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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军旗红似火
■ 谭丁录

八月，一个火红的季节
历史的歌声回响
一面鲜艳的旗帜飘扬
峥嵘的岁月
被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雪山与草地同行
枪林与弹雨不再可怕
时代赤子
将猩红的旗帜插上高地
将血染的风采融入山川
将红色的信念嵌进心窝
红色的军旗
巍峨的昆仑是你的脊梁
滔滔的黄河是你的血脉
战鹰、航母、神舟飞船……
在宇宙间画出壮美的彩虹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军魂，是华夏子民永远的图腾

海南岛平常所见所闻的是：风
起，云涌，雨飘，潮涨，山高，水寒，鸟
语，花香……

其实，千万年来，海南岛的火山
曾经N次动荡喷发，其区域主要分布
在北部和西部，海岛北部地区有火山
100余座，其中规模较大的有86座。

千万年的沧桑巨变中，炽热无比
的岩浆喷射而出，海南岛大片地貌被
改变，后来尘归尘，土归土，火山喷发
的尘土更多地飘到了定安等市县的
土地上，岩浆凝固的石块更多地落在
羊山地区。岩浆最初的红色在时光
的漫长变化中，变成褐色和黑色，渐
渐生长出浓郁的绿色，孕育独特的火
山文明。

海口羊山地区的石山镇能种庄
稼的土地很少，有限的土地石多土
少，普通庄稼较难存活，一旦种出东
西来，却独具营养价值，看似不适宜
种水田农作物的地方，却林木茂密，
成了海口之“肺”。

石山镇的乡野为什么多见裸露
的石棺？因人们要往地下挖土，总会
碰上坚硬的火山熔岩，地下都是火山
石，太硬，挖不动，很难从容地挖出一
个适合放置普通棺材的深坑来。所
以地表上常见石棺，石棺通常用火山
石砌成，多呈长方形。

羊山地区的诸多村落完全由当
地的火山岩石筑就，石院、石屋、石
房、石墙、石街、石路、石桌、石凳、石
臼、石碾、石磨、石塔和碉楼……堪称
石头村。火山石建房的好处多，保
温、隔热、吸音、防火、耐酸碱和腐蚀，
无污染，绿色环保。

石山人就地取材，有的土地用火
山石围隔起来。围田或垒屋的墙，石
山人大多不用水泥，——这是火山人
家建筑的绝技。

◎缺水的表象与真相
海南岛西部位于夏季风背风侧，

降水较少，纬度低，常年高温，降水量
小于蒸发量，气候干燥。而羊山地区
地处海南岛北部，海风常年吹拂，雨
水也多，土地通常温润，本无理由缺
水，但其地表偏偏缺水。

平时能用的水太少，当地人对水
特别珍视，尝试利用器皿来积存雨
水，雨水到来时，盆子积存的雨水有
限，屋檐下的大缸便派上用场。火山
人家门前的屋檐下尽可能放上成排
的大小水缸 雨天时将缸盖打开，让
顺着屋檐而下的雨水滴到缸里，排好
队的水缸能装满水最好。这些水较
少用来饮食，多用来淘米做饭洗衣、
洗澡、刷洗或喂牲口。缸里的存水甚
至可以用上20天。

屋檐下摆的水缸除了装水，收获
季节还用来盛稻谷。谁家盖房子迁
新居，亲朋好友会送来成双成对的水
缸。女儿要嫁人，女方先到男方家数
数屋檐前的水缸。

羊山地区有时干旱到有水井未
必有水，比如道崖村，村里有三口井，

那时村民们得三口井轮换着跑，哪口
井水多就去哪里，夏秋雨季还好，井
里一般都有水，每逢旱季三口井常常
同时断水，不得不去六里地以外的美
城村打水。

石山人说，30年前，他们缺水缺
到一家人的洗脚水都不舍得倒掉，最
后要留给牛喝。当时五六十米深的
水井干旱时还是打不到水，用新技术
打出两百多米的深井，将水抽上来。
后来从松涛水库引水，家家户户才用
上自来水。

其实，火山人家干旱缺水，并非
资源性缺水，当地地下蕴藏着丰富
的水资源。石山镇火山群地区，是海
口地下水的重要补给源。常年的雨
水渗入地表，经火山岩石气孔渗透到
地下，再经含有丰富矿物质的多气孔
火山岩的过滤、净化、矿化，渗入地下
蕴藏为丰富的矿泉水。海南所产的
优质矿泉水大多源自火山地下深层。

◎上苍的为难与恩赐
火山喷发带来灾难和诸多艰难，

熔岩隧道却是火山喷发时上苍的馈
赠。

熔岩隧道是熔岩流在流动过程
中，最先喷发的岩流表层冷凝成壳，
使得里面的岩流热量不易散失，保持
液状，在高温中继续流动奔涌，当熔
岩流来源停止断绝时，里层岩流顺势

“脱壳”而出，就留下隧道状洞穴。还
有种说法——地球喷发的岩浆冷却
凝结成山或岩石层时内中包裹着巨
大的气泡，有气泡的地方凝固成形，
变成空洞，从而形成地下溶洞。

海南火山遗下的熔岩隧道极具
火山地质特征，海南岛北部的火山熔
岩隧道也是我国火山群中分布最密
集、数量最多，据不完全统计，石山火
山群地区的熔岩隧道达30多条，仅
马鞍岭火山口西南面的儒洪村至美
玉村一带，就有20多条熔岩隧道，它
们组成的熔岩洞穴群，像迷宫，不见
光亮，地上也常见凹凸不平，探究这
地下迷宫，得备火把或手电筒。村里
的老人们便自制火把向游人兜售。
溶洞延伸到哪不易得知，游人只能在
比较平坦开阔地走走，享受天然空调
送来的凉意，还可借助灯火，观赏溶
洞地貌的风采。

顺着荣堂村西侧小道陡坡而下
约数米，有个仙人洞口。洞里面的顶

部呈拱形，是又长又大的溶洞。据记
载，仙人洞为第四纪全新世火山爆发
形成，洞穴埋藏浅、规模大、洞中有石
花、石床、石椅等多种奇石。该溶洞
高2至5米，宽5至10米，长达千米
以上。

荣堂村附近还有个卧龙洞。这
个洞由多段洞穴组成，洞中有洞，又
被叫作七十二洞。走进卧龙洞仅20
多米，呈现一个圆形的火焰坑，坑内
树木繁茂。再入一洞里，可见到可容
下千人的巨大洞厅。抗日战争时期，
附近居民为躲避日军的追杀，曾逃至
此洞中藏身，逃过一劫。

◎随遇而安与抗争
琼北火山口群地区石多泥少，缺

水，不利于耕作，人们既随遇而安，又
坚强地栖息在这片土地上，这里曾经
是海南最早官郡所在地，历代许多贬
官都乐于在此居住。

经久不坏而有些荒芜的石屋和
火山石材所建的小楼，是当地古朴建
筑史的些许篇章。一些石头墙的外
表平整，石块多呈不规则的形状，石
头之间少用泥灰黏合。从里面看，石
头墙凹凸不平，石头之间漏进光线
来。石山村里的有些废弃的院落，荒
芜中树木和野草却野蛮生长，尽显自
然本色……

村道边各有其主的石墙，苔痕斑
斑，色泽幽蓝，围着主人们约定俗成
的地界，黑红色的土地记载艰辛的垦
荒史，千锤万凿穿透千层石块而成的
幽深古井，诉说着前人找水的苦痛历
史。

从世界各地的情况来看，离火山
曾爆发的近处，聚集的人口往往比其
他地区多。火山喷出的火山灰是天
然肥料，火山灰越多的地方，土地越
是肥沃，而熔岩风化后发育的土壤，
蕴含丰富的矿物质，对果树、花卉、牧
草和其他农作物的生长十分有益。

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韩国的济
州岛，以及与海南岛同一纬度的美国
夏威夷，都是火山岛，吸引全世界游
人的胜地，是人们乐居之处。

海南火山分布最密集的石山地
区，盛产荔枝、龙眼、菠萝蜜、番石榴、
杨桃、木瓜和黄皮等热带水果，品质
最佳。

人们选择在羊山地区居住和繁
衍，形成独特的方言、人文风俗、历史
遗存、传统信仰、风物民情、经济形
态，传承极具地方特色的民居、民间
工艺和文化艺术，并种植农作物，生
产土特产，是名副其实的火山人家。

火山人家硬是在石缝里种植石
斛更是奇迹。石山镇的荔枝、蜂蜜和
黑豆格外有名。

在羊山地区的旷野中，通常尽是
火山石和火山锥，土壤和水成了稀缺
之物，这样的生存环境中需要更多的
拼搏和付出，其过程衍生出重要的精
神产品——力量、智慧和执着，是一
种顽强的火山石精神。

王力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也
是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27岁那
年，他暂别清华大学研究院，赴法国
巴黎大学留学。当时，他还是一个没
有什么名气的青年学生，身上并没有
多少积蓄，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只
能靠打零工赚的钱，买一些低价的面
包度日。如果运气不好，找不到打零
工的机会，他就不得不流落街头，挨
饿受冻。

当时，一位在巴黎的中国教授发
现王力法语学的相当不错，就给他提
了一个建议，要他翻译一些法国文学
作品寄回国内，以此来换点稿酬，解
决生活的难题。

王力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于是，
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翻译了一篇小
说，将译稿寄到国内。不过，结果却
令王力大失所望。三个多月过去了，
他不仅没有得到用稿通知，就连退稿
通信也没有收到过。心灰意冷的王
力干脆不抱什么希望，他一赌气把自
己全部译稿统统寄给了当时最有影
响的商务印务馆。令他没有想到的
是，这次的稿子居然被采用了，而且
稿费也在很短的时间寄了过来。

从此，王力开始靠翻译作品来赚
取生活费用。他一边努力地学习，一
边翻译法国文学作品，他总能保质保
量地将自己的译作寄回国内，也总能
及时地收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稿
费。有时，甚至在他还没有交稿件的
时候，就可以先预支稿费，这令王力
感动不已。

由于长时间一直处于劳累紧张
的状态，再加上饮食极不规律，王力
终于病倒了，他只能无奈地暂时放弃
做翻译的工作。此时，他手头上的一
点点积蓄也因看病花得所剩无几。
而在他的周围，没有一个熟悉的朋友
可以帮助自己。

万般无奈之下，王力给商务印书
馆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当时的困
境，并提出要预支一部分稿酬先用来
生活和看病。在当时，如果不是负有
盛名的作家，出版社是从来不会答应
预支稿酬的。不过，王力却很快收到
了预支的稿费。

过了几个月的时间，王力的身体
终于康复了，他以较快的速度又翻译
了一批稿件，寄给了商务印书馆。就
是靠着这些稿费，王力最终才没有再
次流落街头。但令王力感到困惑的
是，为什么商务印书馆对自己如此厚
爱有加呢？是谁在暗中帮助自己呢？

通过在北京的朋友帮助，答案很
快就揭开了：这个人就是当时在商务
印书馆任编辑的著名文学家叶圣陶。
虽然他与王力未谋一面，但是对王力
的译作非常欣赏，所以，在各方面都给
王力以关心和照顾。也正是因为有了
叶圣陶的扶持，王力才在异国他乡度
过了数次难关。1932年，王力获得法
国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清华大学
执教。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常常对别
人说道：“如果没有叶老的帮助，我根
本不可能完成在法国的学业。”

在陇东，大凡是五六十岁上了岁
数的老年人，儿女都提前给其定作棺
材，由亲生女儿亲手缝制临终前入殓
时穿的老衣、老鞋。老衣是由带图案
的藏蓝色或者红色的绸子或缎子做
成。男人的老鞋是白底黑面的软布
鞋，女人的老鞋是白底花面的绣花软
鞋……

去年五一，我回陇东老家看望父
母。

一放下行李，我就问起母亲和父
亲的身体状况。

“你爹已经80岁的人了，今年一
下子老多了，前一阵子在街上转悠时
还晕倒过一次。”母亲哽咽着说。

“妈，你的身体怎么样？”妻子问母
亲。

“哎，能怎么样？老样子。心脏不
好，晚上睡着后心跳得特别快，经常失
去知觉醒不过来。胃也经常疼得难
受。你大哥领着我到医院看了，买的
药继续吃呢。”

“妈，要不我走的时候你上我们那
儿住些日子，海南的空气好，顺便给你
看看病”，我说。

“傻儿子，妈可能再没机会了
……”，母亲顿了顿，自言自语地说，

“妈都已经开始做老衣老鞋了，哎！怕
熬不过今年了……”

母亲的话，像晴天霹雳一样，我大
脑感到一阵刺痛、眩晕，顿时泪如泉涌。

妻子也流着泪水说，“妈…你还年
轻，才75岁，别…别胡思乱想了。”

母亲笑了，眼角却有晶莹的泪水
在滚落下来。她急忙背过身去，擦了
擦眼睛，领着孩子去取零食。

母亲是平凉人。是父亲在华亭大
炼钢铁时认识的，自由恋爱结的婚。
后来她毅然放弃城市户口和关山林场
的工作，跟着父亲辗转到了现在的住

地。当年，父亲是村里唯一的党员，当
了队长，后来当过大队加工厂厂长，母
亲则任生产队妇女主任。

母亲性格刚强。在我很小的时候，
她经常带领妇女们抢种抢收，和妇女们
一道用筐担粪，用扁担担麦子，妇女们干
活挣的工分都很高，家里分的口粮也
多。在关山林场时，母亲曾是文艺队的
队员，经常参加文艺演出。闲暇时，母亲
就坐在院子外的梨树下，随口给我们唱
上几首歌，《十二把镰刀》《梁秋燕》等，我
至今记得。母亲最爱唱《梁秋燕》，梨树
上开满白色小花，芳香扑鼻，清凉惬意。
母亲抱着我，一边用手拍我，一边唱《梁
秋燕》。我抓着母亲的两个长辫子，在手
里玩成各种花样。母亲的歌声清脆优
美，我到今记得她唱歌的模样。

母亲养大了五个孩子，她自己耗尽
了精力，一天天变老。头发白了，牙也
掉光了，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清瘦、
单薄，我给她买的衣服再也撑不起来。
记忆力在减退，2004年办身份证时，她
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了。我让她唱
碗碗腔和《梁秋燕》时，那些歌词她已全
然想不起来，一句也唱不下去了。

母亲老了！
假期很快结束，我和妻子想让母

亲跟我们一起来海南，但母亲始终不
愿意。临走前一天晚上，母亲微笑着，
给我们展示她给自己准备做老衣用的
布料和已经做了一半的老鞋。

母亲从柜子的最底层拿出一个包
了好多层的包裹，一层层地打开来。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几叠有着大圆圈
图案的藏蓝色缎子布料，她说这是用
来做父亲和她自己老衣的布料。一个
当裁缝的亲戚，已经答应帮她，就这几
天的时间。父亲的一顶瓜皮帽子已经
做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用
着跟老衣一样的布料。父亲的老鞋也
已做好，白软底的黑绒布鞋。母亲的
一双绣花鞋做了一半，鞋底和鞋帮都
已经成型，就剩下绣花了。

母亲给我们看这些东西时，眼里
闪着亮光，很激动，很兴奋的样子。我
不明白母亲此时此刻的心情，也不想
看这些让我伤心难过的物件。我在痛
苦中看着母亲摆弄那些物件，在喋喋
不休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
楚。我恨不得把那些东西扔掉，或者
藏起来，永远不让任何人看到，我希望
母亲和父亲长久地活着，永生永世不
要穿那样的衣物，那样的鞋。

我是海南人，从小受母亲的影响，
爱看海南戏，也就是琼剧。

母亲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镇里的琼
剧"厚皮班”（文昌地方话，业余队的意
思——编者注）里当过台柱，上山下乡
后得了一份正式工作，从而成了一名
忠实的海南戏迷。平时做家务时，母
亲总会哼上几段。镇上来了戏班演
出，她也一定不会错过。她各种唱腔
都会唱，各个名角的特点都知晓。有
时候，得知她以前“厚皮班”里的唱友
正随团到附近演出，她还会带上我找
她们嘘寒问暖去。

小孩子看戏，不懂剧情，光看热
闹。也就是说，我们看戏是从看戏班
搭台子和看演员化妆开始的。

化妆时，演员们围坐在戏台边的一
张大桌子边上，桌上摆满了大小不一的
化妆盒和各类胭脂粉末，个个对着镜子
一边左顾右盼，一边忙着往脸上涂脂抹
粉。化妆时，演员们穿的是打底的紧身
白衣，肩上还围着一条围巾，以防胭脂
弄脏底衣。先上妆，后上头套，然后才
穿上戏服。看演员化妆的时候我们小
孩就在旁边嘀咕，猜测哪位是旦角哪位
是生角。要是有人在一边脸上点上了
一颗大墨痣，我们就知道那人肯定是个
心肠歹毒的坏蛋，要是有人在眉头间画
了一道粗红线，那准是个武将，要是哪
位插上了金光闪闪的头饰，一定就是有
钱人家的小姐和夫人了。

看完化妆后再看戏。小孩子看戏
绝不会跟父母坐着看，全跑到戏台前
站着、趴着、踮着脚尖看。我们个子小
不会挡住后面的观众，人家也不赶我
们。看着角色逐个出场，我们就把刚
刚在后台看他们化妆时的猜测翻出来
对号入座，有的猜对了，有的却把梅香
当成了旦角，只觉得好泄气！一出戏
很长，我们根本等不到散场就睡成了
烂泥。第二天醒来，昨晚的戏里都演
了些什么根本就记不住，但是多年来
的熏陶泡浸，海南戏的调子、角色和布
景早已渗入了我的脑海。

没戏看的时候母亲就听录音带，特
别是一些名角名段，百听不腻。母亲边

听还边唱，我也喜欢听，但是不敢唱，总
觉得母亲唱得太好了，怕自己出丑。直
到母亲在多伦多探完亲后要回国，临行
前给我留下了几盒录像带，她嘱咐我：
想家了就听听琼剧吧，要是能唱上几句
就更好了，能解闷。我从此才开始练唱
琼剧，水到渠成，母亲在我童年时埋下
的种子就这样悄悄地发芽了。

我在家练琼剧，九岁的女儿婷婷
就被迫当了我的第一个听众。婷婷出
生在加拿大，从没有接触过中国戏曲，
锣鼓声一响她就捂住耳朵直叫：“又来
了，又来了！”边叫边跑到自己的房间
把门关得死死的。同住一个屋檐下，
哪能不受影响，就算是这样她也是听
得到的。过上一阵子，她好像没那么
反抗了，我唱我的，她照样在旁边看她
的电视。再过上一段时日，她竟然也
能吼上一两个字，把我吓一大跳！

几年前，国内有一昆曲名团到多伦
多演出《牡丹亭》，我和友人带着孩子们
赶去捧场。两个孩子从没有看过戏曲
演出，中文都说不好，唱词根本就听不
懂，好在有英文字幕，帮了不少忙。也
许是出于好奇，孩子们说不上是专注看
戏，倒也没有多少抱怨。待到胡判官出
场，那一身万圣节式的妖魔鬼怪扮相和
滑稽夸张的动作，顿时把他们的眼球给
紧紧地抓住了，意犹未尽，等到散场后
还要上台去跟演员合影。

回来后，婷婷兴冲冲地搬来了一
张小书桌，找来一条长丝巾要我扮杜
丽娘唱戏。孩子第一次看一出戏，能
记得住一两样东西已算不错。只盼着
以后在多伦多还能有机会带着孩子们
看戏去。

疫情下多了空闲，家乡的堂姐给
我推荐了国内极为流行的K歌软件，
告诉我利用K歌软件可以唱琼剧。软
件操作简单，供选择的曲目极其丰富，
既有独唱又有合唱，合唱的男戏友隔
着千里万里，未曾谋面，但是只要我按
下“加入合唱”一键，随时随地即可配
上一段。

我是老戏迷、新唱手，那一股酒逢
知己千杯少的热情迅速高涨，两个月
里我一共练唱了十几段琼剧。久违的
乡音、浓烈的乡土气息再次把我深深
地包围，给疫情下的我带来了一股精
神和心灵上的清流。我把录好的唱段
发到旅居加拿大的海南乡亲群，得到
了老乡们的热情点赞。

我深知，乡亲们的点赞并不是因
为我的琼剧唱得有多好，而是旅居海
外的他们对乡音、乡情、乡亲的一种共
鸣。于我而言，琼剧是一种乡愁，琼剧
更能化解我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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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
■ 路志宽

八一的色彩
就是红色的，心脏的红
红星的红，鲜血的红

南昌起义，用枪声吹响革命的号角
数不清的英雄儿女
将这星星之火，燎原成红色经典革命史书

八一，一个普通平凡的日子
从枪声走进中国历史画卷
声声都是一个个不屈不挠的英魂

万里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这八一的红，洒遍祖国的万水千山
洒遍鸭绿江两岸

一个个用鲜红的血液写成的名字
伫立成一座座宏伟的丰碑
映照着这片被红色洗礼过的大地

稻草人
■ 胡巨勇

褪去了生命本色的青翠
脱去了季节饱满的厚实
被岁月掏空身体的瘦
支撑起另一个角色的转换

披着孤独的外衣
守望别人丰收的愿景
也在守望自己卑微的一生
可以没有灵魂
可以没有被束缚的自由
一生不改的命运里
履行的只有忠诚和责任

秉承农民的勤苦和纯朴
却比他们更耐得住寂寞和冷清
与风霜雨雪为伴
用一种站立的方式
诠释令人仰视的角度

酸豆
■ 李孟森

一
春暖酸豆绿，
夏炎花正香。
秋至黄硕果，
冬过蕴甜酸。

二
酸豆生南国，
炙热艳黄花。
傲立三伏天，
只为留清香。

赠李孟森
■ 杨俊

碧海连青山，
琼崖时正炎。
乘凉寻绿荫，
谁剥酸豆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