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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闻胶海布霜红，转瞬槎枒半蔽空。
蕴得周身香乳满，不辞落叶助春功。

万洋高速归里书所见
■ 周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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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语漫寨》（国画） 王良 作

◎进入一棵树

大概被冠于“王”的，必有它的不凡，必
有它超脱平常的气度。果然，当我远远看
到那棵被誉为“亚洲榕树王”的榕树时，心
里很是震撼。不知定安翰林镇后岭村的村
民，坐拥这棵已不止700岁树龄的古树，与
之为邻，有何感慨？2019 年 3月 19日那
天，从骄阳中走近它，清凉已从我心里沁
出。我拿出手机，一阵狂拍后，才坐在石凳
上仔细观察这棵大榕树。

置身这棵大榕树里，就如同走进了用
纵横交错的枝干和叶子搭成东西南北各
几十米的天然大棚，大棚里又各成四小
棚。树顶枝繁叶密，截断大片阳光，筛下
一些细碎的光点，随风摇曳，斑驳如舞台
上变幻的灯光。锈褐色的树须，如帘幕，
在微风中飘荡，飞逸而自在。人们坐在
树根上或水泥椅子上休憩，细致地感受
这棵树馈赠于人的种种意想不到，或无
所事事地发呆，让佛系的状态保持到一
种极致。不论是哪种，在这个天然氧吧
里都能充分享受芬多精带给你身心的愉
悦与清明。

此榕树的树枝以其相互缠绕的亲密、
逶迤深入泥土的深情；以其生命力的强大
与蓬勃，在近十亩的土地上，繁衍出二百
多根的子树孙树，活出九世同堂这一大家
族，真让我等自诩为高级动物的人类汗
颜。遥想当年，定安县第一县令王献之，
把它移栽在此时，与其同时落成的县衙，
早已被岁月的风尘与历史的云烟吹得七
零八落，定安古城的城墙也早被坚硬的时
光磨损得仅剩些残墙断石；破败的街市，
早没有了当年商贾兴旺，人流熙攘的景
象，修复只能仰仗后人；昔日船舶往来、忙
碌繁华的渡口，亦早已江水干涸，荒芫成
建筑垃圾场；王官、胡濂、王弘诲、张岳崧
等历史名人，不论如何功成名就，也逃不
过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敌不过时间于人
类的大限，后人只能从他们的故居、碑记
或文献里去凭吊，在军坡节这样的民俗中
以装军和穿杖去缅怀；元朝王子图帖睦尔
和定安娘子青梅动人的爱情传奇，人们也
只能从文字里去感受与想象……而这棵
榕树，如一位智者，扎根泥土，吸日夜之精
华，沐浴雨露，在与岁月交好中静观世象，
在笑看朝代更新、人生轮回的年轮中壮大
自己，雍容成“王”。 千年古树我见过，一
树成林我第一次目睹。

一棵树，能遮天蔽日，为众多的人纳凉，
让众人分享它的诸多美好，用人类的话来
说，是无私奉献了。而进入这棵树，见识它
的真容，对我而言，确是小确幸！

◎觅见爱心潭

几经盘桓，车驶出山间狭窄的公路，停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金波乡金波农场20队和
15队交界处一平地的木屋旁，我们一行人，
步行登上弯曲的山间土路，上坡下坡，终于
来到藏在深处的宝地：爱心潭。

这个面积不大的山谷，似一个不规则
的巨盆，以河石为底，绿植为盆壁。站在山
谷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是不同
的景致。从低处看，一块浅灰黄的巨石从
黛墨色的群山中一线切开，线条简洁，河床
开阔，石中河水横向铺开，奔涌而下，一条
动感的白色耀眼得很；从高处看，河水、裸
石、树林、天空，绿黄蓝，从近到远，色彩明
亮，层次分明，很有视觉冲击力。远望山谷

里的碧水，滑润剔透，如镶嵌的一块块美
玉。近看河谷里的石头，少嶙峋、奇崛及棱
角，多圆而不滑，不知要历经多少亿万年的
风吹雨打，才能被自然之手打磨成这副模
样。而人生的圆融，应是在社会上摸爬滚
打，在生活中尝遍甜酸苦辣，大多步入中老
年后，才能达成。圆融不是圆滑、世故，而
是为人处世不固己见，灵活变通而使之圆
满，亦是人生通透而豁达的一种境界。想
象，炎热的夏天，在凉爽清澈的河水里沐
浴、游泳，该是怎样的一种享受；又或，寒冬
季节，特别是寒冷的日子，坐在石头上晒暖
阳，该是何等的惬意？无论春夏秋冬，这里
都是安然独处的打卡地，在这相对环闭的
憩息地，你可以全然放松地戏水，与自然山

水对话；或啥也不做，放空自己，坐在一隅
发呆，独享静谧，把山外的烦恼、压力抛到
九霄云外；或独慎思考，调节心绪，整装待
发，为生存打拼积蓄能量。

在这山谷里，最引人关注的，当然是在
微波起伏的大石上一直径约2米多、水深
约1米5的形似心脏的水潭。人体中像桃
形的心脏，它的功能是为血液流动提供动
力，把血液运行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是人体
重要的器官，是人体结构必然的组合之
一。人的情感波动，可谓：心动、心跳、心惊
等等，都与心密切相关。此潭被命名为“爱
心潭”，是被注入了人文色彩。人们常在心
字前加个“爱”字，以示同情、关怀、爱护他
人。爱心，就是爱自己、爱亲友、爱他人。
人的一生，不可或缺的，就是爱情。说到爱
心潭的来历，相传是一位黎族小伙子，为让
心爱的恋人有个隐蔽的沐浴之地，踏遍深
山寻找，终于发现这山谷，花了整整一年时
间，在巨石上凿出这个水潭。后来，本地的
黎人知道这水潭的人越来越多，情侣约会
都喜到此，故被寓意为爱情湖。人们认为，
情侣只要在这潭里沐浴过，便能相爱相守，
白头偕老。传说毕竟是传说，但传达的是
一种美意：对和谐美满的向往，是中国传统
的吉祥文化的开花散叶。

站在爱心潭边留影，看爱心潭的水，在
阳光的照耀下，倒映着天空、树枝、人影，风
吹云走，枝叶摇曳，包容所能包容的一切事
物，恰似人最丰富的内心，及心胸的宽广、包
容。

爱心潭，遇见亦是缘！

2014年9月，我和两位同事赴瑞典参加哥德堡
国际书展，途经斯德哥尔摩。因曾担任中国驻瑞典
使馆参赞和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馆总领事的资深
外交家高锋先生的介绍，22日，我们拜访了马悦然
先生。

那天，斯德哥尔摩下着雨，时而中雨，时而小雨，
让我们初来乍到，即充分感受到栖居其中的平和与宁
静的人，更觉得这个城市多了一份清凉的诗意。

一大早，我们到一家便捷店吃快餐。坐在店
里，看着窗外雨天里摇曳的秋柳，我理了理要拜见
马悦然的思绪。作为出版人，我对他的敬重不仅因
为他是诺贝尔文学院的院士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终
身评委，更因为他的中国情结和他对中国文化的译
介工作。他曾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三千年绵
延下来一直没有割断的文化，中国人应该有一种自
信以及对文化的骄傲”；自1965年起，他翻译的从
中国古代至当代的典籍、著作、文学作品有四十余
部。他还对中国的方言做过多年的调查，并由衷地
感慨：“世界上绝没有一种语言的生命力能够跟汉
语相比。”

我们按约定的时间来到马悦然家附近的一家咖
啡馆。那里极富特色，橘红色的墙上是一些文学大
家如马克·吐温、乔伊斯、伍尔芙等人的相片以及一
些文学图像，让人不禁联想到文学、文学奖和这个
国度的联系。我们刚坐下不久，马悦然和他的夫人
陈文芬女士就到了。寒暄之后，陈女士不无遗憾地
说：要不是下雨，可到我家更近的户外坐坐，景致
特别好。

马悦然精神矍铄、风度卓然，说着一口流利的
普通话。刚打开话题，他就深情地回忆起他的老师
高本汉教授。高本汉曾经担任瑞典远东考古博物
馆馆长和哥德堡大学校长，是汉学史上卓有影响的
人物，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的本质和历
史》都是当之无愧的汉学名著。关于马悦然和高本
汉的故事很有趣。1946年春天，马悦然还在乌普
撒拉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偶然读了林语堂的《生
活的艺术》的英译本，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遂
到首都斯德哥尔摩拜高本汉为师学习中文。由于
初到斯德哥尔摩时找不到住处，他常常留宿在公园
里的长凳上和车站的候车室里。马悦然曾说“高本
汉在汉学各方面的贡献都非常重要”，还说“高本
汉是一个最理想的老师”，他“像爱自己的父亲一
样爱他”。他还写了他的传记——《我的老师高本
汉：一位学者的肖像》。

马悦然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都有深厚的感情。
他师从高本汉学习了汉语之后，于1948年来到中国，
开启了他的“汉学家”之路。那天，就着窗外淅淅沥沥
的雨声和浓浓的咖啡香，当面聆听他平实而富有深情
的“中国故事”，让人感到亲切、别有滋味。

我们建议他把在中国的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
写出来——就像当年费正清以他的经历写了《费正
清中国回忆录》一样，写一本《马悦然中国回忆
录》。也许由于年龄的原因，我还是能从他的神形
中读到写作这部回忆录的难度——毕竟，他当时已
是鲐背之年。2019年10月他驾鹤西去，我所想象
中的这部精彩而富有历史况味的“回忆录”永远无
法完成了。

话题转到沈从文。马悦然说：沈从文的《中国古
代服饰研究》是一部精彩的著作，那是一部“文物小
说”。“文物小说”？我当时微微一怔，觉得他的评价很
特别，既理性，又感性，很有意味。《中国古代服饰研
究》展示了“璨烂华美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沈从文
语），作者说它的内容“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
文”。之前我知道马悦然多次说过这部著作很精彩，
很吸引人，但说它是“文物小说”，我却是第一次听
到。他对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的看法往往别出心裁，
比如对沈从文的《边城》的评价是：与其说它是一部小
说，不如说它是一首散文诗。那天，马悦然在赞叹《中
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成就的同时，希望我们能够促成
它的英译，把它介绍给外国读者。马悦然对沈从文、
对中国作家的译介，让我感受到这位长者的古道热
肠。回来后，我与沈从文之子沈龙朱联系，最后得知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有计划玉成此事，该馆有这本书
的出版权，我们只好作罢。

在那个听马悦然说“中国故事”的雨天，我想起
他说过的话：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还想起了他用
中文写作的自传性散文集《另一种乡愁》。那时，
他何尝不是在向我们抒发他对第二故乡的“另一种
乡愁”呢！

那天，马悦然和夫人先于我们离开了咖啡馆；当
我们整理好行装，匆匆地赶往另一场约会时，在路上，
看到了他们在小雨中悠然信步的背影。

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
之一，标志着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句
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因为是合乐的歌
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
余、琴趣等。宋词始于南朝梁代，形成于唐
代而极盛于宋代。《旧唐书》有载：“自开元以
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在古代中国文
学的阆苑里，宋词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
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
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代表
着一代文学之盛。

浩如烟海的宋词，描写春天的不胜枚
举，读着宋词，一不经意就走进了或美丽烂
漫、或多感多愁的春天。

张炎眼里的一枝春，分明是雪后梅花展
露的笑靥：“融融向暖，笑尘世、万花犹冷。
须酿成、一点春腴，暗香在鼎。”曾纡也不忘
赶热闹，在繁盛的东苑梅林：“靓妆微步，攀
条弄粉，凌波遍寻青陌。”直惹得：“暗香堕
靥。更飘近、雾鬟蝉额。”

一向感伤的辛弃疾，透过美人头上的袅
袅春幡，明知春已归来，内心的感觉中，却总
有“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清愁不断，
问何人会解连环？”秦观呢？因衾冷梦寒，而
就春色，拥社瓮，才会于醉意犹浓之时，吟出

“醉乡广大人间小”之句。
杨无咎的阳春，不乏蕙风轻，莺语巧。

但揣着心思的他，“厌满眼、争春凡木。”如此
一来，就算是美妙的春天，在他看来，也不过
是“愁红惨绿。”而晁端礼在“燕子来时，清明
过了，桃花乱飘红雨”之时，便有了倦怠之
意，一味凭栏无语。

豪放的苏轼，面对一树梨花，少不了飞
扬的思绪：“红杏了，夭桃尽，独自占春芳。
不比人间兰麝，自然透骨生香。对酒莫相
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忧长笛吹花落，

除是宁王。”
春色离不开佳人，佳人总会牵扯出不尽

的爱意。程垓的洞庭春色一记一叹，别有意
味：“记笑桃门巷，妆窥宝靥，弄花庭前，香湿
罗衣。”“……叹半妆红豆，相思有分，两分青
镜，重合难期。”无名氏的鱼游春水更显情深
意笃：“……莺啭上林，鱼游春水。几曲阑干
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应怪归迟，梅
妆泪洗。凤箫声绝沉孤雁，望断清波无双
鲤。云山万重，寸心千里。”

春天是缠绵的，也是豁达的，一如苏轼
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
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
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
情恼。”

婉约的李清照，一旦陷在春天里，便

有了满满的爱意。她在《减字木兰花·卖
花担上》这样写道：“卖花担上，买得一枝
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
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
要教郎比并看。”其时，词人与夫君赵明诚
新婚燕尔，心中充满对爱情的热情挚着。
她通过买花、赏花、戴花、比花，生动地表
达了自己天真、爱美、好胜的脾性，全词语
言生动活泼，乐而不淫，富有浓郁的生活
气息。

当然，她也有离情满怀的时候。如
《蝶恋花·离情》：“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
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
融残粉花钿重。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
欹，枕损钗头凤。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
犹剪灯花弄。”离人常有的离怀别苦，经她
的一番浓缩醇化，酿出了新意：蕴藉而不
攲靡，妍婉而不任巧，如春天一般清新浅
易的风致跃然字里行间。

春天是多彩多姿的。白居易说：“日出
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谢灵运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钱惟演说：“城
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陈与义
却暗自寻思：“洛阳城里又东风，未必桃花
得似、旧时红。”梅尧臣也叹曰：“落尽梨花
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而沉醉不
知归路的李清照，最担心的，还是“乍暖还
寒时分，最难将息。”

春雨，不会飘走宋词中的豪放；春风，
不会吹散宋词里的婉约。春来风轻，水暖
山悠；春暖花开，旧梦无痕。在宋词里走
进春天，那一席文字的盛宴，一幅流彩的
长卷，押着花红柳绿、姹紫嫣红，或虚或
实，或远或近，或含蓄或浪漫的韵脚，在尘
世，在人心深处，一次又一次，着色一个又
一个绮丽浪漫的春天。

阳光眷顾了一朵小白花
它的软弱被鹰看见
花再小，也不孤单

蓝，来自土耳其
花园下的风景如游船
陌生的国度，有人在海边弹吉他

山峦，上升的高度
秋色从那里过来
那够不着的美
是伸手的一刹那

这个早晨持续分化
一枚锃亮的硬币
旋转出疑问，却没获得答案

鸥鸟浩渺，继续远方的蓝
冷漠的月亮，映照北方的雪
爱醒来，暗含浅而绵厚的绿
每一朵花都是春天的自我
这个早晨，我无限接近了那朵小花

旷远
■ 莫学平

海波光粼粼地笑，海笑得掉光了牙齿
所以只能亲吻，吻你的脚丫和脖子，尖叫
是影子躲进肉体。有多少年没这样了
椰树，还是棕榈，你傻傻分不清
你的大嗓门儿适合抗议和抒情
鱼奋力跃起，要替你画上句号
螺号，是一串绿色的句号

◎信札
文字好不容易压住纸的轻浮
灯一样的石头里
青鸟放松了警戒
写给鱼的信件
打上了龙的Logo

太阳在宫中玩火
烧焦的大地上木棉花疯狂绽放
春的密码
已被漂流瓶带走
龟占卜吉祥，卦象
压住大地这页焦灼的纸张

这一页原本是记录仇恨的地方
结绳的故乡
竹子在瓷上整齐地站成竹简，一起诵经：
爱你，永不遗忘

入琼记（外一首）

■ 邹旭

晚上，去海边像是我必修的功课
过去的一年里，我经常去海边
新年还没过几天，我已去过海边几次
走出小区大门
进入白沙门
路线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
路砖有正方形也有长方形
路树有椰树也有榕树
路灯有亮着也有熄着的
路人有男的也有女的

路过这些
只为在海边站一站
白沙门外，唯有海是野生的

去海边
■ 李再明

比暮晚先行抵临的
是零星的鸟鸣
比山风满怀乡愁的
是丛生的野菜
划行的船只，反复来回
仿佛吞下落日
有水波一样的宁静
那些周边的林木，依旧繁茂
依旧以足够的神性
等待白鹭纷飞
等待星火遥望的黑夜

零星的鸟鸣
■ 王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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