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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指山开始，那流水一路奔走
不止不息。在落日下的长桥上

我曾目睹流水滔滔向前，林木的千军万马
驻扎在连绵的河岸两旁

我说不清万泉河之名的由来
说不清那河水，经过多少村庄

多少城镇，说不清那河水
滋长过多少庄稼，藏匿过多少鱼虾

在上游的某处，那流水绕着青山
迂回，缠绵，难舍难离
而最后，还是从那里

消失了自己
在这个黄昏

我又遇见了万泉河，也遇见了
九曲江和龙滚河。来路不同

而它们，都在这里见到我
我不是连续不断的风，不曾翻阅

九曲江和龙滚河的族谱
不清楚那些生来就喜欢奔跑的事物

所从何来？所向何处
在晚风中，当我登上了黄昏里的楼台

才看见九曲江，龙滚河
万泉河，都以博鳌为新的起点

直向烟波浩淼的南海

月光下，有一条深色的河流
它流经我的童年、村庄

以及青春的流放地
河岸上，五彩的贝壳堆积如山
潮水退去时，搁浅的小船露出

暗黑的脊梁。很多次
我站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
任拥挤的人潮把我推向远方

一只红钳子的小蟹缓缓爬过来
爬进了这座城市的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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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江与海口的关系极大，海口
由南渡江流带来的沙泥堆积而成，故
南渡江为海口人的母亲河。这是教科
书上说的。书本教的东西不大进入我
们的感情。我认识一位家住府城的中
年女人，她告诉我，她十四岁前没见过
海。这和我十岁时一次骄傲的远足一
样，学校组织到五公祠，我回来足足向
别人炫耀了半个月。当我们涉足的地
理面积不大，我们的感情投射面积就
很小。海口人对美舍河的感情可能更
深些，她灌溉了群上，上、下、中贤等九
个村落，大片稻田并合，极尽丰饶。美
舍河的河运方便之一是运送竹子，上游
产的竹子扎成排顺流而下，驻足今天东
风桥的地方。年少时，我在九小读书，
跑这里游泳，站竹排上扎水。美舍河的
水浩大而且明蓝。好笑的是，美舍河有
许多名字，她流经哪个村子，哪个村子
便是她的名字。可见海口人爱美舍河
就像孩子，阿猫阿狗也是亲生的。名字
太多没人记得全，我记得的是瓦灶溪，
我孙女曾被瓦灶居委会管辖过。

现在我常常被内地来的朋友笑
话，对于海南，我啥都不晓。他们好奇
十足驾着车跑遍全岛，探访过南渡江
发源地的茂密森林与涓涓细流。我与
很多海口人一样，成了井底之蛙。这
蛙不是一天炼成：海口是最好的地方，
把他物认为是乡下或乡下人，是有杀
伤力的。看什么？有什么好看！这就
像琼山那位阿姨，在十四岁时偶然被
父母带到海口遭遇了海一样。

我与南渡江有亲密往来是2005年
的时候。当时我在海南广场作稻粱之
谋，因为距离近，每天下午到江上游
泳。滨江路没开建，路极不好走，却聚
集了很多人。

从西岸到东岸，众人说有一公里，
但我认为，若不在汛期，只有六七百米
吧。第一次下水，就让我吃惊：看不出
江水下泄有这么劲的冲力，裹着我往
下流冲去；一阵划臂蹬腿的奋力，才在
对岸沙洲上站立，已经离预定地点相
距很远了，只得步行到琼州大桥旁下
水回游。回程顺水漂流，算是闲庭信
步。看夕阳西下，晚霞在椰树羽叶上
镀一层金灿，随风起伏。很多人下水，
很多人上岸，熙熙攘攘；有一老头不慌
不忙仰泳，双手各套一本杂志大的木
板，高高举起，缓缓放下……他是想更
有效率还是更没效率？真是异想天

开。说是锻炼身体，也是八仙过海，消
耗时间，玩哩。

第二天紧靠琼州大桥下水，又不
对了，这时间大海涨潮，海水倒灌，把
我往琼州大桥南的司马坡推，虽然没
江水下泄力度大，要抗拒它，得花费不
小体力。有了教训，每次下水前，打听
江水是涨是退，常常不得要领。有人
不懂乱说，有人体力好无所谓涨退，亦
是胡乱指点。扯几片草叶放水里测
试，岸边的水常常是回旋的，同样不得
要领。看看这片南渡江水域，真是名
堂不少。水流最急的地方靠东岸之
处，而且还有湧，湧是水向上冒的一种
力量，看来没有危害，却叫人害怕。但
真正叫人可怕的是渔网，渔网设在水
流湍急的地方，体力敌不过，变成入网
的鱼是大不妙的事情。我碰上一次，
眼看不好，拼命一挣，抱住挂网的木
柱，再从网上翻身而过化险为夷。有
种种险境，更爱这种游戏了，算是智勇
双全加上拼体力的好玩。

最惊心的一次是遭遇暴雨。下水
时南方乌云密布，有明显的水线拖垂
下来。回程时，江面已是大雨滂沱，
赶紧到下水点吧！正在江心，山洪已
到，江面上跳跃着无数受惊的跳羚，
心想赶快，拼力向西划水……猛然发
现，这么小的江面，竟然两头看不见
岸了！立即又发现，我陷在最猛的急
流中向下游泻去。人的体力在江水
中是渺小的，我只能顺势保持身体平
衡听天由命，大不了在新埠岛金水门

餐厅那头上岸打的。不久，我发现自
己靠近了江岸西边，开始用力往岸边
游去。看见两株高耸的椰树。我们
在下水点时都会远眺这两棵椰树，它
们在对岸的东北方向，是纸剪的两个
影子，不想自己到它们跟前来了。爬
过一大堆护堤的石片，心里一阵暗
喜，算是逃过一劫。本想招辆摩的
的，这头根本没村没店，光脚走在石
子小路上，想起《外婆的澎潮湾》的歌
曲，心里只有苦笑。回到下水点，天
已全黑，打听时间，足足耗去了三个
小时的折腾。

政府在江边树有告示，规劝莫在
江上野游。确实如此。有一天下水，
看一群消防人员在江边捞人，回来
时，救人的人不在，一妇抱一少年，已
是阴阳两别。有一则离奇的消息见
诸报端，说是昨日有人江里游泳失
踪，消防搜救不果，夜里家人不甘，又
去寻求，此公竟然抱在江中挂渔网的
木柱上呼救。我到江上询问众人。
众人抬头看水域，一览无遗，哪来的
这种奇事。我确信有这种奇事。这
是南渡江的事。

2011年以后，我体力不济，心理偏
弱，不再下江折腾。此时滨江大道已
经建成，沿南渡江是连绵几公里的带
状公园，我们游泳的西岸一段，正是公
园的重点，高处绿树成荫，椰树摇曳，
低处鲜花盛开，姹紫嫣红，风中不停有
鸟的啁啾之语……入此境，虽身无分
文，亦觉得自己是优渥之人。这里偏
离闹市，白天少有人迹。一天带几个
内地朋友到此一游，他们惊呼，如此优
雅美丽的地方，空无一人，只有海南有
了！后来他们自己去万绿园、金牛岭
公园，回来对我说，你们海口真舍得，
用这么多的地建这么大的公园啊！人
居本地习以为常，听他们咋呼，倒也是
的，可见海口人的眼界见远，胸怀见
大，让内地人来这里看世面了！

年过一年，好像一切与我关系不
大了，从住的小区到江边要爬天桥，
桥高梯陡，处处都吃力而不讨好。出
门车子经过这里，我会贪婪地往江面
瞭望，青青的红树夹着蓝蓝的江水，
开阔逶迤，连绵入海，稳重而且清爽，
叫人目爽心情愉快。到过全国很多
地方，除边陲之地，省会城市的江河
如此清洁的，只有南渡江了。我总是
对新朋友说，我家住南渡江旁。

父亲出生的村子，在昌化江
下游北岸。从卫星地图上找，放
大，放大，再放大，才能在大片黄
绿色的迷彩间，发现这个状似倒
置陀螺的村子。陀螺尖是一座
小山，当地人叫大岭。围绕大岭
的，是数百年来村民一圈一圈环
建的宅子。我回老家次数稀少，
从未登过大岭远眺。但从地图
上看，大岭居高临下，村脚裸露
的宽大河床和深浅不一的昌化
江水，就在它的注视里。

昌化江自五指山北麓的空示
岭发源，先西南，后西北，合而
分，分而合，逶迤盘旋，至大岭西
南面，聚成一片壮观的半月形沙
洲，江水再沿沙洲北侧，一路向
西，最终汇入北部湾。

在父亲往日的叙述里，昌化
江就是他的长江和黄河。日夜
不息的江水，滋润着两岸的绵延
青山和世代乡民。那片沙洲和
流水，水涨水落间，欢腾过父亲
最蓬勃的少年光景——下水摸
鱼，上树掏鸟，渡水求学，还有味
觉里天下第一的生烤麻鱼……

我 记 事 时 ，父 亲 已 人 到 中
年。他性格内敛，极少有自夸的
时候。对于凫水，却有着不容置
疑的自信。父亲那个时代，昌化
江北岸的孩子在家乡读完小学
后，往往要到南岸的八所、新街
一带上中学。父亲从小在江边
打滚，上中学后大多游泳往返两
岸。正常时节，他头顶衣物，到
了对岸，衣服还是干的，穿好后
继续赶路。有一年，江水大涨，
水面又急又宽，同行的伙伴都吓
得止步。父亲仗着水性好，胆子
一横，一口气游到对岸，让看的
人心惊胆颤。

每个人的家乡水，都是心头
最甜的清泉。对父亲和他的乡
亲来说，昌化江，是真真切切的

生命之泉。小村依山傍水，是个
枝条落地也能生根的好地方 。
奇的是，自有人居住以来，村里
人就不曾喝过地里打出的水 ！
缘由是此地水重，碱大，只能用
来洗涮。在自来水开通前，村中
祖祖辈辈，都是各家婆娘大清早
挑着担，深一脚浅一脚，到几百
米外的河滩上掘坑取水。晨曦
下，金色的河滩布满大大小小的
沙坑。坑里沉淀的水 ，蓄了一
夜 ，又清又甜。女人们细细地
舀 ，滤 着 沙 ，水 桶 不 能 装 太 满
——多了洒，少了晃，要恰到好
处。装好水，张罗担子，摆起腰
肢，再一路大声说笑。碰到要好
的，家长里短没道够，踏进门槛
才算罢了。而挑水的苦，也着实
吓跑很多姑娘。多少年里，村里
娶亲成了难题。解放前，村里的
人家，若生的都是儿子，母亲会
很长时间长吁短叹，然后眼巴巴
盼着媳妇早日入门。到后来，才
渐渐有男人到河边挑水。

我家男丁兴旺，父亲兄弟几
个在外读书工作，子侄辈也都是
男孩，家中老少八九口人的饮水
和生活，都 由 身 高 不 足 一 米 五
的大伯母操持。大伯母原是富
家女子，个子小，心却大，嫁进
来后 ，费尽心力呵护幼弟们长
大 ，让父亲一辈子感念。父母
成婚后，每次回老家，母亲总抢
着去挑水，无奈村路难行，常常
是挑了一担只余半桶 ，肩膀又
红又肿。父亲于是总趁着天没
亮就陪母亲去挑水。到离家那
日，更是一担又一担，把家里的
水缸坛罐都填满 ，好像要把长
年不在家的亏欠和内疚，多担走
一些。

水逝时移。父亲的亲人渐渐
离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伯母去
世。父亲和老家人商量，说祖山上
的墓碑年代久远、字迹漫漶，要全
部重新誊写镌刻。父亲能写一手
好字，墨书完成，他又颇费周折从
琼北买了几通体面的石碑运回
去。接连数日，他搭着湿毛巾，顶
着岛西灼人的日头，一凿一笔，终
究赶在清明前，翻新了亲人们的
墓。几年后，父亲突然离世。老
家人把他葬在祖山，面西，就是昌
化江。那夜，我跟着为父亲送行
的乡亲，手捧河灯，缓缓地放入江
水，看它们顺流而下，起伏沉落，
直到消失。

三月的清晨，阳光在
河面上无限扩大。

我站在岸上，一只渔
船在陵河中央划行，它沿
着陵河入海口处的下排溪
村溯游而上，在时间与空
间里途径的夜色、水波、砂
石、村庄、椰树、水田、河
堤、水鸟、桥梁、高楼、变换
的行人与车辆……被我浓
缩成一段历史。

历史里得有人，得有
更迭的四季。临水而居，
择水而憩的先人在奔流
入海的水波里涤荡，又如
砂石般沉积于陵水人的
记忆中。建于明正统元
年（1436年）陵水河下游右岸的县衙，已隐于厚
重的土地，藏于县志里，被今人解读、想象与重
构。顺德会馆、琼山会馆商贾往来、车马川流的
场景已淹没于岁月的沧桑之中，但苏维埃红色
的火种，依然在陵水人的心中经年不熄，我们还
依然记得有个名字叫黄振仕。沿河南岸的南洋
骑楼建筑、清幽的石板路、年久失修布满青苔的
旧墙与裂壁，它们始终经不起岁月的消蚀，但至
今仍如春天的迹象，仿佛一段深刻的往事，不
经意间被提及。

陵水河发源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娥
隆岭，全长75.7公里的干流犹如一根巨大的血
管，在近40万的陵水人身上穿流。她的每一滴
水，像一个个胎记般在我们身上烙印，我们的
身体里有陵河的流淌声，有了在这流淌声中冲
刷出的一代代人的记忆。

记忆中每年的夏秋季节都会有台风，我家
住在陵河下游，距离河边不到200米。台风来临
前天空像着了火般，除了肉眼能看得见的云，肯
定还有一些未知的事物，比如风、恐惧、带刺的
雨水也在燃烧。它们躲在我们身后，在我们的
眼睛扫视不到的地方，在盘旋于院子、田野、河
边的红蜻蜓的翅膀上。我们用网兜，在河边追
捕着一只只低空盘旋的红蜻蜓，大人开始忙于
将谷物和干柴，搬至房屋；把砖头压在房顶松弛
的瓦片上，然后将门窗牢固，把牛牵回院子里，
因为他们知道——台风快要来了。倒是我们小
孩，无知无畏地期待台风，雨越大越好，因为每
次台风过后陵河都会发洪水，上游会漂流下一
些大的木材、家具、鹅鸭等等，我们在岸上看村
里的大人开着船到河中央竞相打捞，或到芭蕉
园里砍芭蕉干，沿着岸边抱着芭蕉干走一百多
米，然后跳进河里顺着河水漂流，那时毫无危险
的概念，只有水中竞赛的乐趣，哪怕回家被父母
拿地瓜藤抽打也不会吭一声。

依稀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次洪水
冲毁了里村往县城的小溪桥，外公和村里的两
个老人划着小渔船在陵河上游载送村民到县
城买卖东西和学生上学，大人5毛钱一位，学生
免费。至今我仍记得他曾在船上跟我说过的
一句话，“要努力读书，以后吃干饭。”当时我未
理解这句话，未理解一个一辈子与田地为伍，
与陵河相伴的老人的寄望。十几年前的一个
夏天，他半夜因突发脑梗去世，被他双手消磨
得光滑的船桨靠在墙角，渔网中还有鱼腥的味
道，那只渔船栓绑在岸边的椰子树上，那一年，
我把这只渔船当成了陵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两岸被河水冲刷出的肥沃的坡
地是陵河留给村民的遗产，他们在河边流云与
飞鸟、蓝天与青山的倒影旁种植青草、茄子、豆
角、萝卜……在傍晚炊烟和秸秆燃烧起的流动
线条里将一头牛牵引回家。如今，沿河两岸的
防洪河堤修建后，这些坡地已退回他们的记忆
里，如护甲般的河堤，使陵河下游的村民的家
园幸免于十年前那场大洪水，他们在得与失之
间见证一条河的给予和守护，在日暮晨昏与柴
米油盐中用双手开垦出生活的田地。

从空中俯瞰陵河，树木高于夕阳，渔船将
头低向水面，流云飞渡于青山之间，如鱼鳞般
的楼房依附在陵城坚实的土地上，沉寂的记忆
会在一次次的重新锤击、锻造中被激活，一道
门正开向我们的双手，我蹚过这条河流，伸出
的手指横跨在河流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间，在
我看来，变换姿态和看似亘古不变是一只不断
接近陵河内部的渔船，是岸边石缝中生长的某
棵树的韧劲，是天空中一朵云与另一朵云的重
合，是滩涂上时而隐藏于泥土时而暴露于阳光
下的青草，是时间的牛鼻子上那根被陵水人不
断牵动的绳子，是我们骨子里流淌的血液和不
断铿锵有力的步伐。

在三月里，我们会有一个共识：春风吹过
了陵水河，过去未去，未来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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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境内的偏北方向，有一条
河叫北黎河。它从东部山区的牛岭穿
越山林、平原，缓缓走来，经墩头港流
入大海。

久居东方八所镇，我时常在睡梦中
魂牵梦绕的就是身后的北黎河。童年
时代，北黎河给过我戏水玩耍的欢乐；
步入中年以后，它又给我许多忙里偷闲
的愉悦。每当我独自外出到异地时，我
的乡愁是一条河——北黎河，它在岛西
南的这头，我在异乡土地的那头。自古
以来，北黎河用它乳汁般的河水浇灌了
一方土地，养育了两岸的黎民。

北黎河虽然没有黄河、长江、珠江
那样震耳的名气，但它和天底下的所
有母亲河一样，为了养育身边的儿女，
挤出的总是乳汁，承受的却是人世间
难以想象的艰辛与苦难。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犯我
中华，到处烧杀抢掠，滥杀无辜。1939
年，岛西南沦陷后，入侵日军在北黎河畔
驻扎，禁止当地人下河捕鱼摸虾。河面
上日军巡逻艇横冲直撞，入海口也被封
锁了。母亲河被日寇虐待，它的儿女们
被任意蹂躏、屠杀。从此，母亲河在哭
泣、在怒吼！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
抗。北黎河畔的墩头村和北黎村，一夜
之间就有二百多名青壮年男女毅然奔赴
抗日战场。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母亲
河的父老乡亲常站在河边凝望，盼着从
疆场凯旋的儿女。可是抗战胜利后，活
着回到北黎河母亲身边的儿女仅存50
余名。逝去的壮士一去兮已不复归！北
黎河顿时干涸，流逝的河水不再回头，河

床变成了沙滩。只有到了潮汛期，海水
涨潮，河床又才溢满了水。人们说，河床
里流的不再是水，是乡亲们悲恸的思潮，
是家乡人的把把泪水。

北黎母亲河，它为家乡承载了百
般苦难，也曾为家乡带来繁荣。早在
清朝中期至1937年间，北黎河造化了
墩头港，使墩头、北黎一度成为岛西南
最繁华的商品贸易集聚地。彼时，许
多粤西和岛内琼文地区的商人、渔民
落籍北黎、墩头从事捕鱼、经商为生，
遂使墩头、北黎一带形成了岛西南沿
海地区早期自由贸易的重镇。当今，
北黎、墩头的村道上仍然保存着一排

排南洋建筑风格的民居骑楼，隐隐透
折着海洋文化、商业文化的影子。北
黎河岸的民居骑楼，是母亲河近百年
前的一个杰作，也成就了家乡曾经的
辉煌。

新中国成立前，贫穷积弱的故乡，
屡屡饱受战火硝烟的洗礼，乡亲们最
懂得珍惜家园的安定祥和，更懂得绿
水青山的宝贵。有了北黎河千百年的
孕育，乡亲们有一种守护自然生态的
自觉。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当
地政府坚持新常态，秉承“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奋力整治北
黎河堤，疏通河道，使北黎河水日趋清
晰，泛出淡绿。母亲河变绿了，变美
了，家乡的环境也变美了。每每黄昏
时分，在北黎河岸漫步的市民络绎不
绝。一天黄昏之前，我沿着北黎河入
海口的墩头村走到母亲河南侧的鱼鳞
洲风景区。站立在鱼鳞洲山顶上远望
母亲河，只见飘落在河面上的云彩，随
着水波的荡漾游动，宛如一幅铺在河
面上的精美画卷。河的两岸，栉比鳞
次的高楼大厦，就像一排排队列整齐
的站岗士兵，在夜色下护卫着母亲河
的安宁。我从鱼鳞洲返回市区，经过
毗邻北黎河入海口的东方口岸和八所
深水良港。这里是东方市建设港产城
一体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区的重要
基础片区。抬头仰望，只见港区上穹
满天通红，码头上高耸的吊车在来回
摆动，各种集装箱车辆往返于港区到
东方工业园区的疏港大道上，呈现出
一派热气腾腾的繁忙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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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前、水湄是古人送别的地方，在现代社会也逐渐成了乡愁的凭借。而三月的春，让这乡愁沾满了湿漉

漉的惆怅。“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之如何”，这是南北朝诗人江淹《别赋》中的句子。每年这个时

候，远方的游子，会在某个夜晚，无端地想起家乡蜿蜒的河流，和心里的思念一样绵长。唐时诗人张若虚，就

曾在这样的一个月夜，对着春江倾诉自己的思归情绪：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而明天，是世界水日，本版特别邀约几位海南本土作家诗人，一起执笔写下对自己家乡河流的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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