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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首）
■ 刘文华

母亲从乡下来
过路口时，我牵了一下她的手
路口已过，她却再不肯松开我的手
岁月走成圆圆的脚步
她拽着我，像个孩子
又多像小时候
我总是紧紧地跟在她的左右

拓片
晨起洗漱，突然看见父亲的脸
我一惊，忘了他故去经年
伸手去拽他的衣衫
镜子边缘的玻璃划破手指
顺着血，我发现父亲从未走远
我已活成他的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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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古代女性书写者中，留下作品最多的，
要数定安的许小韫。即便放在全国背景下，她
也是清代优秀的诗人。海口市秀英区甲子镇仕
梅头村，至今保存着这位节烈诗人的墓葬。她
的一生曾经那么惊世骇俗。

道光二十五年（1845），国子监生员张钟彦
题名进士，开始走入仕途。返乡路过广州时，他
不忘前去探望父亲生前好友林则徐。没想到，
此时林则徐已经启程赴任陕甘总督。于是，他
便拐到番禺，在一个姓许的朋友家做客。在这
里，他见到了主人的女儿小韫。这个看起来窗
明几净的女子，不仅善解人意，而且熟读诗书，
还能填词作画，功夫茶也泡得有滋有味。顺着
茶的清香，张进士想到了侄子熊光，正与小韫年
纪相近，身材相貌看来也十分般配。于是向朋
友表达了结亲的意思。海南与番禺相隔海天，
但林家还是爽快答应了这门婚事。就这样，许
小韫千里迢迢，坐上轿子来到了定安的高林村，
成为海南望族张家的一名媳妇。

传说新婚之夜，为了考考丈夫的才情，也为了
制造一点浪漫的意思，她在洞房门口贴了一副上
联：“尹公他拖孟姜女之女入张子房之房非奸则
盗”，声称新郎对不出下联，便不能入洞房。一个
夜晚，张熊光都在走廊与书房间徘徊，到了深夜还
对不齐整。最终是家里老人帮他将下联接上：“闵
子骞牵冉伯牛之牛耕郑子户之户为富不仁”，这才
圆了花烛之夜的巫山云雨。才女的郎官真的是不
好当，不过，做张家的媳妇也不是那么容易。

小韫踏进张家时，祖父张岳崧已经逝世三
年。但张家的女人个个都不简单。家婆吴氏来自
浙江，是宁海知州吴嗣瑚的孙女，出身书香门第的
大家闺秀，是这个显赫家族的大管家。作为张家
的长房媳妇，小韫配合吴氏，操持这个大家庭的内
务。由于家公张钟銮早逝，吴氏在这个院子里总
显得有些落寞，幸得这个知书达理的儿媳妇陪伴
左右。《张氏族谱》记载：她“事亲教子孝慈备至，随
翁历任内整然”，身后被旌表为“节孝”。

虽说之前连面都未曾见过，但小韫与张熊光
的结合，却是十分美满。从留下的诗歌可见，她对
走进自己生命的男人用情甚深，以至于终生都难
以自拔，成为一个独立于世的人。在这个男人的
怀里，她渡过了七年温暖的时光。后来收入《柏香
山馆诗卷》的作品，记叙了这段光阴的潋滟。

从早期诗歌来看，小韫的生活过得悠闲适
意，没有衣食之忧，也感觉不到什么压力，跟明
代词人吴小姑略微相似。除了在高林学馆授
课，便是观花、赏月、闻香、读书，等等，没有太多
劳心费力的事情。一首《柏香山馆即事》，呈现
了她生活的某一个片段，文字清新自然：“小池
微雨绉清波，荡漾秋风卷碧荷。独倚栏杆无一
事，闲将蚱蜢饲巴哥。”

荡漾的荷风中，一个人独倚栏杆，看小雨的
水珠撒落到水池里，泛起微妙的圈圈。觉得无
聊了，便到草坪上抓来蚱蜢，喂饲笼子里呀呀叫
的鹩哥，教它说说人话。也许，一个半天就这么
过去，不知不觉就到了吃饭的时间。

在人间，自然得过人间的生活。但在张家大
院，柏香山馆，耕地种田、担柴洒扫等苦累的劳动，
都由下一个阶层的人去承担了。剩下来的部分，

更多表现为一种消受。《寒食有感》表现的，正是滤
掉苦涩之后的甘饴：“年年寒食写新诗，细雨东风
忆旧时。谁谓禁烟厨灶里，小堂日暮尚频炊。”虽
说还是人间烟火，但其中之味已不再呛人。即便
如此，她的诗极少书写世俗的琐事。许多的时候，
她都是徘徊在廊亭之间，访花问月，思绪如流云一
样四处缥缈，仿佛活在梦中一般。在她的文字中，
不时有月色洒落下来，《柏香山馆诗卷》有三首以
月为题的作品。其中《圆月》意象颇佳：“ 盈盈金
阙彩云开，乍见冰轮焕镜台。神女无心遗珮去，鲛
人有意送珠来。描形拟作班姬扇，对影应浮太白
杯。会遇良宵诗兴好，愿教铜漏且停摧。”

这样的日子重复多了，人的心里便会发慌，
觉得有什么不对，觉得会有什么变故要发生。一
种世道无常的觉受，云影似地飘浮在她头上的天
空。在陶醉于眼前光景的同时，她内心深处似乎
有着某种惴惴的预感：“绿阴庭院午风凉，阶砌名
花各吐芳。植就两株青翠柏，他年留得凛风霜。”
（《柏香山馆即事》之一）对于叵测的未来，和可能
发生的种种，她并非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在赏花
弄草的同时，她也不忘在心头种下两棵柏树，以
备抗御随时袭来的风霜。这大概是她把自己的
住所题名为“柏香山馆”的原因。

县学生员出身的张熊光，没有做过进入历史
记忆的事情，但从“秋阴半林尽，晚照一溪分”这样
的诗句，可以看出是个性灵之人。他没有辜负越
过高山大海、投入自己怀抱的女子，给了她一个男
人能够给予的恩爱与呵护，但这种给予却不可持
续。结婚七年之后，在一场随初春的细雨降临的
瘟疫中，他走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任她千呼万
唤也不再回头。预感中的风霜终于刮起，而且还
不是一次性地刮过。第二年的春天，同样的瘟疫，
还刮走了他们生命共同的结晶——一个活泼可爱
的女儿。这等于又剜掉了她心头的一块肉。在那
个时代，被人们歌颂的春天，其实并不美好，有时
甚至很残酷。它是疾病流行的旺季，一声咳嗽都
会让人惊慌。与定安相邻的澄迈，一千多年的老
县城，就是因为一场恐怖的霍乱，导致大面积的死
亡，不得不搬到百里之外的金江。

接连两个春天，小韫种植的那两棵柏树，就
已被风霜折断。就像她自己告白的那样，她之
所以不随他们父女而去，完全是因为这个家庭
的责任，特别是已经守寡多年的婆婆：“所以不
殉者，以孀姑在堂耳”。在小韫看来，婆婆吴氏
早年丧夫，中年丧子丧孙，受到的打击更甚于
己，她弯曲的脊背，已经承受不了一根稻草。就
这样，两个失去一半的女人，彼此抚慰，并过起

相依为命的日子。
《柏香山馆诗卷》有不少是追悼与怀念夫君

的。仅《悼张锡卿夫》题目下，就有十一首之多。
其中不乏这样的佳句：“不道文章与命乖，香泥玉
树恨同埋”；“从此见君空有梦，九原无路慰相
思”；“肠断归来天又暮，虫鸣阶砌鸟栖枝”。但最
能表达她的哀思的，应该是这首七律：“九原路杳
绝飞鸿，幽思离情梦不通。黄鹄惊分头未白，紫
鹃声咽泪啼红。江山千古留余恨，顽石三生少化
工。谓问昔言君忆否？此诗惆怅更何穷。”

对于小韫而言，张熊光是唯一的。他的离
去，抽调了她生命的支柱，生活的屋顶也随之坍
塌，成为满地的瓦砾，无从收拾。“自君之逝矣，赖
上旧妆楼。蠹蚀琴书冷，萤飞枕簟秋。”在她看
来，没有恩爱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甚至是一种
耻辱。她百事不关心，懒得梳妆打扮、打理房间，
也无心抚琴开卷、赏花问月，萤火虫飞入枕帐来
也听之任之。据说她“哀毁数月，不出庐寝”，每
看到夫君留下的遗物，就伤心欲绝：“罗衣制就线
犹新，每一开箱泪满巾。睹物伤人心欲碎，忍将
遗物假他人。”（《悼张锡卿夫》）那个阴阳两隔的
男人，似乎并没有走远，一直徘徊在她的幽怨之
中，风声雨声都是他的脚步声。古典文学总是在
强化女性的痴情，让她们愈陷愈深，积重难返。

然而，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她需要说服自
己：“莫怨霜鸾命早孤，神仙富贵岂同途？由来
伯道原无子，何必罗敷定有夫。屋固斯无风雨
漏，身安却少是非诬。闲时一觉庄周梦，赵绣陶
诗足自娱。”（《自劝》）通过诗歌的阅读与吟咏，
她最终还是把自己劝住了。

在平均寿命不足四十岁的时代，死神总是
不期而至，丧偶夭折之事也寻常发生。在与她
往来的人家中，这种情况时而有之，只是用情深
浅不同罢了。居住在定安县城山椒村的莫家，
保德知州莫兆文的两位公子，年纪轻轻便相继
离世，留下胡英花、魏淑媛二位妯娌独守空帷。
漫长的夏日，她们有时会结伴到柏香山馆来，倾
诉心中的凄苦。同病相怜的小韫，只能用言语
来抚慰两位年轻的姐妹：“天涯方叹命多穷，又
遇名姝绣阁中。嗟我如萍漂业海，怜君似叶堕
秋风。离怀欲语浑难诉，会面无由只梦通。闻
道年来俱白发，些些愁病总相同。”

小韫勉励二位闺蜜，既得“一般薄命任沉
沦”，又要“养就岁寒松柏质”。这也是她对自己
的要求，但这种养就，只是为了“了前因”，她并
不打算抹去伤痛的记忆，回归天真活泼，开始无
忧无虑的生活。在她的观念里，快乐意味着背
叛，幸福意味着薄情与忘恩负义。因此，接下来
的生活，对于她只是尽责任而已。对这个让她
伤心的世界，她已经没有任何的诉求。

同治八年（1869），婆婆吴氏归天，许小韫奉
侍家婆的使命完成，孝道已经尽到。方志里记
载，她“痛哭几绝”，在恭恭敬敬地办完丧事之
后，她向家人宣布：“吾可以死矣！”于是水粒不
进，亲自结束了自己四十七岁的生命。显然，她
把死亡当成另一种生活的开始。或许是遵照她
遗嘱的意思，甲子镇仕梅头村旁，她的坟墓与婆
婆并排相依，碑石规制相等，立碑时间都是同治
八年。婆媳二人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汽车在崎岖山路上爬行，朋友打开音
乐，李琼的《山路十八弯》很是应景。驶过百
花廊桥，不久抵达景区，总经理吴丽在入口
处招呼我们。寒暄过后，一行人乘坐观光
车，开始探秘之旅。

观光车沿盘山公路蜿蜒而上，停靠在
山脚下。抬头仰望，百花岭瀑布像一条雪
白银链，将一片绿色劈开两半。拾级而上，
听到有人说话。再爬，来到白肤潭，潭池不
大，水也不深，瀑布经年累月冲击而成。站
在潭边观瀑，看飞珠溅玉，听万马奔腾，可
以感受到瀑布飞流直下的磅礴气势。这里
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呼吸着饱含维生素
的新鲜空气，整个人倍感清爽透亮。因为
时间关系，我们没有继续跟着瀑布往上
走。回到观光车前，我再次抬头仰望，万绿
之上，我似乎看到了庐山瀑布的秀美和神
韵。

瀑布是百花岭的特级风景，也是百花岭
的外在名片，就个人喜好而言，我更喜欢这
里的植物生态景观。百花岭与五指山、黎母
山成鼎立之势，虽然海拔不过千米，但地理
位置和气候特征独特，滋养出丰富多彩的热
带雨林景观。在这个绿色宝库里，既有高大
的乔木，也有低矮的灌木，还有无处不在的
藤蔓，其中不乏名贵物种。

在天琴古树前，我被它的奇特惊住了。
树高几十米，双树叠生，树上附生着数十种
植物，它们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无数根黄
金索垂挂空中，有的细如金丝，有的粗如手
臂，看上去像一架竖琴：树干为琴身，藤条似
琴弦。平时来这里观赏的游客络绎不绝，他
们在树前拍照留影，但此时只有我们，再没
其他人，略显幽静。我找一块石头坐下，静
静地看着眼前奇景。它仿佛是上天遗落人
间的乐器，风吹藤动，琴弦奏响天籁之音，不
绝于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时常超出人类
的想象力。

路过一片疏林，发现一棵桫椤，虽贵为
蕨类植物之王，但其个子并不高，只有三米
左右。这片区域没有高大树木，看起来并不
起眼，却生长着与恐龙同时代的古老蕨类植
物，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有个斜坡，一棵扁担藤凌空斜飞。在热
带雨林，扁担藤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藤本植
物，它们的生长有自己一套生存法则。这些
过江龙总是依附在巨大的树木上，借着高大
的树干往上爬，一直爬到树顶，然后利用枝
条吸收阳光。眼前这棵扁担藤，树干光秃秃
的，几颗果实硬生生地结在树干上。扁担藤
的果实形似葡萄，可用来酿酒，我伸手摘下
一颗，用纸巾擦干净后放嘴里，咀嚼，果实多
汁微甜。

在一段碎石铺就的小道，有棵树贴着
地面生长，树根上长着一些圆形片状的东
西，巴掌大小，乍看，以为是蘑菇，近瞧，却
是灵芝。野生灵芝属于高等真菌，极为珍
贵，被孙思邈称为“琼珍”。这是我第一次
见到野生灵芝，它颠覆了我对灵芝的固有
认知。

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事
实并非如此。在百花岭，我见到一棵榕树，
树冠巨大、枝繁叶茂。支柱根和枝条交织在
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根，谁是谁的枝。它
们像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父母和子女，都根
植大地，手挽手肩并肩，一起经受风吹雨
大。它们造型奇特，像绿色凉亭，又像空中
花园，蔚为壮观。

虽然没有见到穿山甲、果子狸等野生动
物，但一条变色龙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它安
静地贴在一棵树上，我们走过去指指点点，
它没有惊慌失措、夺路逃窜，甚至靠近拍照，
也一动不动，毫不畏惧。本来，万物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彼此不可分割，和谐共生才是
自然法则。

走进开阔地，一潭湖水出现在眼前，那
是百花天池。天池是百花岭瀑布的源头，也
是万泉河源头之一，由山泉汇聚而成，常年
流水，从未枯竭。这里山高林密，溪水潺潺，
景色迷人，大伙在池边的护栏前合影留念。
同行的于伟慧记者，是海南国家公园首批新
闻联络官，多次上山，对百花岭了然于心，他
说，雨后的天池更美，湖面烟雾缭绕，小岛若
隐若现，恍如仙境。

穿过沟谷，下游处躺着一块巨石，造型
奇异，形似莲花，人称莲花石。此物为百花
岭神石，颜色古朴，石质独特。我伸手去摸，
表面粗糙，夹缝里有些泥土，上面长着几棵
野草，颜色鲜艳，青翠欲滴。

看完千年古树、百年老藤，我们来到高
空漂流游乐场。这是一项参与式水上项
目，全透明玻璃设计，环绕山势延展二千多
米，S型弯道十几处。人在船上，船在水
槽里，顺流而下。滑行时，游客好像在树林
里悬空穿梭，体验范·迪塞尔演绎的“速度
与激情”。橡皮船从滑道快速冲向终点，激
起片片水花，打湿了头发和衣服，一阵凉意
袭来。

伫立半山腰观景台，俯瞰远处，只见
绿色逶迤，漫无边际，营根镇掩映在一片
翠绿中。

武侠小说中，绿林豪杰多喜打尖儿时对着
店小二吼一嗓子：“小巴子，来二斤牛肉！”每当
读到类似情节，我的牙齿便会不自觉发痒，心里
一阵不解：“他们吃牛肉，牙不塞得慌吗？”

我牙齿之间有一些缝隙，虽然医生说这是正
常的，不影响日常生活，但坏就坏在那些缝隙大小
正好能卡住肉而又让你剔不出来。猪肉、羊肉、鸡
肉、鱼肉什么的还好，肉质大多比较嫩，倒是不怎
么会塞牙，即使塞了也很容易剔出来，但牛肉就不
同了。大多数牛肉肉粗，吃一顿牛肉下来，满牙缝
肉屑。无论是牙签、牙线还是所谓的“万能剔牙神
器”，都只能剔出那些卡得比较浅的，而“钉子户”
们却是越剔越深，每次吃完牛肉，我的牙都被塞在
缝里的肉挤得又痒又痛。也因此，我对牛肉总是
敬而远之。但这只是对于普通老牛肉来说罢了，
不包括那些卤得非常烂的、酱的，以及嫩得滴水的
潮汕牛肉和仙沟牛肉。

卤得烂的不必多说，在锅中撒点香料，倒点酱
油料酒和水，让牛肉滚上两三个小时，肉自然会
烂。这种牛肉虽然看着诱人，不塞牙，但吃起来却
是索然无味——炖的时间长了，肉便没有了嚼
头。这种做法，让牛肉丧失了其本该有的味道和
口感。不过好在它不塞牙，能吃了，而家母又是极
擅长这种烹煮手法。因此，这种软烂的炖牛肉会
经常出现我家餐桌之上——尽管我不喜欢吃。

酱牛肉倒一直是我所爱。在家乡郑州，这
种卖酱牛肉的虽不是满大街都是，但也不少。
一般小吃店里都会有。摊子上方通常会有一个
红带子转来转去，大概是防苍蝇用。我喜欢家
乡的酱牛肉，好吃而不塞牙，也有牛肉味儿，买

来下饭最好。你要买，摊主会帮你把酱牛肉切
成一片一片的，极其薄，用筷子夹起来，甚至能
透过肉片看见外面的景物。当然，你也可以让
店家切厚点儿，吃着会更爽快。或许武侠小说
中的牛肉，便是这种酱牛肉。大口嚼着这样的
牛肉，哪怕你不涉足武林，也会豪情陡长。

至于兰州牛肉面里的牛肉，不必多说，吃过
的人都懂。曾经看到过一则笑话：一人去吃兰
州牛肉面，面刚端上来，忽然刮来一阵风，三片
牛肉转眼间便是被吹走了两片。剩下一片没被
吹走，还是因为它被一棵香菜给压着。嘻，从这
里便可以体会出切牛肉的师傅太过精湛的刀工
了。据说面馆选切肉师傅时，要让他们现场切，
还要放称上称，谁切的最薄，便选谁。当然，这
些只能当个段子听听。

潮汕牛肉火锅为何能那么火呢？其原因便
在于它的选材好。每一片牛肉，都是宰杀后几
个小时内送上餐桌的。因此最大程度上保持了
新鲜度，下锅涮则十分鲜美。某日与朋友谈起
此事，朋友说原因不止于此。潮汕真正好吃的

牛肉，都是“吃草牛肉”。那牛都是放养的，每天
都在田野里，沐浴着阳光和雨露，吃下肚的草也
肥嫩多汁。早上宰杀，中午就能端上桌，这样的
肉，焉能不好吃？此外，那火锅的汤也有讲究。
想吃好火锅，必须选用炖了十余小时的牛骨
汤。汤端上来，待其一开，先喝个半碗炖得已久
的老骨头汤暖一下身子，再将带着几丝血的牛
肉放进去涮个七八秒，立刻捞出，手眼配合要
好，慢了，肉就老了，不好吃。筷子带着牛肉在
什锦酱中打个激灵，放入嘴中，好不快活！也因
此，潮汕牛肉火锅才得以名闻天下。对于我来
说，最关键的是——不塞牙。

潮汕牛肉鲜美成这样，海南的仙沟牛肉也
是如此。

仙沟牛肉很嫩，品相也好，其肉质并不像普通
黄牛肉，那般硬朗、那般粗糙，吃起来嫩的同时又
不失筋道，味道鮮美至极，同样也不塞牙。“两吃”
的做法在海南最为常见。一只边炉，一边烤牛
肉，一边涮牛肉，当地人叫“打边炉”。这边涮着，
那边肉也差不多烤好了，想吃烤肉便吃烤肉，想
吃涮肉便吃涮肉，吃腻了烤肉吃涮肉，吃腻了涮
肉吃烤肉。这等吃法便被称之为“两吃”。吃着
吃着渴了，还可以直接用勺子舀起边炉里的牛肉
汤来喝。两三个人来上个几斤牛肉，边吃边聊，
尽展豪气。或是再要少许生菜，包着烤肉吃，任
你咋吃都不腻。边炉的蒸气袅袅盘旋，整个世界
都变得模糊起来，周围的喧嚣声，仿佛也跟着变了
模糊。此时心中只有牛肉的鲜香。九零后的桌
上，有时还会有瓶江小白。大口喝酒，大块吃肉，
直吃他个华灯迷离，好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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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风
■ 尹文阁

回老家的路上
我想伸手摸一把窗外的风
涌进车内的光
搅动晃荡的尘埃
右前方湖面上
张开数不清的嘴唇
欢呼雀跃
小石桥、老屋、田野
凝成了风的声音
在缭绕回响
每一缕风
都有飞翔的翅膀
就像那一田亩爬开的瓜藤
瓜香会一缕缕
从藤上飘出来
托出一场风的生动
有个少年仰面躺在瓜庵里
拧开经年的双眉
笑逐颜开
每一缕风
都握着一种魔杖
它用朝霞和落霞
一次次为万物加冕
那枚喑哑在苦楝树上鹊巢
绕屋三匝的竹篱笆
与改革开放的风，撞个满怀

寒露
■ 孙志昌

金黄色逐渐褪去原有的荣光
用果实塞满季节
爱，将夜晚一丝丝地拉长
思念在深夜里被酝酿
在人生的页面上写满微笑
缩短的白
把希望深藏

穿着寒衣的风姑娘
由东北姗姗而来
用晶莹的露珠
敲开冬天的第一道门

秋虫鸣
■ 刘建

当蝉声被飒飒秋风吹灭以后
在我的房间的某些角落
一寸一寸的虫鸣依然亮着
像一缕缕小小的火苗
甚至比小小的火苗还小
更像是遥远夜空中那几粒时明时暗的星辰

倘若把那些静静坠落的树叶比作音符
那些收获的累累果实：比如稻粒和苹果
还有贴在云端上的悠长的雁声
就是秋天交响曲中的高音域部分
唧唧虫鸣，当然属于低音部
——生命中最后一个版本的歌唱

秋天啊，让我弹奏我的诗句来作伴奏
我不愿做多余的指挥或者单纯的听众
尽管在丰腴的秋天体内
我只是一滴平凡的血液
虫鸣不死，我就一直红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