槟榔树下生长着两
三株的桢桐。宽大翠绿的桢桐叶，红
灿灿的桢桐花，给缺少娱乐的乡村孩
子带来无限的乐趣。

桢桐少两三株为一丛，多七八株
为一丛，枝繁叶茂，是孩子们玩耍的
好去处。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桢桐树
下玩接石子，累了折一枝桢桐花做成
圈戴在头上扮公主。有一天，我头戴
桢桐花兴高采烈地往家跑，想在母亲
面前炫耀自己有多漂亮。当我出现
在母亲面前时，没承想到正蹲在地上
切猪菜的母亲，看见我头上的桢桐

花，猛然“唰”地站了起来，左手迅速
摘下我头上的桢桐花，右手“噼里啪
啦”雨点般地落在了我的屁股上。当
时我无法理解母亲为何因一朵桢桐
花，几片桢桐叶而发怒，甚至动手打
我。后来我的屁股上长出一个大如
乒乓球，红如熟透了的荔枝的热疮，
钻心的痛，坐立不得，寝食难安。母
亲每天摘门前的桢桐叶，用火烤敷在
毒疮上。一天敷上三次，而且必须是
鲜的桢桐叶，用一次摘一张。毒疮好
后，一丛桢桐便光秃秃，只剩下芽心
了。奶奶膝盖关节痛，难于行走。门
前的桢桐被我用完了，母亲只好走很
远的路到野外去找桢桐回来，在桢桐
叶里加米酒舂烂，用热火灰温热，敷
在奶奶的膝盖上，又用清水煮桢桐根
水让奶奶喝。半个月后，奶奶能下地
走路了，我终于明白我折摘桢桐被母
亲打的缘故了。

乡村夏夜
■ 涂启智

鸟鸣啾啾。几只山雀子栖息枝头
像闲暇的老农，漫无边际谈天说地
没有哨兵。提心吊胆已是陈年往事
与人为邻。不用担心再被猎枪惦记
稻秧排成绿色方阵
分蘖，拔节，抽穗，扬花，灌浆……
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蛙鼓虫吟，丰收的旋律弹出花朵
黄瓜，豇豆，茄子，西红柿……
在夜色中静默
各自酝酿天亮以后的行程
星光下，它们站立睡觉
酣声花好月圆
乡村灯火闪烁，银河星光灿烂
最后的老房子
长出一栋别致新楼
爷孙俩追剧《乡村爱情》
幸福的浪潮惊涛拍岸
开心的笑声化成鸽子
飞到屋顶，飞向户外，飞上云霄……
嫦娥闻听下界欢乐，心如刀割
终日与玉兔作伴，孤单数千年
悔恨随夜色加重变浓——
广寒宫唯有冷清，仙境其实就在人间

不曾起舞的日子
■ 范俊强

一个个日子，如同珠子
散落在生活中
粒粒都是24小时的形状
我用一生将它们逐一穿起

像一个闲人，也曾把一把
这挤挤挨挨的日子
一手是干瘪枯燥，一手饱满亮丽
而那些不曾欢欣起舞的日子
都像枚枚枯叶，在一缩再缩
不堪回首，不忍重提

身为自己生活的导演
我辜负了这仅能出场一次
却不曾大放异彩的日子
那些虚度的时光是走失的羊群
只留下我，形只影单的牧羊人
在一片辽阔的荒芜与悔意中
临风而泣

“七个一”海南民族文化征集大赛

椰
树
与
我
们

■
崽
崽

桢
桐

■
王
蕾

《狂奔》 张正金 摄

《支教课余叠纸鹤的女孩》 陈清果 摄

《在七叉尼下村家门口乘凉的村民》 占琼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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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