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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
■ 张凡修

那堵石头墙一直没舍得拆
石头墙曾是父亲的杰作
父亲借两块已生根的巨石奠基
倚住，用碎石嫁接的家
现在，我用新垒的砖墙将它连起来
就像父亲传给我嫁接的好手艺
把削好的栗树码插在切开口的树干
那么严丝合缝
我要接母亲迁入新宅
母亲迟迟不肯动身
她要看看我嫁接的栗树抽出新叶
拆开包扎的塑料条
会不会，留有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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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本书
■ 阿土

有些时候是翅膀
比如陶器比如木比如叶
有些时候是利刃
比如青铜比如石头比如骨
那些最初的记录
笨拙而有力充满想象
我想认识竹简和牛皮
丝帛或者纸也行
可是，现在我得认识陌生的编码
无论合上或者打开
所有的文字一如既往
在时光的屏幕上闪着蓝色的光
如果是翅膀可以带我飞翔
快意地击水三千
如果是利刃则割得你体无完肤
悲伤且欲哭无泪
但现在，它们是安静的
若处子，让我内心有些发慌

缘分这东西，真的很奇妙，说来就来，挡也挡不住。
个人命运又同时代变迁密不可分，不幸和转运仿佛就在
瞬息之间。

话说“60后”的我们，饭吃不饱、穿要布票、出门没车、
住房没窝，小小少年，“上山下乡”，砍柴火、挖水沟、种番薯、
割水稻。困惑迷茫中，改革开放犹如春雷炸响，随着国家
1977年恢复高考、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1978年，我们
赶上了教育新时代，成为琼海最高学府嘉积中学“文革”后
恢复在全县统一招生后的第一批高中生，成为家乡父老寄
予厚望的幸运儿！

还来不及分享“中榜”的喜悦，我因家境贫寒陷入了
窘迫。习惯了赤脚走在田埂上的我，第一次穿鞋、第一次
坐车、第一次进城就充满了变数和尴尬。父母年老多病、
原本年年超支的家庭因为我的升学变得更加困难。好在
父母人穷志不短，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心一横，咬
咬牙，东借西凑给我准备了学费生活费，破天荒地将我的
木屐换成了一双塑胶拖鞋，特地请当地裁缝给我裁剪了
一套新衣。收拾好行装，又发愁怎样才能去到县城。当
时老家石壁公社陆路不通汽车，要去县城只能通过万泉
河水路乘坐柴油水泥船，七拐八弯辗转几个小时或乘船
转道龙江公社，排着长长的队才能坐上隔天才有一趟的
班车。好不容易托了同村一个在汽车站工作的熟人的关
系挤上了车，在尘土飞扬的颠簸中，看着满脸皱纹身躯佝
偻渐行渐小的父亲，我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又能走
多远，一下子眼睛灼痛，鼻子发酸，泪水夺眶而出。我暗
下决心，老爸，我会好好珍惜、刻苦学习。

遇见是缘分。遇见嘉中，遇见红楼，遇见名师，遇见
同学，可以说是上天的恩赐，更是时代的眷顾。我和我的
同学们在那个最特别的年代，在我们最美好的年华里，用
我们最美好的姿态遇见。红楼是海南名校——原广东省
立第十三中学嘉积中学的标志和象征，这座耸立在校园
中央朱墙金瓦、古色古香的三层巍峨建筑，因外墙、柱子、
廊拱饰以殷红色，故称红楼，在金色阳光照耀下气宇轩
昂、分外夺目。我们这些新生无不被其宏伟厚重和人文
郁茂所震撼和吸引，像一方烙印一样刻入人心。

母校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久负盛名，我们每个人都
为成为嘉中学子深感自豪。在母校古木参天、闹中取静
的学习环境里，在老师们诲人不倦、夙兴夜寐的谆谆教诲
下，我们蹒跚学步，在学海里探宝，在书山中攀登。高70
班，成了我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奋发向上的班集体；每
个同学，不管先来后到，无论时间长短，都为拥有一个共
同的名字——高70班感到高兴。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里，同学们真诚相见，朝夕相处，虽然有时也闹点小别扭，
有点小摩擦，但都消融在友情的宽容之中。

在母校就读的两年就那样一晃而过，730个日日夜夜
竟那样叫人难忘。在我们的记忆里，母校的红楼雄伟挺
拔，母校的风景格外优美，母校的凤凰花格外鲜艳，母校的
铃声格外响亮。最忆是班主任王民老师，这个上世纪60
年代毕业于广州师范学院数学系的数学科任老师，亦师亦
父，苦口婆心。他当时40出头，不高的身材常常穿着一件
略宽的军上衣，瘦削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人常
说薄嘴唇能说会道，而他天生厚嘴唇，一口不太标准的普
通话，夹杂海南方言，偶尔迸出一句英语，竟然说得那么顺
溜和风趣。特别是45分钟的课程，他至少要用10分钟作
时事政治开场白，每每强调勿谈恋爱、专心学习，以及“学
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
颜如玉”等等耳熟能详的金句，在诙谐风趣中求证代数、解
析几何，加上抑扬顿挫般挥手招牌式的肢体语言，使我们
在津津有味的听讲中养心益智、受益匪浅，一时他在学校
搞得风生水起，成为母校赫赫有名的特级老师。后来被县
教育局领导看中，调任数学教研室主任，指导全县数学教
学，再后来他一路“高就”调往琼海师范学校当了教导主任
直至退休，现在已80多岁高龄还是口齿伶俐、行走自如。

我们忘不了鈡应星、陈少君、李家乐、符雄、邱坚雄、周
仕任等老师庄重严肃而又充满慈爱的眼神，教的是知识，
育的是文化，教的是做人，育的是品德，反复叮咛，引导鼓
励，让我们纠偏改错、掌握方法、提高能力；忘不了体育委
员曾繁雄身手敏捷，每天坚持带领我们跑步做操，强身健
体，由此联想到学校征文比赛“从长跑赛所想到的”“行百
里路者半九十”，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而取决于
途中的坚持，从中明白了必须坚持不懈、奋斗不止的道理；
忘不了晨曦里同学们以琅琅的读书声唤醒了小鸟的呢喃
和催发了古树的新枝，同学们以青春的笑脸、真挚的友谊
温暖了班级和校园；忘不了晚修时校园熄灯后教室里再次
点亮的煤油灯和蜡烛，酷热的夏夜里，男生们还调皮地跳
进教室前的游泳池清凉一把；忘不了留长发的女生们纤细
的身段却背负大书包迈着匆匆的步履甩开辫子的模样，以
及后来披露的男生给女生写信、递纸条的种种情形……如
果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次航行，那么，母校就是我们启锚
的港湾，红楼就是我们心中的图腾，老师就是引路的灯塔，
我们自己就是把握方向、勇往直前的水手。

时光飞逝，转眼毕业卌载。40年天翻地覆，直奔甲子
的年岁足以让我们在时代变迁的滚滚洪流中体味人生百
味，多了几分感悟人生后的平淡与豪放。当今社会，人情
关系总是变动着的。只有母校，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爱恋。

伴随着海南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它同时见证了母
校和家乡的沧桑巨变，它承载了历代嘉中人接续奋斗的
青春印记，它记录了琼海教育文化的发展进步，它树立起
琼海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丰碑，它留下了游子萦绕心间
的美丽乡愁。

此刻，我最想说的是感恩。此生如果没有遇见变革
的时代，我们梦想的翅膀是不是早就折戟在山区的旷野
里；如果没有遇见可爱的母校，我们人生的轨迹是不是湮
灭在汤汤的河道里；如果没有遇见亲爱的老师，我们追寻
的脚步是不是止步僻壤的小路；如果没有遇见巍巍红楼，
我们心中的定力是不是就少了百折不挠的刚强。这一
切，我们真的无法想象。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以万分的
虔诚，感恩这美好的遇见！尽管匆匆岁月染白了我们的
头发，锤炼了我们的品格，但是，我们对母校的牵挂、对老
师的热爱、对同学的情谊，是永远不会变的。

有一句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今年
夏末的一天下午，我走进“三斋园”后，对这句
俗语蕴含的道理深信不疑。

东方市区琼西南路有一条无名小巷，偏
于巷内一隅，巷里有一座叫“三斋园”的民间
博物馆。它虽然位于鲜为人知的小巷里弄，
但其名声已不胫而走，传播东方之外。近十
多年来，这座“三斋园”成为了各地根雕、石雕
艺术行家和市内根石技艺爱好者光顾的艺术
沙龙。

“三斋园”博物馆楼高3层，整座楼外部
装饰古朴典雅。馆内分设根宝斋、石宝斋、
墨宝斋3个展厅，每个展厅，面积不是很大，
也就只有50平方米左右。楼院围墙的栏杆
下面，排列着错落有致且形态各异的花岗岩
石，几乎每块岩石上都有精美的雕刻，内容
多是些富有哲理的名言。在靠近楼院围墙
大门两旁，置放着两块一米多高的花岗岩
石。其中的一块石头上刻凿着醒目的三个
大字：“三斋园”，另一块刻凿着“观海听涛”
四个大字。两块花岗岩石上的书法、刻凿都
是博物馆的创办者钟振中先生一人所为。
我用心欣赏一幅幅岗石立体艺术品时，唤起
了我尘封已久的审美情趣，使我获得了一种
久违的艺术享受。

改革开放以来，东方市的社会各项事业
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标志其文化艺术成就
的，除了全市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学校、图书
馆、新华书店、市博物馆、“三月三”文化广场、
艺术团等机构与场所之外，民间中的高雅根
雕艺术品成为东方稀罕的一族。而钟老先生
的民间博物馆“三斋园”的出现，填补了东方
根石雕刻艺术的缺憾。“三斋园”虽然不能与

敦煌、云岗、龙门等艺术殿堂相比，但“三斋
园”是钟老先生凭一己之力、自掏腰包，耗费
了多半辈子的心血打造出来的东方第一家民
间根石艺术博物馆，其艺术作品的用材大都
来自本土，其艺术造诣已经远超普通民间艺
人之手。尤其是当我想到钟老先生三十年来
对雕刻艺术的执着追求和艰苦磨砺，我对他
油然而生一种由衷的敬仰之情。

上世纪70年代中末期，钟振中先生读中
学时，就喜欢上了书法、绘画。上世纪80年
代初，广州美术学院关山月、黎雄才两位国画
大师到东方采风写生之余看望弟子游桂光，
恰巧钟振中和游桂光是“发小”，当时钟振中
也在场，很有幸地聆听了两位岭南国画大师
对绘画艺术基本功的启迪以及对根雕作品的
点评，使他受益匪浅。东方是花梨之乡，钟振
中生于斯长于斯。环境的熏陶、造就，使钟振

中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开始把目光转向对根
雕艺术的钻研与雕刻。

根宝斋设在楼馆东面一楼大厅，当我迈
入大厅，只见整个大厅灯火通明，熠熠生
辉。厅内三面靠墙的地方排列着各式各样
的玻璃展柜。柜里近百件的根雕艺术作品
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这些雕刻艺术作品，
有的是面善慈祥的老寿星人物雕刻；有的是
展翅凌飞的大鹏雕刻、还有的是破浪远航的
帆船雕刻……凡此种种，诸多作品大都师法
自然，因势像形，各具形态，让人们从形态上
产生认知感，又能让人们获得欣赏艺术美而
带来的享受。

钟老先生历经数十年的磨砺，终成正
果。2007年，在全国第11届根艺石艺精品
展览会上，钟老先生选送的花梨根雕作品《中
华瑰宝》《讴歌鼓舞乐升平》和《奔飞》分别荣
获了全国根艺作品的金、银、铜3个奖项。其
中《中华瑰宝》，同时荣获了“刘开渠根艺奖”
的金奖。

我在根宝斋里不知不觉呆了近3个小
时，看着天色渐晚，我匆匆忙忙地浏览了石宝
斋和书画斋。石宝斋和书画斋里的很多作
品，我说不出其道道，但我得到的总体印象
是，钟老先生能把形状各异的石头刻凿巧作，
赋予艺术的内涵，足见他的刻凿手法已达到
娴熟入化的境界。从钟老先生的石头刻凿作
品中，我隐隐看出他艺术思想深处那种天人
合一的人性的光辉。我和钟老先生道别后，
走在那条无名小巷里，尽管离“三斋园”渐走
且远，可我似乎还可以闻到“三宝斋”这'坛东
方甘醇的美酒断断续续飘来的一缕缕清香，
它着实让我回味无穷。

月亮很好玩。
古往今来很多人喜欢玩月，尤其那些文

人墨客。远古的时候，漂亮的嫦娥就飞上月
宫去，不回来了。诗仙李白把月亮当朋友，喝
酒时，“举杯邀明月”；他又把月亮当作家乡，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大文豪苏东坡
却把月亮当情人，醉眼朦胧问青天，“明月几
时有？”又哀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的家乡在儋州，儋州人尤为喜欢玩
月。小时候常常听见有人哄孩子说：听话，
我摘个月亮下来给你玩。打从懂事起，我们
便开始玩月。月亮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从屋
里走出来，在庭前、在村头巷尾玩耍。有月
亮看着，我们就不怕黑。月亮和我们很亲，
我们到哪，月亮就跟到哪。我们村前是港
湾，天上有一个月亮，水里又有一个月亮。
水里的月亮很安谧，静静地看着我们，我们
也看着她。我们没法子亲近天上的月亮，就
和水里的月亮玩。小学一年级有一篇课文，
一群猴子手拉着手下井里捞月亮，很有趣。
我们会游泳，就捞海湾里的月亮。我们噼里
啪啦跳进水里，突然水波把月亮撞散了。月
光变成很多碎银，在我们身旁闪闪烁烁。我
们嘻嘻哈哈左扑右抓，啥也抓不到。月是中
秋圆。中秋节的晚上月亮很漂亮，大人都出
来看月亮。我们孩子也要看，还要拜月。我
把白天时大人买回家藏在米缸里的月饼拿
出来，用纸包住，插上一根香，双手捧着，在
巷子里走来走去，边走边唱：“拜月亮，拜中
秋，月亮吃香我吃饼……”我家的月饼总是
很小个，一毛钱一个。可家里人叮嘱，不要
和人家换月饼。后来才知道，有的人家没月
饼，孩子要拜月，只好拿黄泥捏成个月饼，用
纸包着，也出来拜。有一次，我问父亲：那些
人拿泥饼拜月，不是在骗月亮吗？父亲略顿
了一下，平静地说：没事，都是在和月亮玩
呢。过了好久，我才想明白父亲说的话。我
们拜月，其实是在闹着乐。我的月饼虽是真
的，却不肯让月亮吃，只叫她吃香，分明是逗
着月亮玩。

大人们也经常玩月。有月亮的夜晚，村
里人不会辜负那一片月光。有的人坐在庭前
的月光下做针线，不声不响挥针走线，用细密
的针脚将月光缀在自己的衣裳上。有的人却
在晒谷场上铺一张草席，躺在月光中，搂着月

光进入梦乡。村头那可热闹了，大人、小孩、
老人围坐在一起晒月光，说自己喜欢说的
话。天上的月亮安静，可她喜欢热闹，总悄悄
地看着我们。大家于是说月亮，说月亮很可
爱，是一个美女，是一个诗人，是一个游子，是
一个美丽的地方……还说月亮喜欢听山歌。
一位婶娘仰望天上的月亮，眼睛一眯，心一
动，干脆唱首山歌逗月亮玩。唱道：

月亮圆圆天上走，
丹桂生在月肚泡。
哪边该叫为月尾？
哪边该叫作月头？
全部人也都望着那轮明月，却说不出哪

是月尾，哪是月头。
一位叔叔正在打盹，突然睁开眼，仰起

头，唱了起来：
一轮月亮绕天走，
七海三山月亮照。
二十八九为月尾，
转回初一是月头。
妙！全部人喝彩，接着爆笑。月亮也在

大笑，好像连抖了几下。
青年人玩月要玩大的，不在村里玩，等到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山坡上和月亮一
块玩。青年男女踩着月光来到一片开阔的坡
地上，男的站成排，女的列成一队，面对面，手
牵着手，尽情地调声，调给月亮看，调给月亮
听。

我喜欢玩月，尤其喜欢调声。我编出一
首调声。天上的月亮出来时，我和村里的后
生们走到村边的山坡来。月光似水，月色迷
人。小伙子和姑娘们欢快地调了起来：

风吹月亮下山坡，

照亮妹，
照亮哥，
哥哥妹妹唱山歌。
哥牵手邀东坡，
妹牵手邀嫦娥。
青山来伴唱，
绿水也来和。
青山得意飞春色，
多情绿水荡银波。
山歌唱醉千年月，
千年月亮千年歌……
歌声随着月光在山坡上飘荡，姑娘和小

伙子们的心绪也随着月光飘荡。
调完声了，姑娘和小伙子们兴趣犹浓，坐

在草地上听两个男女歌手当着月亮的面对
歌。男歌手引吭高唱：不怕千山与万水，为妹
摘枝丹桂花。女歌手对回：丹桂树在月亮里，
没有天梯怎样摘？男歌手又唱回：耐心等到
月落后，攀上月中丹桂摘……歌声一来一往，
在夜空中回响。对歌结束时，天上的月亮忍
不住，落在山头上了。

八月十五是年轻人玩月的好时光。男女
青年都打扮漂亮，到中和、木棠、三都、长坡等
市镇来逛街，接着在街边热闹地唱山歌。日
头西落时，男青年送给女青年月饼，女青年送
给男青年印字的白背心，然后相约在月亮出
来的时候，集中在一起调声，调个地动山摇，
让天上的月亮心旌摇曳，又如醉如痴。

儋州人喜欢调声，月亮也喜欢调声，后来
市政府干脆把八月十五定作调声节。这一
天，四面八方挑选出来的调声队汇聚到市文
化广场来表演、比赛。

那一年，我们村的调声队被选作种子队，
青年男女们既兴奋又紧张，忙着排练，又忙着
选曲子、编歌词。调声是集体对歌，在舞蹈中
演唱，曲子和歌词很重要。我说：我们唱出的
歌，要首先打动了月亮。真想不到，随意说了
这句话，编歌词的重任落在我的身上了。

这天晚上月亮分外明亮，市文化广场张
灯结彩，一片辉煌。我们村的调声队靓丽出
场了，男青年和女青年站成两排，边舞边唱：

吴刚捧出桂花酒，
嫦娥起舞庆中秋。
月光灯火相辉映，
人间天上比风流。

《绿水绕青山》（山水画） 乔德龙 作

顺着秋色平分搭建的斜坡
“中秋”一词
借桂香的润滑
在一首泛黄唐诗里跃起
撞击万千人的心针指向家的港湾
昨日启程的邮票
还攥在手心
捏不出乡下老屋的冷与暖
多少个夜晚，故乡在血脉里行走
一枚枚金黄的稻穗奔跑如风
手提秋风这盏醉人的美酒
让一只眺望的秋柿
把额头沧桑擦亮
日夜兼程
我知道母亲思念的手柄
早已捧出中秋月这粒可口的棒棒糖

中秋
■ 吴晓波

父亲难过的时候
坐在屋后的石板上
一个下午不说话
一地烟头
掩饰男人的脆弱

母亲伤心的时候
一个人端着一大盘衣服
早早地去池塘边洗衣服
她用响彻村庄上空的捣衣声
掩饰女人的无奈

我委屈的时候
静静地赖在床上
把昨夜的梦
一遍一遍过滤
一次一次修改结局
然后我听到父亲的咳嗽声
还有远处母亲的捣衣声
他们装饰了我的梦
我却掩饰不了对他们深深的内疚

掩饰
■ 徐永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