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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黄保真先生

刘云燕季候物语

醉卧芍药花

黄保真先生是我的挚友，他的遽然
离去，让我感伤不已，至今难以释怀。
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呈现在我的眼前，令
我回忆在一起的难忘岁月。

1994年春，我调转到海南师范学院
中文系。当时海南大特区创建伊始，许
多内地人才流入，在海南大学和海南师
范学院就有鲁枢元、叶舒宪、鲁萌、黄保
真等中文学科的名家，哲学专业有张志
扬等人，后来还有更多的人才引进，可
谓盛极一时。黄保真研究中国古代文
论，与我不属于同一个专业，所以互相
不熟识。但是，虽然未见其人，他的著
作我是读过的，就是他与别人合著的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这本著作扎
实严谨，立论有据，是一本经典性的著
作，我从中获益良多。出于对黄老师的
敬仰，我刚刚到海师报到，就去拜访黄
老师。第一次见面的记忆已经模糊了，
但以后他的家就成为我常去的地方，不
知道多少个夜晚是在聊天中一起度过
的。黄老师一身正气、胸怀坦荡，我们
一见如故，无所不谈，也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思潮复杂
多变，海师与海大的一些学者常常聚
会，开展研讨、交流，他也踊跃参加，我
和黄老师的见解也大多一致。由此可
以看出，他不是一个躲在书斋中的书
生，而是一个有社会关怀和良知的知识
分子。

黄老师是一个好学者、好教师。他做
学问极其认真，我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
他总是追根问底，最后令人信服地得出结
论。他更是一个热爱教学的好教师，对学
生极其负责。退休后他一直延聘，给研究
生授课，直到离世。可以说由于黄老师的
教学，使得海师文艺学专业保持了高水
准。后来他不小心摔坏了腿，依然拄着拐
杖坚持授课。本来黄老师的夫人主张他
回北京养老，或者到国外女儿家住，可是
他坚持不去，经常一个人住在海南，他说：

“我就教书这一个爱好，还不让我享有？”
最后一次见面，他已经拄拐杖了，我问他
是否可以休息了，他回答说“我喜欢上
课”。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一个老教师
的情怀。

我于1998年底调离海南，临行前多
有不舍。此前我和黄老师曾经有志于提
升海师的教育层次，建议建立研究生点，
但是当时有回复说海南省不发展研究生
教育，我们的志向难以实现，我只好离开
海南，黄老师也深以为憾。多年后海南终
于发展了研究生教育，海师中文系也建立
了一级学科博士点，黄老师也为此出了
力。

我离开海南后的十多年间，多次回到
海师，每次必去看望黄老师；我也曾经请
他来厦门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每次聚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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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白石岭

一片芍药园，脉脉花儿香。
几日不见，平日里普通的园子里，竟

然开满了一簇一簇的芍药花。这些花朵
掩映在翠绿的叶片中，张出硕大的花朵，
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一朵朵白色的
芍药，仿佛是姑娘轻薄的纱裙，在接近花
蕊的地方，呈现淡淡的粉红，而花蕊竟然
是金色的，那花瓣儿那么大，仿佛是攒足
了满满的力量，开得美丽、动人。

粉红的芍药也格外动人，在风中轻轻
抖动，似乎在和风私语着什么。粉是柔和
的，醉人的，似乎带着几分甜蜜，有些几分
温柔。它们两个一群，三个一簇地依偎在
一起，似乎热热闹闹地在讲述着从春天到
夏天的故事。

还有红色的、黄色的芍药，花瓣有半
个手掌那么大，似乎一片一片缝纫起来，
就可以编织成一条漂亮无比的裙子。而
那种香，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又杂糅着一
股药香，格外清新、雅致。既不喧宾夺主，
却彰显个性之美。

整个花园已经开满了芍药花，它们掩
映在绿色的叶片中，仿佛是一幅格外动人
的芍药图。有的是花骨朵，嫩生生的；有
的已经略有残缺，硕大的花瓣儿就直接飘
零在地面上。有的花朵则粉红两色，仿佛
大自然是个淘气的孩子，根本没涂抹均
匀，显得格外独特。

芍药是香艳的花，美得明媚，美得理
所当然。喜欢芍药，似乎缘自《红楼梦》
中，娇憨爽朗的史湘云，书中有一段格外
精彩的描写：“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
个石磴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
飞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
中的擅自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
蜜蜂闹嚷嚷地围着；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
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
忙上来推唤搀扶。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
酒令，嘟嘟囔囔说，泉香而酒冽……”湘云
醉卧芍药花下，成为《红楼梦》的经典场
景。女孩子因为芍药花，而平添一份可
爱。

喜欢读《扬州慢》：“二十四桥仍在，波
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
谁生。”芍药花开在春夏更迭的季节。花
团锦簇似乎即将高潮落幕，春将归去，古
人又称芍药为“将离。”

花期有限，相对于一年的时光，它们
开放的时间，显得太短暂。也许你脚步匆
匆，奔忙着就错过了花季。当你来赏花
时，只见得凋落，大片大片的花瓣儿从枝
头落下，落地后依然是鲜艳欲滴的鲜红。
此时，你似乎才读懂了别离的滋味。

白石岭，是琼海市境内乃至岛内一座
著名的山岭。它以气势磅礴的石柱、石崖、
石壁、石洞和雄奇高峻的山峰以及丰富的
历史人文而吸引岛内外众多游人前来搜奇
揽胜。吾曾数次登临白石岭，感受它那天
造地设、鬼斧神工冠绝之景色，而感慨不
已。

白石岭，古已有名。清道光《琼州府
志》记载：白石岭，“高千丈，峰顶有巨石，
色苍白，”故名。清宣统三年续修之《乐会
县志》也有记载：白石岭，“高峰千丈，周环
数十里，群峰罗列，有五星聚讲之象……
崇祯癸酉，有老衲海净，凿石编茅于中峰
为祀佛地。”白石岭，平地突兀而起，海拔
328米，总面积十几平方公里。它由五座
山峰构成：东峰为登高峰，中峰为公子岭
峰，西南峰为秤布峰，南峰为三牛石峰，西
峰为流珠峰。白石岭诸峰罗列，巍峨挺
拔，悬崖峭壁，险峻异常，山状变化多端，
移步换形，步步有奇景。清康熙时，白石
乡举人王宗佑，曾任四川温州县知县，退
休后游白石岭，触景生情，曾写《白石岭八
景诗》，题为：“石柱擎天、金钟驾地、青狮
眺日、翠屏拥月、崆峒筛风、苍牛喷雾、花
岗蔚彩、碧沼储云”等。他的八景诗，收入
旧《乐会县志》，至今仍被文人墨客抄录传
诵。

白石岭位于琼海市西南方，距市府嘉
积12公里，乘车十几分钟可达。其中东
峰，自古以来，人们都把它当作登高揽胜、
怡情山水的地方。东峰，俗称登高岭，
1983年，已筑起一条登山石径，石径切崖
而凿，共1308步级台阶。它像螺蛳似的，
一盘一旋地旋至峰顶。沿途路径边，竖筑
有栏杆扶手，游人扶栏而上，一盘一旋，移
步所见，险峻异常。在半山腰右侧，见一
巨石上刻有清代乐会县教谕陈遇清写的
一首“诵白石岭”诗。诗曰：

高峰直与碧云浮，
石骨嶙峋在上头。
环海有山同华岳，
擎天作柱历春秋。
遥望北斗空中见，
俯视南溟足下流。
正好振衣登绝顶，
四看列嶂等环邱。
古人早把白石岭视同西岳华山。而华

山以峻峭著称，“自古华山一条路”，道出它
的险情。而白石岭登高，人摇晃于危呼高哉
的悬崖峭壁间，确让人感受到登高履险之体
验。

登上接近山顶，在岭脊一处东隅，平
地兀自显现两块巨大垒石构成的惊险奇
观。只见在东隅临空的岭脊（全是石体
铺陈）之处，两块巨石相垒，顶上那块呈
浮凸形中间凸起前后低垂的巨大石体，
底下夹压住一个稍小的石块，两块石身

远眺白石岭。 蒙钟德 摄

的三分之二，搁置于岭脊石上，三分之一
却伸露岭体之外，处于斜悬岭外的临空
绝境，形成随时有滑脱岭体坠落岭下之
险状。游人至此，无不惊得目瞪口呆。
其实，这两块相压相垒巨石，置于岭脊石
上，含有强大支撑点之力学原理，才使它
斜伸悬于岭外造成千古不坠之险境。正
是这天造地设之鬼斧神工，是大自然赐
予人类之伟大造化，它存在千年万年而
令人叹为观止。

登上白石岭岭顶，环眺琼海大地，景
物尽收眼底：群山、河流、田野、椰林、绿
树、村舍、城镇高楼、远海白浪……组成一
幅色彩斑斓、美不胜收的画幅，让你目不
暇接。

登此绝顶，顿感天风如浪，大有“飕飕
我欲扶风上，只向鲲鹏借羽毛，”而有出云
成仙欲飞之幻觉。其时“凭虚直俯三千
里，望远如凌九万程”。至此，已进入“荣
辱皆忘，烦恼顿消，人生何求，作一旅人足
矣”之禅境。

流金岁月

铲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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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麻麻亮，一个高亢、悠长的嗓音，
在山沟上空激荡：“出工了，现在出工了！
今天上冲天山铲草皮，上山了——”

不用问，就知道是生产队杨队长在扯
起嗓门吆喝。

时间，1970年，夏至前后。地点，川
东北冲天山麓。

那个年头，铲草皮，是个常见的农
活。生产队极缺肥料。一个一百多人的
生产队，全年只从公社分到一小袋尿素。
白花花的尿素比白花花的大米还贵，全部
撒在沟里那几十亩稻田，还远远不够。到
头来，一亩田只能打稻谷三四百斤。

没有肥料怎么行？庄稼一朵花，全靠
肥当家。杨队长发动全队老少铲草皮，然
后烧成草木灰，备作农作物底肥。猪圈、
鸡圈、牛圈清理得干干净净，地上都刮了
一层皮。房前屋后，坡上坎下，路边地头，
凡是有草的地方，都铲了。

山下铲完上山铲。这不，杨队长又发
出号令了。我们三个下乡知青，闻声起
床，匆匆洗漱，扛起锄头，跟随着三三两两
的人群，爬上冲天山。

冲天山并不高耸冲天，它只是一座七
八百米高的小山坡，呈锐角形，有些像一
只放大的长筒靴子。不过，它在低矮的丘
陵中拔地而起，山上绿树成荫，显得突兀、
秀隽。从山脚往上爬，多见高大挺拔的柏
树，也见少量枝繁叶茂的油桐、黄荆、马占
相思等树种。早晨，置身林中，感觉空气
清新、湿润，时不时闻到柏树散发的芳
香。约20分钟，爬上山顶，放眼一看，天边
一轮红日还在云层上方升腾，脚下竟是一
大块开阔的平坝，上面栽有十多亩绿油油
的红苕，周边才是或密或稀的杂草，以及
一丛丛的小灌木。

几十号人，被杨队长分成两组。男人
一组，负责铲斜坡上的草皮，女人一组，负
责铲平坦地带上的草皮。

铲草皮是个技术活。男人组，10多
个农民排成歪歪扭扭的一字线，侧身弓
腰，挥动锄头，从上往下斜着铲。只见锄
头落地，草皮飞舞，发出嚓嚓的声响，好
像奏起一首美妙的歌曲，显得轻松自在，
干净利落。我们三个知青，刚开始也是
侧身斜着铲，但不是吃土太深，就是挥了
空锄，有几次还铲到了自己的脚。无奈，
只好选择一种保守方式，两腿叉开，跨个
大马步，手握锄头向袴下铲，边铲边后
退，结果是又热又累，速度还慢。好在人
多力量大。很快，眼前绿茵茵的小草荡
然无存，裸露出一片黄乎乎的地面，身边
横七竖八地躺着卷曲的毫无生气的草
皮。

一个多钟头后，收工回家吃早饭。
9点刚过，杨队长又催出工了。按常

规，要到下午两点左右才收工。太阳斜照
在身上，有些发热。妇女们戴上草帽，边
铲草皮边聊天。男人呢，光着头，不声不
响地挥舞锄头，有的则脱掉上衣，甩开膀
子干。

中午，太阳升至头顶，发出白炽的光
芒。人们已经汗流浃背、手脚乏力。杨队
长宣布休息。大家纷纷往树荫下钻。女
人们围成一堆，喝水、拉家常。男人们围
成一堆，掏出烟袋，卷起叶子烟，边抽边说
笑。年过五旬的杨老伯，却只身往树林里
走，腰带右侧并排挂着两个物件特别扎
眼：一根细长的烟袋，一个近尺长、水杯粗
的竹筒。我们问，这么大的竹筒，是用来
装烟叶吗？杨队长哈哈大笑：“装什么烟
叶？那是装自己的尿。他到林子里拉尿
去了，肥水不外人田”。原来，因肥料紧
缺，杨老伯自制一个竹尿桶，出门挂在腰
上，哪里方便就用上，回家后把尿液加水
撒在自留地。

复工后，大家接着铲草皮。几个农
民，把四处散落的前些天铲的干草皮，集
中起来，砌成几个半人高的大堆，捡来干
树枝和灌木根，开始烧草木灰。一会儿，
火光跳动，袅袅青烟随风飘荡。再往前
看，附近的几个山头，也冒出燃烧草木灰
的团团烟火。此时，竟联想到“烽火连三
月，家书抵万金”的诗句与情景，不免有些
感慨。

骤然间，从远处传来几声沉闷的雷
鸣。很快，雷声越来越响，大片乌云疾飞
而来。顷刻，黑云压顶，闪电映入眼帘，大
颗大颗的雨点打在脸上。未等杨队长喊
收工，大家伙一溜烟跑散了。

这个时候，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触到，
铲草皮会伤害大自然。

相谈甚欢。本以为就这样可以几年一次
见面，没想到他竟然离世而去。天人相
隔，无限思念。我这样安慰自己：另一个
世界应该是纯洁的，更适合黄老师这样纯
洁的灵魂居住。愿黄保真先生在天之灵
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