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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了。

多么宽大高远的舞台，所有的色彩，请退

居幕后。

朔风为我拉开帏幕，落叶翩翩伴舞。

音乐响起。

雁鸣袅绕，鸽哨悠扬。

无需蜂蝶的赞美，只要一群麻雀的欢快

芳香的歌喉沉寂太久，今天只为孤独的人

和低处的生活，高歌。

一个不喜欢冷场的人，要在情节的跌宕

处，营造花团锦簇的氛围。

倾尽才华的绽放，只为把季节冷清的表

演，引向高潮。

菊花开
■ 方华

五指山牙胡梯田

千旋百折隐深山，梯级层层接远天。

秋稻已收秧未插，潺湲渠水酿春烟。

太平山瀑布忆上世纪旧游

瀑流向暮倍喧豗，树色依然碧四围。

唯是山行人已换，故交追念怅余晖。

宿南圣河畔水云居用斗全韵

山庄凉槛俯晴波，地小楼台未肯阿。

今日黎家繁胜事，夜逢婚礼乐声多。

宿乐东县城留赠荣光农场

远山绵亘护安宁，一水穿城爽气生。

更喜果香延百里，垦庄绕郭展云程。

乐东至九所道上多芒果园

浅紫齐开冬日花，连云接陌到天涯。

车驰绿海如酩酊，果熟星垂一梦遐。

琼南纪游组诗
■ 周济夫

撕下十二月的日历

我像一个老农

坐在爬满枯草的田埂上

然后听着渠道里汩汩流动的细水

时间在说话

而我在时间面前甘于沉默

以什么方式告别旧年然后迎接新年

把行囊打开

取出来时的不安

然后装进更多的祝福

列车呼啸而过

我习惯擦肩而过

我也愿意长途跋涉

只要下一站

还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为我守候

没有树叶的树枝是十二月里的思想者

有孩子贴着窗玻璃

看屋后那条弯曲的小路

十二月以及年底
■ 徐永清

画家沈周笔下的鸡，穿越五
百多年，依旧生动温暖，水墨晕
染，神情专注，张弛有度。这只
画中的鸡，神采奕奕数百年。

瓜藤架下，树荫庇护，三五
鸡群围在一起，或闭目蹲卧，或
扒拉着爪子找点虫儿吃，轻轻缓
缓，光阴在它们羽翼下划过。

一开春，最忙碌的当属母鸡
了，三天不下窝，一心一意地孵
出自己的骨肉。小鸡破壳那天，
叽叽喳喳地，泛滥着母鸡的心，
咕咕咕地亲昵着。黄黄的一团，
挤挤挨挨，暖到心尖，跟着母鸡
的脚步，踏出一路黄色春光，明
媚艳丽。

儿时的乡村，家家户户都养
鸡，鸡舍搭在房檐墙脚边，用芦
苇或者土砌而成，好点的有砖瓦
堆砌，显得牢固。那年月，鸡蛋
是一家人的荤食来源，能吃个
鸡蛋那是天大的福分了。鸡蛋
主要是拿去卖钱，买油盐的。
能吃上鸡蛋的只有庄稼地里的
劳力和坐月子的妇女，抑或是
生了病的孩子。鸡蛋显得弥足
珍贵。

那时，早饭过后，挖一瓢粮
食，鸡们围拢一团，飞速地啄
食，吃的心平气和。但也有几
只捣乱的大公鸡，仰仗着自己
鸡高马大，老是抢母鸡们的食，
我会狠狠地呵斥那些大公鸡
们。树荫下，我会等着母鸡们
吃完，看着它们悠闲地逛一圈，
然后回到鸡舍里下蛋。有时鸡
舍窝不够了，它们也会跑去土
灶屋的麦草堆坐窝下蛋，下蛋
对它们来说是神圣的，闭目养
神，不可侵犯。半小时后，随着
一声“咯咯哒”地脆响，惊醒了
整个院落。下蛋后的母鸡，在

院子里浅浅地走着，清脆地叫
着，活灵活现，神气十足。听在
耳里，喜在心尖，一咕噜跑到鸡
窝，把温热的鸡蛋轻轻地放进
蛋篓里，别提多有成就感了。

六月份，稻秧插完后，小鸡
们也长大了，稻田地里虫也开始
繁殖了。此时，一大早就把家里
的鸡，用大筐抬到场地里，一天
就让它们在稻田里撒欢、追逐、
找虫吃，它们仿佛很有灵性，从
不糟蹋稻秧，只顾着吃虫。六七
月份的夕霞时分，天，总是出奇
的好，霞光万丈。天空蓝的通
透，像是映照了整个清绿的稻
田。稻田里的风不大，缓缓地
吹，和鸡群们捉迷藏。鸡放归
与偌大的稻田后，仿佛瞬间安
静了下来，没有了叽叽喳喳的
叫喊与争夺，大家各自忙碌着，
潜心寻找肥大的虫子吃。天色
渐晚，母亲站在场地向稻田地
里呼唤，像是母亲和鸡们的语
言，回荡在稻田地里，鸡们像收
到指令似的，飞一般地跑向场
地，叽叽喳喳围着母亲撒欢，像
被宠溺的孩子般。夏风微醺，
清爽透彻，我和母亲抬着鸡们，
走在田埂上，感受着它们一天
天地沉甸。田野的一切，和我
们的心里，都有着莫名的喜悦
与广阔。

从“风雨潇潇，鸡鸣胶胶”到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鸡
的身影从《诗经》走到了唐诗宋
词。在乡村，鸡就是农人们最牢
靠的钟表，“买得晨鸡共鸡语，常
时不用等闲鸣。深山月黑风寒
夜，欲近晓天啼一声。”崔道融被
高亢的鸡鸣叫醒，灵感满满，鸡
鸣在他的诗中盎然清透。鸡，仿
佛是乡村人的免费闹钟，似千年
激进的歌，悠远，但又声声是劲，
一天，乡村人在这样的声音里清
醒了，鸟儿飞了，猫儿伸了个懒
腰，狗儿叫了，村庄推开了雾气，
醒来了，活络了。

“一唱雄鸡天下白”，鸡入
诗，霸气十足。鸡入画，寓意磅
礴，鸡和“吉”谐音，唤为“吉祥如
意”，所以鸡在生肖榜上长盛不
衰，和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有
了鸡就有了喜气和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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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太阳不是太好，乌云遮掉
了它的不少光芒。这种现象，在海边
极其普遍，尤其是海南这个地方。上
午和下午早些时候，我们去到了位于
峨蔓镇的古盐场，又去了中和镇古儋
州郡衙门旧址。再次上车的时候，天
趋暮晚，在路上奔驰之间，忽然又看到
无边蔚蓝与宽阔的大海。这陆地上最
深不可测，也最为神秘与博大的存在，
以集体的方式，接纳和潋滟起诸多的
江河湖海，构成了一种柔软的坚韧和
辽阔的汹涌。

我不由得大叫一声：“渔舟唱晚！”
斯时，昏黄暮光之中，打渔的船只纷纷
归来，在近岸的海域中，千帆收拢，只只
缓行，水面上的光亮呈暗黄色，一波一
波，一条一条，有些弯曲，有些横直。仿
佛铺满了薄而坚硬的金叶子。这太美
了，简直不可言语，除了“渔舟唱晚”这
个古人和今人用滥了的成语，我居然找
不到任何一句更贴切的话来替代。这
实在是羞耻的，汉语的优雅与美感，甚
至意蕴、指向、维度等等，大抵已经被
先贤们开发完了，今人之白话表达和
形容，其实是很虚弱、臃肿、庞杂且无
趣的。

但如果要我用诗歌来呈现这一情
境，我会说：“落日于海面铺设人间幻
象/打捞者身披宿命，佝偻着他们的良
知和精神/而水面上的金叶子，它们短
暂的存在/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偶尔路过
的人，只能算是一个类似闪电的安慰。”
尽管我自己觉得这些句子还不错，可一
旦和“渔舟唱晚”放在一起，立马就显得
苍白和没意思了。此前在五彩湾，我看
到的是，暗暝的天空下，一只渔船在近
海游弋，两个男人在船上捕捞的身影，
线条感很强，也像是一首诗。我用手机
拍了好多张照片，但每一次都不理想。
只是觉得，这样的劳作情景，是人类生
存中最美的画面，自然、纯粹，没有任何
刻意的“导演”和装饰。

在五彩湾海滩，还有一尊类似大鹏
展翅和张帆远航的火山堆遗留，这显然
是风和海水的杰作，尤其是无所不能的
海水，它们无数次的、往复式的冲刷，其
实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艺术雕刻。从
这边看，似乎逼真的“大鹏展翅”，从另
一边看，则像极了“一帆风顺”。当然，
这种命名肯定包含了人的普遍的俗世
希愿。

渴望现实的成功与俗世的富贵荣
华，无可厚非，也是每个人人生的应有
之意，我觉得这并不算急功近利，也不
能说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切实际”。毕
竟，人是社会的，也是群体的，怀有希望
与梦想，只要正当、无害于他者，就是美
好的。

再去龙门激浪处，情境大致雷同，
大海边上，诸多的打捞者，但显得嘈杂

无序。“龙门激浪”，其实是大海无数次
涨潮退潮之间，将岸边的一处火山石碓
穿了一个大洞，人们便联想起“鱼跃龙
门”的吉祥寓意。站在风声如雷的“龙
门”之间，有些冷，脚下和海边都是嶙峋
的火山石，有些巨大，有些很小。可都
是面目狰狞，参差不平，人踩上去，大都
会站不稳，甚至会滑跌。

可“鱼跃龙门”的寓意何其诱人？
无论是五彩湾的“大鹏展翅”“一

帆风顺”，还是“龙门激浪”，从这些“名
胜”的名字当中，使我再一次意识到，尽
管长期孤悬海外，但在文化精神上，海
南始终是和中原一脉相承的。由此我
也觉得，中国的先贤实在了不起，在先
秦甚至上古时期，他们就对地球，尤其
是东方大地有了深刻而清晰的认知和
判断，并一并将之囊括，进而命名。如
《山海经·海内南经》中的“伯虑国、离
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
《汉书·地理志》中也说：“自合浦徐闻
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
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据
说，首度开辟海南岛的，是西汉汉武帝
时期的伏波将军路博德。现在的儋州
及海南各地村镇，坐落着不少伏波庙。

这当然是一些闲话，但也可以相互
印证。在儋州的海边，海腥味在风中飘
荡。空气有些黏稠。路过的街道上充
盈着浓烈的海鲜味道，各种生物，据说
还有很好吃的泥虫和沙虫。靠海似乎
只能吃海。我从儋州作家李焕才口中
得知，海鲜是不能当主食吃的，因此，稻
米和面粉在过去的海南也是珍贵之
物。这一点，完全是我没有想到的。我
总是以为，海边的人，只要吃海鲜就可
以了，蔬菜和面食、稻米等等，都是可有
可无的“副食品”。现在看来，谷物对
于人类的影响程度，远比我想象的要
深广得多。我还记得，在峨蔓镇的古
盐场，我蓦然感觉到，地球上每一处地
域的形成，都肯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
完整系统。

儋州位于海南的西北部，北临北部
湾，在海南，它可能称得上“内陆”，也多
产稻米等谷物，也是文化重镇，尤其是

苏东坡在此三年的文化启蒙，使得儋州
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先驱和开荒者的
意味。而先前所说的古盐场，也在海
边，面积还很大。可以想见，在相对比
较落后的历史时期，儋州的海盐是完全
可以供应整个海南岛全境的，甚至可以
远销内外。我记得，站在已有千余年历
史的古盐场之上，远眺的大海蔚蓝空
阔，无边无际，看似安静的海面波澜不
惊，感觉就像是一大片绿绿的大草原。

我蓦然觉得，陆地之农耕文明的一
个显著特点，就是“不断向内缩”，“吾一
日三省吾身”是儒家的自我修为与自
检，同时也是一种看起来不怎么明显
的，疆域和思想意识上的“守势”和“内
敛”方式。而海洋文明则充满了冒险精
神与探索的意志，且有着扩张的意味。

薄暮之中，到正在开发和建设中的
海花岛，天已经黑尽了。诸多的灯火在
水中制造出一个如梦似幻的虚幻世界，
崭新的高楼高耸于空中的影子，有些孤
单的新鲜感。我在还没有投入使用的
建筑群中走了一圈，亭台走廊之下，大
水横陈，纹丝不动。至夜，坐下来吃海
鲜，我却不能下嘴，一则自身的尿酸高，
二则对海鲜完全没有感觉。这是内陆，
尤其是北方人的缺点，我们的口味当
中，多的是面食、蔬菜和牛羊猪肉，最多
再加鸡鸭鱼，对于海洋以内的诸多生物
的肉身，天然性地没有特别的感觉，也
不愿意吃。

从海边回来，躺在儋州市区的房间
内，口鼻甚至身体上，依旧充斥着浓郁
的海鲜味道。想起在海边的一天，只觉
得滋味复杂，其中有新鲜的部分，如今
天的儋州海边的捕捞生活，特别是渔民
作业的情景，确实如诗如画，尽管我也
知道，在很多时候，渔民出海风险极大，
还莫测深浅，千变万化的大海中讨生
活，并不真的像“渔舟唱晚”那般的诗意
与美好，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
家庭，失去一个人，那种痛苦和艰难可
想而知。

对于这些，我能够想到，也可以体
会。因为，人类在大多数时候的生存境
况和遭际是相通的，情感与面对的现实
也有着极大的类似性。可是，仅仅在海
边几天，我所能深入和体验到的，只是
一些风景名胜，以及先贤古迹。在儋州
的海边，我看到和体验到的却都是平和
的、美的、新鲜的。自然的美永远都在，
只有人，不断地变换，一代代地，尽管很
多地方雷同至极，但人类的文化和文明
却总是在更迭。相对于海边，在儋州市
区，我总是很恍惚，只觉得，这岛中之
地，与中国南方乃至北方的一些城市乡
镇，大体上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也说
明，对于人类来说，无论何时何地，其实
都是一衣带水，同气连枝，相互和谐与
命运与共的。

怎么说呢，王祥夫先生给我
画过菖蒲，写过“稻香馆”三个字，
我把菖蒲挂在书房小茶室，把三
个字放在餐厅，都很合适。

有一天他又说，要给我画一
柄锄头，跟真实的锄头差不多大
小，这样挂起来就像一柄锄头挂
在墙上一样。

锄头这东西，我们老家叫作
镢头，有尖嘴镢头、直镢头、大板
镢头。一个认真做事的农夫，总
是有许多把镢头的，就好像一个
认真做事的画家，总有许多支毛
笔一样。

我想一想就知道，一柄镢头
挂在书房，我一抬头就能望见，那
是一种警醒——不是说“一日不
作，一日不食”吗，今天你劳作了
吗——于是这样的画作，也可谓
是“当头棒喝”。

在我的老家，长辈要是用镢
头棒子打晚辈，那真是一种教
训。从前这样的教训是有的，很
严厉，也很有效，晚辈二十多岁，
犯了什么事，跪在那里一声不吭，
镢头棒子噗噗两三声打在屁股
上，他还是一声不吭。

农具上都有神明在场，用农
具敲打一个人，是有一种威严
的。镢头的威严，在过去漫长的
乡村时光里发挥着规范人心的作
用。谁家的孩子挨过镢头棒子的
打，第二天全村的孩子都知道了，
两股战战，好像昨夜自己屁股上
也挨过了打。

有位朋友写了一本农具的
书稿准备出版，让我提提建议，
我却提不出什么建议，只说农具
并不只是拿来怀旧的。很多农
具正在从生活里消失，比如竹
簟、打稻机、风车、水车，如果不
是特意从乡村的角落里搜集出
来，它们就会被风吹，被雨淋，被
日光晒，然后迅速朽坏。我们村

里的“稻作文化馆”，征集了一部
分老旧的农具，向前来参观的人
讲述着从前的故事。但是我总
觉得，附着在这些农具身上的威
严已经悄然退场。

以前关于农具的规矩很多，
不能穿鞋踩上竹簟，不能无端坐
在打稻机上，不能让风车空转，不
能踩着水车嬉戏，孩子们看见这
些农具都会生出敬畏之心，似乎
爷爷的烟筒锅子一不小心就会敲
到头上。现在的孩子们，若在文
化馆里看见这些农具，也是嘻嘻
哈哈的一眼就过去了，见了也等
于没有看见，更不往心里去，因为
这些物件，已跟他们的生活毫无
关系。

不能被使用的物件，必然失
去光辉。只有镢头还是光溜溜
的，带着温润包浆。我有时还扛
着这样的镢头去挖笋。有时又带
着这样的镢头去田间挖沟。泥土
翻过来，就会有蝼蛄钻出来，在泥
水之间四面乱窜。

蝼蛄这种小昆虫，我们乡下
叫作“田狗子”，炎热季节，田狗子
也常常自己就飞到院子中来。农
历五月底，插秧之前，要耕田耖田
耙田，新鲜泥土香气郁郁，犁耙过
处，泥鳅和田狗子都很多。田狗
子有一双大锯子一般的前腿，看
起来很威武，但似乎对人并没有
什么伤害性，只是会割断庄稼的
茎叶，所以应当是害虫。因为叫
作狗子的关系，孩子们喜欢捉了
来玩。

到底是害虫还是益虫，我到
现在，看法又有所改观，虫子就是
虫子，从生态链的角度来说，不管
害虫还是益虫，归根结底都是有
益人类的吧，都是食物链条上必
不可少的一环。

现在的孩子也不知道田狗子
是什么东西了。王祥夫先生有一
天给我画了一幅画，上面是一把
稻谷，看起来沉甸甸的，右下方是
一只田狗子。祥夫先生善画虫
子，他给我画的田狗子眼神烁烁，
勇武极了。

我觉得这只田狗子很好，有
田间夏日气息，便裱起来挂在书
房。书房里有茶壶，有笔墨和电
脑，也要有一柄镢头和一只田狗
子。

月亮好的时候，月光从东山
顶上照下来，照进书房，把一柄镢
头照得闪闪发亮，充满威严，一只
田狗子也在那月光里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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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咏唐诗如饮酒，读宋词如
品茶。细一番思量，颇有道理。

在唐诗宋词中，“浊酒清茶”的描述
很多，中国的茶文化与佛、儒、道糅合一
体，可以说是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葩。唐
宋时期，浊酒清茶是最为兴盛的文化。
我们熟知的苏东坡、黄庭坚、李清照最
为知名。

东坡诗云：“从来佳茗似佳人”。看
来，他不仅是个“吃货”，也是浊酒清茶
的“瘾君子”。除了“把酒问青天”外，他
早也要喝茶，晚也要喝茶。他眼中的
茶，就像出水芙蓉般的美人，周围环绕
片片白云，缥缈起舞；东坡先生品茗，如
此赏美女，啜一口清茶，口吐芬芳。多
么细腻的描写，多么执着的深情。

黄庭坚对浊酒清茶也是情有独
钟。他在诗中表达对酒的喜爱：“异时
踏门闯白首，巾冠攲斜更索酒。”在《品
令·茶词》写道：“味浓香永。醉乡路，成

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
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我的理
解是：茶水味道香浓隽永，令人陶醉，渐
入佳境。就像是在灯光下见到从万里
之外归来的故人。实在说不出这种茶
的好处，只能心里面自己享受了。

李清照对浊酒清茶更是有着清绝
的感悟，她除了“沉醉不知归路”，竟然

还把茶和梦连在了一起，饮茶如梦里。
她的《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春到
长门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碧
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
看看这古典的美女，春季，她独守空房，
身着长裙，从清晨到黄昏，从庭院到屋
里，端着一碗清茶，独自幽思坐一天，多
么的小资。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泛花
邀坐客，代饮引清言。”诗词，总是浸沁
着浊酒清茶。一壶浊酒里、一杯清茶
中，如此多的诗情画意，因为那诗词与
内心的情感形成了对流，在悠悠漫卷的
中国文化中缠绕，越聚越多。

领悟诗词里的浊酒清茶，那是让人
敬佩的优雅，思想里兀自绚烂地绽放，
不去羡慕世俗喧嚣的繁华。因为有了
浊酒清茶，诗词生了脚，依靠浸沁内心
的芳香，自由走动，把诗词的大美传遍
了天涯。

海色连天，骇涛涌、浪翻银雪。

惊回头、凝眸执手，览千秋月。

德裕登高悲帝弃，黄婆织锦忧民切。

几多梦、崖郡少年狂，钟灵杰。

天涯路，龙腾越。还归雁、萦庭阙。

霓光满耸楼，夜阑歌悦。山绿沙霜人自醉，

椰柔波碧舟飞擎。再回头、遥望远征帆，

春风拂。

满江红·鹿回头
■ 陈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