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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祖国颂（外一首）

■ 陈良真

岁月峥嵘，歌翻柳浪，舞引东风。喜工农商
贸，千宗兴旺，乡村城镇，一派繁荣。生态融融，
脱贫致富，锦绣征程春意浓。民欢笑，仗改革开
放，百业昌隆。

更为盛世争雄。高科技创新攀绝峰。望巡
空火箭，遨游苍穹，越洋航母，翻覆蛟龙。探月
嫦娥，天眼窥秘，奇迹人间气势宏。齐声颂，看
今朝华夏，江艳山红。

◎沁园春·琼岛颂
南国风光，四季如春，瓜果香飘。望五指叠

翠，绿波漾漾，万泉澄澈，白浪滔滔。玳瑁珍珠，
沉香马瑙，遍地黄金增价高。琼崖秀，数物华天
宝，绚烂妖娆。

椰风海韵多娇。纵各类人才竞折腰。擎洋
浦港阜，顿欣虹彩，文昌航郡，尽领风骚。福地
钟灵，论坛博鳌，美丽关山细琢雕。齐奋力，建
丰碑自贸，拼搏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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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笔小楷遗落在枝头
含糊的羞怯
到处生长着情绪，笔调清甜
叙述隐入更多的伏笔
月光总早于鸟鸣
掌心漏下的音符，像谜语
只需有意的暗示
夏天具体的细节
或深或浅
都懂留白处的念想

乡村振兴电视夜校
■ 王健强

村夜农家聚，黉堂笑语声。
田园观种植，时节说收成。
画映千重绿，屏牵百姓情。
更深无犬吠，课罢满天星。

几笔小楷遗落枝头
■ 陈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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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一个深情的名字；海南岛，一个让
人心动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花开四季，惊艳世间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花满枝头，百花争艳的地方；这里，
是一个花开如歌，花落如画的地方。

在海南的日子里，我看到花儿们的身姿几
乎无处不在。亭亭在枝头，争艳竞俏，各吐芬
芳；摇摇于风中，曼舞飘香，仪态万千。花儿如
云霞，五彩流光；花儿如锦缎，华丽绚烂。赏花
美如斯，轻依时光，乐在心中！

在海南，花儿名气最大的要数三角梅。三
角梅，海南省的省花，是当之无愧的海南“花
王”。当北方还是冰天雪地之际，海南的三角梅
已繁花似锦，芬芳盛开。三角梅花是叶，叶也是
花，三朵呈三角形的花瓣生长在同一枝上，开放
时就像绽放的梅花般美丽，花期长达200余天，
品种有100多个。

我喜爱三角梅，不仅因为它美如灿烂的云
霞，还因为它以平凡低调傲立于万花丛中。它
不嫌土地贫瘠，包容四季，特立独行，不论是墙
角还是路边，进得了公园，装得了花盆，不管生
在哪儿，长在何方，都能始终热情奔放，坚韧不
拔，生生不息。三角梅平时默默无闻，一到花
期，突然间万紫千红，婀娜多姿，芬香四溢，尽情
地装扮着天涯海角，让你惊艳到目瞪口呆。徜
徉花海间，可谓花烂漫，风飘香，水清新，四季花
长在，老翁一下返童真。

热烈奔放，顽强旺盛，随遇而安，朴实无华，
敢向大地要生存，敢向天空争自由，敢向四周求
发展，这不但是三角梅的特质，更是三角梅的品
格。如今的海南，“大海的胸襟，椰树的风骨，三
角梅的品格”，已成为海南人民建设自贸港，奋
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海南一年四季花开此起彼伏，“三月来了花
正红，五月来了花正开，八月来了花正香，十月
来了花不败……”而春天绽放最鲜艳的就是木
棉花。海南的木棉花中昌江的最为有名，每年
春节前后，这里一江碧水，两岸木棉，怒放着的
木棉花，一树的火红，在没有一片绿叶的渲染
中，像燃烧的火焰，如画卷，如霓虹，笑傲高枝，
唯花独秀，毫无掩饰，以它特有的个性，开出自
己独有的风采，绽放那最灿烂的容颜。人们从
木棉花海中感受到一种诗意和意外的惊喜，一
种浪漫和迷人的美丽，一种热烈和激情的奔放，
因此诗人赞颂“奇花烂漫半天中，天上云霞相映
红。”

站在木棉树下，我仰望着它挺拔伟岸的身
躯，顶天立地的姿态，我在想，一树木棉花，就是
一树春天里绽放的火红与希望，满树的鲜红与
艳丽，无不尽情地展现在天地之间，成为满目的
风景。即使花儿谢了，木棉花也是整朵跌落，绝
不飘飞一片花瓣，绝不枯萎，绝不褪色，保持着
花开的样子，像不屈的英雄淌下的血泪。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是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在琼
崖纵队、红色娘子军、解放海南岛的四野烈士们
倒下的这片土地上，如今满岛的木棉花如血绽
放！烈士的风骨，英雄的气魄，这就是木棉花，
这就是英雄花！

海南是花的海洋，也是花的节日。在这花
开四季的日子里，让我们笑看风云，静赏一朵花
的翩然，聆听一朵花的清音。你瞧，花儿们有的
花蕾满枝，有的含苞初绽，有的昂首怒放，展现
其独有的风韵和美丽；你瞧，那花儿红的像火，
白的似雪，黄的如金，粉的似霞……那随风起舞
的花儿笑得比阳光还灿烂！在海花岛，今年4
月公布的花讯，就有40种罕有的鲜花在竞相绽
放——地涌金莲夺人眼球，紫花翠芦莉迎风招
展，尖叶龙船花绚丽耀目，使君子盈盈欲滴，紫
蝉含笑伫立无语，双色牡丹国色天香。

在海南的每一天，只要我们眼中有花，心中
有爱，尽可日日赏花，天天看景，期许一场花开
的绚烂，静赏一场花落的淡然，花开花落皆是
诗！

岁月陪我们走过一年四季，时光陪我们度
过花开花落。

那些花开里的笑声，一直响在心怀；那些花
落的岁月，是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珍藏！

以赏花的心情看人生，人生就是一次短暂
的花开，一次百花的盛宴，花开花落，皆是自
然。

花开花落，年年依旧；云卷云舒，去意无
留。曾经看花是花，如今看花是画，是画便多
了几分色彩。花开花落，也看清了人生的不
易。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当生命已错过
花季，当青春已一去不复返，我心依然年轻。芳
华远去，但我依然看到你花开时那绝美无双的
模样。花开虽然无法挽留，唯愿一个褪尽繁华
的花与叶，可以在余生中闪亮回归绽放！

学会在一朵花中释然，刹那便成了永恒。
用心生活，过好生命里的每一天，将每个平

凡的日子开成花，人生何处不芬芳？
人生如花，就让那花微笑着，在我们的生活

中永远地绽放吧！

中午时分，我站在众人焦急的产房门口，既
高兴又犹豫。天下最好的事情就是迎接新生
命，而且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这对于每个为人父
母的人来说，都是异常的幸福时刻。

出来一对母亲和子女，我睁大眼睛看，不
是，又出来一对儿，还不是。几位新生儿，虽然
都被包裹着，但神色稚嫩可爱，一双双的眼睛，
波澜不惊或者煞有介事地看着他们刚刚降临的
世界。我想，早在母腹之中，这些孩子肯定也通
过母亲，看到和感受到了这热气腾腾而又嘈杂
复杂的烟火人间。正在兀自思想，听到妻子的
名字，快步走到产房门口，门扉吱呀而响的时
候，眼睛就聚光灯一般贴了上去。

妻子脸色有些惨白，大致是失血的缘故，但
神情尚还安静，大致是麻药还在起作用，还没有
觉得腹部被刀子切开之后的疼痛。在她身边，
躺着一个圆脸的婴儿，额头上还挂着一些没洗
净的在子宫时候的痕迹。他那双眼睛，虽然不
大，但看我的时候，忽然就有了一道丰盈的亮
光，瞬即笑了。这令我惊异。我完全没有想
到。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儿子锐锐出生的时
候，我也看到了，可他被护士抱着，掠过我身边，
虽然也睁着眼睛，明澈地看我。可他没有笑。
而现在，我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人世，第一次看到
我，居然自觉地笑了。

世上所有的相聚，都源于一种奇妙的机
缘。试想，这世界上那么多人，偏偏我们和自己
的父母兄弟，姐妹成为一家人？芸芸众生，各在
异地，夫妻和朋友，何以在某些时刻和某些地方
由陌生而熟稔，成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人？这其
中，一定有一种奇异的力量在有条不紊地调配
着这世间的一切。一个新生儿的笑，这简直就
是对我的最大褒奖，当然还有认可、亲近和爱。
他从母腹出来，可能还没有看到母亲，只是看到
了医生和护士，进而在产房门口看到了我，父子
俩在这世上相互之间第一眼，就电光石火，心神
相通了。这可能真的是冥冥中的力量，血缘在
流传过程中的一种奇妙反应。

我握了握妻子的手，看着她，向她笑笑，似
乎还摸了一下她的额头，然后从护士手中接过
推床，上电梯，和岳母一起，把妻子和儿子送回
到病房。这时候，那小子还在笑。安顿好妻子，
我抱着他，他眼睛一会儿睁开，看看我，咧着嘴，
整个小脸上都汪着灿烂而又富有意味的笑意。
我用手机拍了好多照片。对妻子和岳母说，我
从没见过一出生就笑的孩子，而且笑得这么真
诚甚至有些成熟。

从他冲我笑的神情来看，我觉得这个新生
儿似乎早就知道了什么，就像是一个幼稚的智
者，一副胸有成竹，一切本该如此，凡事如此最
好，不用惊奇的样子。

我电话给远在南太行乡村的母亲报喜，她
七十多岁了，听到这个消息，自然很高兴。对于
母亲那一代人，家里再添人口，是祖上积德，世
上最好的事情了。给她视频，她笑得合不拢嘴，
说，咱家又添人了！我给她说，这孩子，一看到
我就笑。母亲很高兴，问我给这孩子起的啥名
字？我说，小名叫可可，大名叫杨芮灼。母亲笑
着叫可可。他似乎听懂了似的，睁开眼睛，看了
看我的手机屏幕。

这可能也是一种来自血脉和灵魂的呼应。
到傍晚，他也没有哭一声，躺在她妈妈身边，吃
奶，看着我们和其他人笑。他的这种表现，令我
觉得了生命的美好，觉得了人天性中的善意。
这肯定是一种美德，而且与生俱来，不可磨灭。
尽管，每个人都要成长，然后在这个人世间穿
梭，以个体的加入，参与到更多的社会生活当
中，可始终对人对事对物拥有一种微笑的面庞
和心态，我觉得最基本的，也是了不起的。

当夜他没有哭。睁着眼睛打望，但没有表
现出更多的惊奇。只是，他母亲的刀口开始疼
了。他觉察不到，我更觉察不到。疼痛与愉悦，
都是最私密的体验，不可僭越，无可替代。唯有
他人发自内心的善意，不仅可以令人迅速感受
到，也会使得整个人的身心甚至灵魂，都能感到
温暖。

转到月子中心。尽管我已经有了一个儿
子，现在读大学一年级。当年，我也曾经尽心伺
候过月子。大儿子锐锐出生的时候，正是新世
纪之初，他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世界，特别是
社会思潮、生活方式和各种工具方面的迭代与

变迁，与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截然不同。上个世
纪八十年中期之前出生的人，基本上还属于农
耕时代，甚至可以毫不避讳地称之为“农耕文明
的遗腹子”，之后出生和成长的人，肯定是信息
时代，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弄潮儿”。前者对社
会和人类一切的科技进步的感受是渐进式的，
有一个逐步明了和学习的过程，后者则一步到
位，完全没有疏离感。

月子中心的好处是，使得新生儿的适应有
一个较为规范的过程，还可以使得产妇得到较
好环境的休养和照顾。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越
来越舒适，特别是高度依赖工具，使得人类的健
康和心理等方面，也越来越脆弱。此时的可可，
总还是笑，抱他的时候，他就笑，有时候嘿嘿出
声，整个小身子都一颤一颤地。他的身体异常
柔软，好像一团刚刚裂开的棉花，轻柔若祥云，
细嫩如蛋清。这使我想起《道德经》里的一句
话，“柔弱者生之徒。”所有柔软的事物，其力量
是最强大的。新生儿的柔软，既是一个无上的
哲学原理，也是一个适合于所有人和事物的基
本规律。

他吃喝拉撒。他哥哥锐锐如他这般小的时
候，好像还没有纸尿裤之类的替代品，多数是棉
布做的垫子。他拉了、尿了，都要换洗。纸尿裤
使得我免了为他搓洗屎尿的辛苦。但也觉得，
为大儿子洗屎尿布垫，尽管手掌脱皮，但也没有
嫌脏，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以此类推，
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也肯定如此这般。而现
在，纸尿裤使得我没有了为可可一遍遍，一次次
搓洗屎尿垫子的机会。这看起来幸运，其实也
有些缺憾。父子之间，其实是一种传承的关系，
不仅是血肉之身和精神灵魂，还有一种文化上

的塑造、流传和因袭。
可可的笑成为了我们家最美的一道景观，

而且，他的笑也越来越响亮。有时候，我把他放
在腿上，左右摇动，他咯咯笑。有时候抚摸他的
脊背，他也咯咯笑。我最喜欢的是，抱着他睡
觉，他一会翻身，一会东倒西歪，但他的身体始
终有意识地贴着我和他妈妈的身体，这使我有
一种说不出的妥协和舒心。这种吸引，大致是
来自于安全感的需要，可也仅限于亲人和亲人
之间。我推着他在小区里走，他可能不高兴，小
嘴一撇，也不哭出声，脸朝向推车最隐秘的一
侧，那一刻，他一脸的委屈，作势要哭的样子，令
我心疼不已。可每当走过小区一段树荫的时
候，他就会哇哇大哭，往怀里钻。他一定看到了
什么，或者感觉到了什么。这种表现，我们小的
时候，可能都有过。

姥姥姥爷几乎每天都要带着他去商场的儿
童中心玩，他在里面也不安分，但遇到害怕的，
也会主动规避，对于新鲜的玩具等，他害怕，也
要伸出小手指，试探性地点一下，或者摸一下，
速度之快，也是出人意料。

我喜欢抱着他走路，他东张西望，一会儿指
着汽车哇哇叫，一会儿看着其他的孩子眨着眼
睛，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他很喜欢出去玩，尤
其喜欢水，洗澡是他最喜欢，也最配合的事情。
我每天下班回来，抱抱他，他咯咯地笑个不停，
有时候也发脾气，挣脱我的怀抱。我咳嗽的时
候，他笑得止不住，打个喷嚏，他就会四处寻找
声音来源，也笑得满脸灿烂。

因为可可，我觉得自己的心态也逐渐改变
了，总是以为自己才二十多岁，就像当年刚刚成
年或者结婚成家时候那样。在这个世界上，唯
有人可以安慰人，也唯有人，才是根本。不论在
任何情况和环境中，人始终只能依靠人，这是宿
命。我也时常觉得，锐锐和可可便是我此生的
幸运，也是我们家祖上和从此往后的所有血脉
传承的幸运。

他的哥哥生于2002年，18年后，他出生，
单从数字上说，就有些神奇的意味。我始终相
信，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无缘无故
的相遇，成为一家人更是充满了玄妙与偶然，这
种机缘，我相信是天地恩德，也是我们家每一个
人感恩的结果。他在笑，我也笑。他的笑声，是
我迄今为止，唯一的从一个人的脸上获得的最
多的善意。我也始终坚信，凡是笑着来到我面
前的人，必定是和我内心有呼应的那个人，因为
此生有幸，更因为爱和慈悲。

童年时每个月圆之夜，孩子们一起在月光
下追逐打闹玩耍的情景，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的。

那时母亲给我们出过一个谜语：“月亮光光
好做工，大姐舂馍等舅公。舅公问看什么馍，盐
糖包肚肚包葱。”

我们抓耳挠腮，猜了好久都猜不出，央求妈
妈快说出答案，她笑着说：是盐糖馅的包子。

有了这个答案，后边的一个谜语就容易猜
了：“月亮光光好做工，大姐舂馍等舅公。舅公
问看什么馍，掰开看见肚空空。”

妈妈一念完，我们就猜出了答案：馒头！
每年中秋，都是月儿最亮的时候。那又圆

又大的月亮，像一个银色大圆盘悬挂天上，皎洁
月光倾洒大地，给地面上的一切都披上了一层
朦胧银纱。我们家乡的女孩们，除了念着“月亮
光光好做工”的歌谣，在月光下烧香拜月外，最
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浮针”。

顾名思义，“浮针”就是把针浮在水面上。
那是怎么做到让针浮起来的呢？且听我慢慢道
来。

当我还是个七八岁的小姑娘的时候，偶然
有一次，在中秋节这天听到年纪比我大些的小
姐姐们神神秘秘地说要浮针。好奇的我强忍着
睡意，和她们一起等到了午夜十二点。

浮针的行动是在阿花姐家的院子里进行
的。吃过晚饭洗过澡，我来到了阿花姐家。八

月十五的月亮真亮啊，秋虫在院子的角落呢喃，
缕缕凉风和月色一起围绕身边。小姐姐们在院
子的水泥地上，铺上席子，大家围坐在一起。席
子中间摆了张小矮桌。桌子上除了月饼水果，
还有几个白瓷碗，碗里装满清水，边上还放着几
枚缝衣针。临近十二点，大家都紧张地看着手
表，等着指针分针秒针合拢的那一瞬间。时间
一到，大家开始屏息，准备浮针。只见姐姐们小
心翼翼地，右手中指食指和拇指并拢，捻起一枚
针，轻轻放到水里。

现场鸦雀无声，我紧张地盯着白瓷碗。神
奇的事情发生了，铁制的针浮在了水面上！这
时月光投在针上，在碗底形成了一道影子。

这个影子一般会像舂米的棍子、棺材、竹
叶、扁担等等……

在民间传说中，这个影子会预示浮针的人

的命运，像棍子扁担的，会一生劳碌；像棺材的，
会很有财运；像竹叶的，一生丰衣足食。

白色瓷碗，清澈的水，月光下，细细的针就
像悬浮在空气中一般，月亮无声，只把光投向碗
面，让浮在水面的针影沉入碗底。这氛围，透着
一股神秘的气息。更有心灵手巧的姐姐，会用
手指沾水，滴一滴水到针的中间或把针头针尾
轻轻压水里，而针不下沉，再看看针会变出什么
影子，这才是真正浮针的高手啊！

姐姐们叽叽喳喳，笑作一团。讨论自己的
针影像什么，最后她们让我试试。

笨手笨脚的我学着她们的样子捻起针投入
碗中，针一入水，马上便沉入碗底。我失望地哀
叹一声：“哎呀，怎么浮不起来？”阿花姐告诉我
诀窍：首先针要干，其次要把针与水面平行，靠
近水面再轻轻地放下去。这样成功的机率会高
点。难怪我的针老是浮不起来，原来是因为我
太过粗鲁，直接把针扔碗里。

阿花姐用纸巾把针擦干，递给了我。话虽
如此，可我也是反复试了好几次，才让针稳稳当
当地浮在水面上。可惜我已经不记第一次浮针
时，月光把我的针映出什么形状了。

又是一年中秋，我想起儿时童谣和家乡女
孩的浮针仪式。当年一起浮针的女孩，已各奔
东西。月亮皎皎，却永远也不会给人指出正确
的人生答案。人生的路是甜是苦，总要一步步
地去走，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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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鸟在欢唱
■ 文博

大地还在梦中
你已醒来歌唱
一声又一声
越来越多的清脆歌声
在城市花木间 荒野上
被晨曦拦截
静静的湖泊

我被你柔情淹没
声音的流水漫到我耳畔
我听到你低语泛起的涟漪
听到你翠绿的唱跳
花蕾被泪水打湿
我的心田都是你在荡漾

我向你怀抱徜徉
尽享你馈赠的美丽时光
你用纤细的手
揉去我的疲惫
你用婉转的旋律
治疗我忧郁的心情
你用悠长的声音
驱散我人生路上迷茫的云雾
指明我前进的方向

你整个早晨轻歌曼舞
感动蓝天和阳光
太阳从后山爬到半空
一起欣赏你的音容笑貌
你放开嗓子 八音清亮
飞流到另一场景去歌唱
我待在湖心凝视远方
回放收录过的你的声音
等你明晨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