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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春秋在孤岛
——致优秀乡村教师符木里

■ 陈灿麟

山之后是水
水之后是山
松涛水库如同一面巨大的魔镜

28个冬去春来
山水之间的一块净土上
你始终撑举起知识的大旗
煤油灯下的备课
小木船的颠簸
一次出岛购回一星期的食物
你生活的轨迹
和你的名字一样朴素简单

不苛求鲜花和掌声
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睛
是你坚守的基石
和儋州的山光水色
互映互耀

注：8月 9日，央视CCTV—13新闻频道
“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
德耀中华 符木里：坚守“孤岛”教学点28年》，
报道儋州教师符木里将一批又一批学生送出孤
岛，用坚守和付出，照亮岛上孩子求学之路，被
称为“孤岛园丁”。11月5日，符木里获得“第八
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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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下腰，用汗水亲吻泥土
去收割一缕风声
想用炽热去回报大地
一粒种子发芽
一粒米饭开花

碗和肠胃碰出的声响
风在半崖上行走
在每一根田埂上奔跑
扶着稻穗成熟
听见祖辈的辛劳

农家肥，土鸡苗
阳光开在每一片叶上
风吹着时间
也催老了村庄
还有一张背影靠着灶台打盹

收割一缕风声
■ 周天红

在海南岛的西部，既有“车辙马迹
半天下”的喧嚣，也有如梦如幻的山水
画卷，其中有一条叫作珠碧江的河在日
夜奔流不息。

在无风的日子里，珠碧江两岸的
木麻黄就像油画的场景一般，静立在
画框里，宁谧而充满仪式感。它周围
环境的基调一般是蓝色的：天空、海
岸、河流、丛林仿佛都被这种色彩深深
感染，天地显得既旷又远。我徘徊在
岸边，俨然有一种独立苍茫之感。在
我领略过岛外的许多大江大河之后，
再回头看看珠碧江，故乡的河的层次
感和原始率性依然紧紧攫住我的心。
它漫长的流动，随着个人心绪的伸展，
越过白沙境内的丘丘壑壑和神情疏朗
的儋州，抵达“行到水穷处，坐观云起
时”的昌江，直至汇入浩渺无际的北部
湾。我愿用心去追溯它生成的气韵，
包括远远地把它畅想。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那是
苏轼的幕僚李之仪的词句。而现实中
的珠碧江恰恰在海头和海尾之间，它一
水分两岸，真正做到令人羡慕的平分秋
色。小时候，我依然看到有人在河边劈
柴喂马，我猜他绝对不会跨上骏马去干
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很可能等到日
上三竿，他就开始提网上岸，然后在江
干生起篝火埋锅造饭，接着酒醉歌豪。
日夕月升，珠碧江慢慢变得像海德格尔
的《存在与时间》一般意味深长：河水推
搡着流沙，流沙漫上江岸，江岸上的木
麻黄一天天变老。几十年的冥想，让我
从一粒砂里看见一座岛屿，从一座岛屿
上看见屋舍，看见花草，看见飓风和远
去的帆影。我那伫立天涯遥望帝京的
先祖德裕公，他的落寞和孤愤随着北归
的雁阵慢慢逝去。崖山战败后隐姓埋
名千里投荒的护驾将军卢浩的车驾辚
辚而来，南宋衣冠如烟云散去，所谓此
心安处是吾乡，君不见，一世的功名堪
可付流水。大明土官王贤祐恩荣坊的
斑驳记忆，邓英公的遗碑残碣，以及旌
表怀柔的文字依然历历的乾隆圣旨似
乎在告诉人们，珠碧江畔曾经发生过什
么，或者湮灭过什么。植物分类学家钟
义携幼弟在江畔采药济民的身影，随着
他的仙逝而变得有些模糊。但他的挚
友林英教授赠与他的端庄的小楷条幅
却依然悬挂在他的书房里……

“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把我从
单纯的诗句中抽离出来，展现出唐人幽
远淡泊的文思。眼前的画面是一群白
鹭从岛上的某处翩翩而至，落在珠碧江
的沙洲上，落在红树林上，河流、村庄、
道路、人烟一一融入自然厚重的背景，
飞鸟时时往还，就像年迈的亲人荷锄在
每一个平凡的晨昏走过。一条河在不
慌不忙的流着，黑暗潜伏在河水里，河
面上光影载浮载沉。人到中年，回头看
看少年时的乡土已渐渐丢失，有时我不
免轻声问自己，这算不算一件憾事？曾
经沧海，难为的何止是水，花鸟虫鱼春
树秋山，每每自况都令人不胜感慨。父
亲当年背着少年的我过珠碧江去海头
读书的情景，就像一首歌，在我心里一
直悄悄吟唱，就算人生带着披星戴月的
倦意，我也始终不敢忘怀。平心而论从
河两岸上走出的杰出人物固然不多，岁

月也给了人们太多的颓颜，但家住斯江
头，日饮斯江水，怎能忘了此番恩情。
时隔多年，江岸的村落、山岗、云树还频
频映现在我的梦中，江水流动时的“鸾
舞蛇惊之态”，一水出岫时“纤纤乎似初
月之出天涯”的神韵，给予我人生的启
示是永远的，它就像心中的一脉源泉，
跌宕曲折，然后击石溅玉，不时引来山
鸣谷应，直至奔流入海。居住在两岸的
人们一日又一日地目睹着这一切，经历
着晨昏打水，虚窗对月，舟横津渡以及
风扫树杪，他们心里的波澜真不知有几
重！平素百姓的生死婚嫁，稼穑往返，
探亲访友，游学一方都要涉水或乘船经
过珠碧江。江面上不时传来儋州人欢

快的调声，传递着两岸人民的喜乐忧
愁，流淌着故乡浓浓的人情味。念及当
年儋州举人张绩，唱起他的经典情歌
《痴情守五更》，儋州人听醉了，整个海
南也都听醉了。当时的探花张岳崧跟
张绩都是清嘉庆时人，从张岳崧对张绩
的书法珍如拱璧就可以看出张绩不凡
的才情。而张绩是儋州人的“歌神”，当
地的妇孺老少都会传唱他创作的山
歌。他的歌就像滔滔江水，滋润着珠碧
江两岸的人民。还有近年来成立的珠
碧江诗会更是引来诗情滔滔，儋州和昌
江两岸的诗人们常常往来唱和，民间多
有雅韵传播。

日子有时未免平淡，但有时却波
澜壮阔。珠碧江就像一支蘸饱墨的大
笔，在春夏秋冬以不同的姿态挥洒，在
海南西部画出如虹的气势。自从那位
满头染霜的老艄公退出江湖后，整整
一代人的记忆便变得断断续续；自从
日寇大佐占据海头，肆意妄为被百姓
怒斩后，民族的浩然之气便充盈人
间。为了避免在日寇报复时造成更大
的损失，我的外曾祖父把鬼子引向相
反的方向，最后被恼羞成怒打算屠村
的鬼子残酷杀害。我的大舅父在向我
讲述这段历史时，眼里仍然噙着泪。
最后他对我说，全村人为了感谢当年
的救命之恩，还在我的外曾祖父遇难
处立了一块“感恩碑”。珠碧江是一条
流淌着血性的河，曾经的风风雨雨流
水记得，人民也永远记得。

我们陵水人爱做酸粉。岳
父也不例外。

我不知道岳父是什么时候
开始学会做酸粉的，只知道自从
他同意把女儿嫁给我之后，我每
次回到岳父家，岳父便张罗做酸
粉。

岳父是一名做酸粉的好手，
总想让我品尝他亲手做的美
食。他时常打听我们回家的消
息，一听到我们要回家，马上提
着篮子到镇上去。干嘛呢？去
选购做酸粉的食材。当他从镇
上回来时，篮子里便是满满当当
的食物，有牛肉干、鱿鱼干、小鱼
仔、花生米、空心菜、韭菜、粉丝、
酸醋、红蒜头、蕃茄酱、辣椒、白
糖、生姜等等，这些都是做酸粉
不可缺少的材料。一回到家，岳
父便兴致勃勃地忙了起来，烧开
水烫粉丝煮牛肉干，捣蒜头切姜
片煮酸粉汁……做酸粉的工序
繁杂，很花费心力，可是岳父却
忙得不亦乐乎，从来不嫌累。酸
粉尚未做好，他已经招呼临近的
亲属到家里来等着。酸粉做好
了，看到大家吃得开心，他便开
心笑着。笑的时候，眼眯眯的，
嘴咧咧的，颇似年画中的“福
寿”。大家为了能经常吃上他做
的酸粉，都抓住他这么一个老小
孩的特点，一个劲儿地夸他做的
酸粉好吃，有时甚至对他撒谎，
说我要回家，诓他去张罗做酸
粉。不过我确实很爱吃岳父做
酸粉，总觉得岳父做的酸粉，粉
滑汁润，微酸甜香，再拌上些许
的辣椒，味道非常的鲜美。每次
吃岳父做的酸粉，感觉是历久弥
香。

可惜这让人入口难忘的酸
粉，在三年前的一天结束了。

那一天，岳父得知我们要回家，
又提着篮子到镇上购买做酸粉
的食材，没想到回来的路上绊
上石头块摔倒了，右手臂红肿
了一大块，我们猜测是骨折
了。送去医院拍片，果然是骨
折。八十岁出头的老人了，医
生都不敢贸然做大手术，最后
是采用微创的办法保守地进行
治疗，在手臂上打进了钉子，绑
上了护板。治疗的效果还不
错，七天的时间便出院了，大约
一个月的时间便基本恢复了正
常。可是恢复正常之后的岳
父，是再也做不了酸粉了，他的
手臂已经使不上力，一使力手
臂就会疼痛。而我们也决心不
让岳父再做酸粉。这三年来，
我们每次回岳父家，都跟空降
似地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不想
让他事先知道了又要操心。

岳父不再做酸粉后，开始
变得落寞了。他话渐渐说得少
了，脸上的笑意也很少，原先那
个“福寿”的形象已经不存在，
整个人变得呆滞低迷，失去了
精神和活气。看到岳父这样的
变化，我们是急在心里头，但又
无可奈何。岳父这一辈子，最
痛苦的事情就是当年日本人侵
略海南岛，年少的他被抓去给
日本人当苦力，最自豪的事情
是新中国成立后当上了生产队
的会计，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做
得一手好吃的酸粉。然而，现
实残酷，把他最开心的事情都
剥夺了。

近来我常回去看望岳父，
发现岳父越发地无精打采，萎
靡不振。他坐在屋檐下，默不
作声，目光呆滞地看着屋子前
头的田野。他连我都不理睬，
似乎已经不认识了。为了激活
他的记忆，我有意跟他提起日
本人侵略海南岛的往事，还有
生产队的事情，然而他对往事
已经茫然不感兴趣，多半是丧
失了记忆，对我提及的事情没
有丝毫的反应。我心里不由发
酸，岳父老了，老得像一片枯黄
了的叶子，随时都会从生命的
树梢上脱落。

感觉岁月就像酸粉中一条
细长的粉丝，岳父这条“粉丝”
已经咀嚼到了头。如果人生是
一粒终而复始的种子，我愿意
去寻找这么一粒种子，把它送
给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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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背影（外一首）

■ 曾洁

轻轻地，走过时间的溪岸
静静地，穿行光阴的渡口
记忆，被刻上深深浅浅的印痕
儿时，父亲在课外之余编织竹笼
竹笼，给不会飞的鸟儿安家
山映斜阳水接天，鸟儿归巢
天苍地阔，水淼草远
追旅愁，好梦留人睡
父亲的身影，被月光拉近又推远
山村和父亲的背影
时而凝重时而虚幻
犹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明月楼高倚栏
酒入愁肠，化作心中怀念

◎ 犁田的女人

儿时，常常站在田埂上
看着犁田的女人
吱吱……犁出春的绿色
在厚实的土地上
女人用汗水把水田染成金黄
烈日下，女人犁田的剪影
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彩画
轻轻挥动牛鞭，女人的梦想
她柔美的声音
把水牛驯得如此温顺
她犁田时脸上洋溢着快乐
我弯下腰来和她分享此刻的永恒
秋天。她怀里的庄稼
被她的汗水浇得肥肥美美
此刻，我蓦然发现我的诗歌
是犁田女人抖落的思想
这就是我的母亲
一个储存甜蜜，教我犁田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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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开始读辛波斯卡的诗，非
常喜欢她诗中写到的一些细节，和这
些细节中所蕴含的不寻常的意义，就
像波兰诗人米沃什说的那样：“她在诗
中是弱小的。她的诗只是一句碎
语。”读这样的诗，能于细碎的物事之
中，体悟一种不寻常，这需要某种程度
的心灵上的契合。这段时间，又开始
重读辛波斯卡的诗了。在她的诗《云》
中，我看到：“而云对/人间的事务/漠
不关心。”“它们傲慢的队列，安闲地漫
游于你的全部生活之上，以及我尚未
完成的生活。”我忽然想，云真的是在
生活之上吗。

辛波斯卡的诗句，让我有了某种
思考，关于云，也关于生活。我一直是
喜欢云的，从少年时代开始，喜欢看
云，因为喜欢，也写过一些与云有关的
文字，现在想想那些简单的文字，只是
关于云的一些印象，那样肤浅，那样流
于表象，虽然连一点强说愁的意味都
没有，却又是那样的满心欢喜。

春天的云，是多情的，翻涌如潮
带着雨而来，连绵浩荡逐春草而远，
人间便有了喜气洋洋的气象，大地，
山川，草木如此，我们也是如此。在
水墨般的灰云之下，停不下的是连绵
的春雨，春雨细如丝，润物悄无声。
云浓淡有致，绵远无期，让云下的世
间万物静默而又安稳。春天的山间，
云线和雨连在一起，缠在山间，云在
我们之上，又在我们之间，它让生活
充满希望，它又在偷偷地窥视我们的
生活。

夏天是看云的好时候，我曾专门
爬到山上去看夏天的云。在山上，看
见涛走云飞，或是层叠的雨云时，要赶
紧下山，在暴雨雷电来临之前赶下山，
这样暴烈的云雨，是应该在山下，在安

全的地方去看的。在山上，只宜看闲
散的去，也可以看雨后飞散而去的白
云，它们虽然善变，却脾性温和。暴烈
的夏云像侠客，或疾行暴走，或挥雨如
瀑。或堆叠涌起，都有万千气象。从
变幻的夏云中，能看出一种真性情，像
某一类性格的人，处处透露出干脆豪
爽来。

秋云如才子佳人，会写满天的锦
绣文章，也会长袖广舒，抛洒薄如轻纱
般的曼妙柔软。有时，一抬头发现蓝
天之上，了无云的踪迹，唯见天际空旷
高远。抬头不见云，心才真的会空无
所依。天上有云在飞、在流、在聚、在
散，我们才会安心地低下头来，行走于
大地之间，忙碌于生活之中。

冬日，欲雪的铅云曛黄，是一种心
中复杂的况味，最深沉，也最难解。白
居易写《问刘十九》时，心里大概也空落
落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
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要下雪的天气

里，我的心里也会感到孤独和压抑，盼
雪又怕雪，也常会想起白居易的这首
诗，想起他的好友刘十九，想起我的一
些朋友，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有没
有看见天上欲雪的云，有没有想起我。
天上的云会散，一朵云不一定知道另一
朵云所在的位置，也不知道另一朵云的
心中包含着多少雨滴和雪花。同样，没
有人会知道此刻你在想什么。云不在
意另一朵，人又何曾真的了解另一个人
呢。

云在斜射的阳光下，灿烂成霞，那
是一朵云的高光时刻。朝霞最是娇俏，
如东邻的小妹。很多个夏天的清晨，我
多么盼望早点见到东方的那一抹朝霞，
见到朝霞带来的光芒，它可以驱散一个
放牛娃心中对于熹微晨光的恐惧。而
晚霞最是多情，像情人善睐的眼眸，每
望它一眼，都恨不能沉浸其中，我记不
清自己站在长江的岸边看过多少回晚
霞了。

云是天上的河，一条会伤心会流
泪的河，它会嘤嘤啜泣，也会泪雨滂
沱。云会在天上将小而细密的心思凝
结，凝结成晶莹的雪花，任它们飘飘洒
洒地降临人间，看看世间的万物，看看
人间的烟火，它们不怕被泥污，也不怕
最终消融的后果。那些雪花，看过了
风景，也就了结了云的一点小心思，它
们依然会在天上飘过，依然高高地停
留在生活之上。

云永远在我们的生活之上，它
们不会为谁来与往，也不会为谁停
留。于生活之中，抬头看看那些飘
过的云，保持一种仰望的姿态。我
相信，虽然云在生活之上，我们深陷
生活之中，而偶尔间，一抬头看见天
空中飘过的一朵云，便足以点亮我
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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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放牛，对炊烟最是痴
迷。傍晚时分，坐在秋叶染红
的山坡上，老牛埋着头嚼着草，
时不时打个响亮的喷嚏，西山
拽着依依不舍的夕阳，给山下
的小村镀上一件大紫大红的裙
边。老农荷锄而归，鸡鸭嘎嘎
入圈，村巷人影婆娑，乡村沉静
恬淡，宛如一幅古典而又幽然
的水墨画。此时，炊烟好像心
有灵犀一点通，约在一起从各
家各户的烟囱里冒了出来，有
的长袖袅袅，娉娉婷婷；有的粗
犷豪达，膀大腰圆，或浓或淡，
忽高忽低，在牧童晚归的竖笛
伴奏下，一通农家味十足的乡
下芭蕾，便扭出了小村的无限
生机和旺旺的人气。

长年累月与灶膛和柴火打
交道，母亲最懂炊烟的脾性和灵
性。母亲说，这生火做饭，如果
用的是山上采下的坚硬木柴或
茅草，韧性好，耐力强，这生出的
炊烟，就会纤细纤长，雪白干净，
在天上也会爬得又高又远，如一
柱擎天，久久都不会散去；如果
用的是稻草和秸杆类，水分高，
耐力差，这生出来的炊烟呀，就
会又浓又黑又粗，刚出来时声势
浩大，威风八面，但在天上爬不
了几下，就会跌落下来，还会呛
人。这炊烟除了与生火用材的
质地相关，也和女主人的性格相
关。这性子急的呀，就想一口吃

上现成饭，前一把火还没有烧
尽，这后一把火就急不可耐地往
灶膛里添，这生出来的炊烟就会
粗细不均，浓淡不一；女主人性
子平和的，生火做饭如慢火烹江
鲜，不紧不慢，恰到好处，这生出
来的炊烟就会线条明朗，细远绵
长。光看炊烟，母亲就能分辨出
炊烟的姓氏来。

一部蕴涵着丰富生活哲理
的乡村词典，被母亲说得津津有
味。

记得还是在上中学时，那时
大多学生都是步行走读，一早就
要赶十几里山路到校，炊烟总是
伴着母亲第一个早起。天刚刚
蒙蒙亮，吃完母亲做好的早饭便
和伙伴结队出发了，草尖上的露
珠清澈透明，还在轻轻做着月光
梦，田野里雾气弥漫，东一朵西
一朵的白色蘑菇，诗意而浪漫。
和伙伴们走出几里地，立在山岗
上，回头一望，这时村里的炊烟
一个个都起床了，在小村的上空
闪转腾挪，铺陈排比，开始舒展
活动一天的筋骨。看上去，它们
团结友好，不分赵钱孙李，合力
结成一股，纤纤袅袅，如烟如诗，
恰如《诗经》里那位头顶白露，蒹
葭苍苍，在水一方的白衣翩翩女
子，目送着我们这群迎着朝霞的
上学郞。

朔风吹来了白雪。踩着咯
吱咯吱的雪花放学回家，老远就
看见了老屋顶上的那缕炊烟，白
净干爽，身姿挺拔，笔直纤细，挥
着手势向我打着招呼。这是入
冬之前，母亲早就备足了山上砍
下的木柴，生完火，做完饭，余下
的炭火还很有嚼劲，敛入火盆，
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寒窗苦读
的夜晚。

如今，炊烟也像母亲一样，
老了，瘦了。

但我始终认为，炊烟是诗性
的，是生命的，是有根的，深深地
嵌入了村庄的骨髓，也深深地融
入了我们的血脉。有炊烟在，乡
村就在；有炊烟在，亲情就在；有
炊烟在，母亲就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