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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海南的气候不寻常，特别
冷。那几天，我们一行人去了白沙。虽
然启程那天海口天色阴沉，欲雨未雨更
增添了冷飕飕的感觉，当近三个小时的
车程将我们送到这个位于海南岛中西部
的小县城，那里竟然太阳高悬，大放异
彩。温暖的阳光和山城特有的清冽空气
让我们心情舒畅，脚一着地便吵吵嚷嚷，
仿佛挣脱大城市固有的生活桎梏，扬眉
吐气进入一个新境地，满怀期待着涉足
一段人生空白。

午饭后来不及停歇，很快我们被安
排参观县黎族文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
不大，隐于一幢楼的第三层，挂在楼梯口
的招牌也不显眼。但这里有七百多件藏
品，分门别类展示的藏品有石器、陶器、
瓷器、银铜器、骨器、藤木器和棉麻制
品。它们年代久远，面容拙朴，一个个高
深莫测的样子。它们一一印证着黎族祖
先的艰辛和智慧，在那些遥远的刀耕火
种岁月，这些器物支撑着他们简陋的生
活，支撑着他们袅枭升起的炊烟和一次
次的日落月升，甚至是他们足以炫耀和
相互攀比的生活财富。

这时一件悬挂在墙壁上的树皮衣吸
引了我的目光，它圆领短袖，呈对襟式，衣
身正面的衣片毫不重叠。它粗糙苍白，两
袖伸开，仿佛静静地等候着早已不存在的
主人，浑然不觉深沉的时光日复一日从它
的上面流过。或许一个赤脚的父亲曾穿
过它，他长发长须，蓬头垢面，手执削尖的
棍棒翻山越岭追寻猎物，黝黑的皮肤沁出
的汗水，在阳光下一闪一闪；或许这是一
个母亲的衣裳，她饥肠辘辘，满面愁容，手
牵着一个赤裸的孩子在山间穿行，寻找可
以充饥的野菜或野果。这些脑海里的图
像一时让我神思恍惚，匪夷所思，但我可
以依据历史常识确定，就在他们穿着树皮
衣御寒和遮羞的时候，他们的目光所无法
企及的山外世界，及至遥远的中原，已是
华衣锦服，宫阙辉煌。

敬业的讲解员是一个皮肤白皙装扮
入时的黎族女孩，口罩之上的双眼清澈
明亮，透着热情。她介绍说古人要做成
一件树皮衣，需要经过石块捶打和入水
浸泡等好几道工序，选材必须是植物纤
维丰富的老树皮。我们之中马上有人逗
她：如果现在让你穿着树皮衣上街，你敢
吗？她笑出声音，迟疑了一会，聪明地回
答那一定很时髦。

我想起了不久前的一次朋友相聚。
在座的一位中文教授是位女士，黎族人，
我们的话题自然谈到了黎族的渡水葫
芦、骨簪，还有树皮衣和石锛。我注意
到，这些充满智慧的物件总是让她面容
骄傲。一番杯盏交错之后，在众人齐声
鼓动下，这位性格率直的女教授站起身
开始唱黎族民歌。她辅以手势咿咿呀呀
唱着，声情并茂，用我们听不懂的黎语。
一开始我们都跟着节奏轻轻拍掌，不久，
她的声音出现了转折，凄凉悠长，如泣如
诉。及至看到了她眼里噙着泪水，我们
都静默了，仿佛被她的歌声带到了遥远
的地方和远古的时间里。我隐约能感觉
到，这个深爱着自己民族的女人，正用歌
声歌唱自己民族曾经的艰难困苦和坚强
不屈，用歌声表达她祖先的智慧和对幸

琼州风物

树皮衣

莫晓鸣 福生活的向往。我还能感觉到，她歌声
里满满的衷情和祈祷，为她的同族兄弟
姐妹，为一个古老民族一路走来的不屈
意志。

因为写作的缘故，尤其是静夜，面
对稿纸我喜欢做奇思异想。树皮衣在
我眼前的呈现令我惊愕，再一次证明了
现实有时比纸上文字怪异，更难以想
象，更令人内心震撼。穿树皮衣的日子
已成为历史的印痕，每一个饥寒交迫中
的人都会寄望自己的后世子孙能吃饱
穿暖，在幸福的生活里笑靥如花。我有
理由相信，世上最有力量的东西是时
间，源源不断的时间蕴蓄着巨大的能
量，推动着历史车轮或迂回，或混乱，最
终在向前的道路上步入正轨，让人们在
冷暖自知中欣逢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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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节词话

“另类”春联

陈佳

过了大年，家家户户都贴上了春联，
那两句对偶的吉祥诗句，表达着人们在
新一年里的美好愿望。但纵观几千年的
春联文化，却有那么一些反其道而行的

“另类”春联，用时下的网络流行语来说，
可谓“也是醉了”。

宋朝宰相吕蒙正少时家贫，曾与母
同住寒窑，以乞讨为生。有一年春节，他
在家门前贴了副春联：“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横批为南北，意指缺一（衣）少十
（食）、没有东西。家境的困顿激励吕蒙
正更加发奋苦读，终成一代名相，而这副
构思巧妙的春联也窥见了这位状元宰相
的才气。

同为“苦孩子”出身的朱元璋虽然读
书不多，但酷爱春联。一次大年初一，朱
皇帝微服出巡行至一户人家，见门上还
未贴起春联，便提出为该户人家写上一
副。得知主人是个杀猪匠后，挥笔而就
了“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的春联。故事真假不知，但朱元璋重视
传统文化倒是有书为证的。明代《簪云
楼杂话》中载“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
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幅帝微行时
出现。”

风流才子唐伯虎也曾书过一“奇葩”
春联。据说一个外号叫“钱笑呆”的富商
向他求联，解元公便写了“生意如春风，
财源似流水”的联句，可是富商却逼着他
围绕“钱”与“发财”这两大主题重写。无
奈，唐伯虎只得改成“门前生意好似夏夜
蚊虫飞进飞出，柜里铜钱恰如冬天虱子
越捉越多”，让人捧腹不已。由此看来，
古往今来，没文化但“有钱任性”却是一
脉相承的。

被誉为“联圣”的民国长联国手钟云
舫，一生撰“怪联”无数。如为安抚一位
因不会拍马屁而被罢官的朋友，他愤而
写下“谋生梦好鸡常破，索债人多犬不
闲；满腔子都是恻隐，一肚皮不合时
宜”。他自己还写过一副自题春联：“几
根穷骨头撑起气运，两个大眼孔看倒乾
坤。”寥寥数句，尽显文人风骨。

陈毅元帅的“另类春联”直击时弊，
意味深长。1923年春节，他在四川老家
为乡亲们写对联时，写道：“年难过，年难
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事无成，事无成，事
事无成事事成”，横批是“春待来年”。年
后，时年22岁的陈毅来到重庆《新蜀报》
担任主笔，投笔为枪，投入到反帝反封建
的革命洪流中。

最后说说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
某年春节，一老农便借春联发起了牢骚：

“过年只有两升米，压岁并无一分钱”。改
革开放后，家中生活逐渐富裕，老人家一高
兴便又写了副春联，自豪地让人知道家中

“过年储粮十余担，压岁存款上千元”。

市井烟火

走不出你的目光

黄炎

北方黄土高原的冬季，异常的寒冷。窗
外，雪花打着旋儿密密斜斜地从灰蒙蒙地天
空里飘落下来。

凌晨7点半，天刚蒙蒙亮，我准时起床，
洗漱完毕，穿好了羽绒服，背上行囊，和母亲
告别。娘却急急忙忙地进屋穿上自己的外
衣，颤颤巍巍地出门送我。

在陇东平原这个晓寒料峭的早晨，天气
还是有些冷，微风吹在脸上生冷地疼。娘颤
巍巍地跟着我走出院子，蹒跚着送我到了大
门外村庄的十字路口，对我说：“妈不能送你
到车站，就到这。你……到了海南……给我
来电话，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娘说这
话的时候，腮边有浑浊的泪珠在悄然滑落。

我哽喑地说不出话来，朦胧了双眼，和
娘艰难地告别。然后，我狠下心，头也没敢
回，只顾往公路上走，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
的泪水。走出很远，我偷偷地回头，发现娘
还站在村子的那个十字路口，在寒冷的晨风
中，显得那样瘦削、孤独。我在娘温暖的目
光中，离开了家，走上了返程海南的路。

我永远走不出娘的目光，我的一生注定
泊在娘的眸子里，娘的目光饱含了对儿子浓
浓的爱和遥远的牵挂，还有让我们感受一生
的温暖！

上小学那阵子，我每天早晨走出窑洞的
时候，娘就会把我送到院子外边的小路上，
然后站在沟崖边的硷畔畔上，手搭凉棚目送
我走上崎岖的山坡坡，走过坡头的那棵老榆
树，走过那棵老榆树我就看不到家了，看不
到硷畔畔上站着的娘了。此刻，我就感到娘
的目光很温暖，很温暖。

上中学后，由于我在另外一个乡镇住校，
两个礼拜我才回家一次，所以娘很想我。我回
到家里取粮食时，娘会长时间地盯着看我，那
目光充满了慈祥，充满了柔柔的爱。我用自行
车驮着一口袋小麦走的时候，娘会送我走出窑
洞，走出院子，仍然站在沟崖边的硷畔上，目送
我走上弯弯的小路，走上陡峭的山坡，走过那
棵老榆树。这时候，我感觉娘的目光让我鼻子
酸酸的，让我心口作疼，我只想掉眼泪。

再后来，我穿上了橄榄绿的军装参军入
伍。走的那天，当我站在清一色的橄榄绿队
伍里，准备和亲人作最后的告别时，我看见
了娘，她就站在拥挤的人群里，翘首寻找我，
满脸焦急的目光。我喊了一声：“妈——”。
娘瘦小的身躯就从人群里挤了过来，她的眼
圈红红的。娘给我扶正了作训帽，然后突然
蹲下了身子，慢慢地给我绑脚上的鞋带。就
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娘的肩膀在抽动……娘
在悄悄地啜泣，我的眼睛模糊了。

兵车拉响了汽笛，那一声声汽笛让人心
碎。兵车在雪地里缓慢地行进了，将要离开家，
离开我的父老乡亲了，那么多的人在雪地里挥
手，有哭泣声、嘱咐声响成一片。娘那只养育了
我们兄妹五人的枯瘦的手在向着我的方向挥
动，在漫天的雪花中，兵车载着我们驶出了母亲
的眸子，渐行渐远，最后终于看不见了。

时光蹉跎，我在千里万里之外的海南工
作，离开家乡已经有二十多年了，现在娘离开
了窑洞，住进了平原上新盖的宅子里。每次
回家探亲离开娘的时候，娘就会送我到村子
的那个十字路口，目送着我离去。只是，娘原
来是精神很好地站直着身子送我，现在，已经
是鞠偻着身子送我，而且头晕不能久立。

虽然我离开了娘，在千里之外的南国小
镇工作、生活，可是经常会在梦里梦见娘，眼
前总是浮现出送我的情景，总忘不了娘那温
暖的目光，我一生都无法走出娘的眸子，因
为那里面有娘深深的牵挂，有丝丝的温暖和
无尽的爱！

郑板桥一生经历坎坷，饱尝世态炎凉。
《清代学者像传》中说：“郑板桥一生的三分
之二时光都在为竹传神写影。”郑板桥十分
爱竹，在其住所周围遍栽翠竹，民间有“板桥
无竹不入居”的说法。他在《题画竹》中曾详
叙种竹之乐趣，以竹为师，其画自成，经验之
谈也。“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
篁初放，绿荫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凉适
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横安
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
暖，冻蝇触窗纸上，冬冬作小鼓声。于时一
片竹影零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夏天，他在
竹林中放一小床，躺着看书、赏竹、吟竹。秋
冬，他将竹竿截成小段，做成窗棂，再糊上白
纸。风和日暖时，一片片竹影映在窗纸上，
宛如一幅天然竹画。

一簇竹子，便是一道风景。“邻家种修竹，
时复过墙来。一片青葱色，居然为我栽。幽
篁一夜雪，疏影失青绿。莫被风吹簸，玲珑碎
寒玉。”就连邻居家透过院墙长出的片片青葱
竹叶，也能深深地吸引郑板桥。正是这样对
竹子长期而又潜心的观察，致使他画的竹子
生动多姿又栩栩如生，不论枯竹新篁，丛竹单
枝，还是风中之竹，雨中之竹，都极富变化之
妙，达到了匠心独运、神韵高远的境界。“我有
胸中十万竿，一时飞作淋漓墨。”郑板桥在谈
到他画竹时，自述“凡吾画竹，无所师承”，每
日“晨起看竹，烟光日影气，皆浮动于疏枝密
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他的创作灵
感，就是这样得来的。他在一首题画的诗中
说：“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笔夜间思，冗繁
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足见他对画
竹倾注了何等巨大的心血和精力。

在郑板桥看来，竹是绝佳的创作意象。
竹的形象是正直、奋进、虚怀、质朴、卓尔，而
且有气节之寓，因此，竹承载着他的思想，寄
寓着他的感情，于是，他常常通过竹诗、竹画
的配合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郑板桥为
官清廉，心系民生，一生虽清贫，却活得诗
意、洒脱。“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
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
子在破碎的岩石中扎根，经受风雪雨霜的击
打，但它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这画、这
诗、这竹，正是他自己刚正不阿、正直不屈、
铁骨铮铮、不求名利高风亮节的生动写照。”

郑板桥写竹最为人赞赏传颂的是他在
任潍县知县时，送给巡抚的一幅墨竹画上的
题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中可
以看出，他在睡梦中都关心着人民的疾苦，
牵挂着百姓的冷暖。他罢官离开潍县时，城
内前来送行的百姓不计其数，对他依依不

轻叩名门

郑板桥爱竹

钟芳

舍，哭着挽留，于是留下了“百姓痛哭遮留，家
家画像以祀”的记录。对此，郑板桥挥毫泼
墨，作画题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
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以“清瘦竹”明志，比拟自己为官清正廉洁、一
身正气、一心为民、不计得失、甘守清贫、矢志
不移的高贵品质。他临终那年，他在画竹时
还题诗道：“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
风。”观其画与读其诗，一个亲民爱民、勤政
廉政的清官形象跃然纸上。由此也可知他
的墨竹何以能幅幅皆精品，枝枝见精神。

郑板桥一生与竹相伴，写竹、吟竹，以竹明
志，画竹传情。他在《竹石》中说：“十笏茅斋，
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筍数尺。其地无多，其
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
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

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道出了他对竹子是充
满感情的，并且在他看来，竹子对他也有着深厚
的感情，真可谓相得益彰，人竹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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