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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里回望冬天，仿佛岁月的卷轴
多收了一份厚重在画中。

每个冬天都会有大雪光临，往往，早上
开门往外一看，大雪就堆满了眼睛，大批的
雪正以轻盈的姿势，从晦暝的天空，一颗颗
地落下来，如同孩子的小手指，连续不断地
砸在人间的房顶、树枝、院子，以及冬麦地、
流水的河沟，远远近近的山峰、低岭和草冈
之上，好像一场寒冷而又温情的抚摸，使得
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内心一片新奇。大
雪之后，不论往哪里看，看什么，都是白
的。雪花的一视同仁体现了天地的慈悲
与公允。父亲弓着腰，几乎呈九十度，拿
着竹制的扫帚扫雪，他的这种姿势让我想
到射往地心的弓。我踩着咯吱咯吱的积
雪，拿了铁锹或者另一个扫把，和父亲一
起扫雪。

如此一个早晨，父亲就扫通了往村里
和去小卖部的路，积雪被他推在一边，中间
是薄雪细密的一条小路。爷爷早年失明，
奶奶又裹着一双小脚。往往，扫完了我们
家的雪，父亲翻过西边的山岭，到爷爷奶奶
的家去。奶奶先拿出好吃的给他吃。父亲
也不客气，坐在爷爷奶奶的土炕前，像个孩
子，吃了东西，然后再去扫雪。

天一放晴，不用一个上午，日光就把阳
坡上的积雪一扫而光，远近的山坡和天地
都是湿乎乎的，颜色有些发黑，我知道，那
是雪水的浸润。日光会再度使得它们灵魂
飞升，但雪水渗入泥土和石缝的动作，让人
觉得了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美感与虔诚。

只要有雪的地方，融化就是一种使命，
一种义不容辞的献身与润泽。再一年的冬
天，又是一场大雪，早上起来，远山近野一
片洁白，一切坑洼与焦黑的地方，都被雪装
填和涂抹得起伏有致，分外好看。

我们家距离中学六华里的路程，刚走
了一半，雪又下来了，而且很大，远山近野
白茫茫地，一个人都没有，就连夜夜嚎叫的
狼，也没了它们任何的踪影和声息。我蹚
着厚达膝盖的大雪，沿着公路，一步一步，
艰难地往学校的方向挪动。此时的公路
上，连一只兔子的踪迹也难以看到，唯有乌
鸦在落雪的树枝上呱呱叫喊。

我跨进校门，却发现同村的同学基本
上都没有来，仅仅距离学校近的十几个同
学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老师看了看满身白
雪的我，好像在看一头突然闯进教室的小

狗熊。同学们愣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带头
哈哈笑了起来。我站在门口，冻红的脸逐
渐发热，继而发烧，看看讲台上的老师，再
看看其他同学，一时不知怎么办好。

下午放学很早，我一个人往家走；路上
的雪更厚了，已经到了我的腰部。我走到一
片坟地的旁边，天色也暗了下来，好像故意
跟我作对一样。我害怕极了，也不管扑面而
来的纷纷雪花，哭着喊着，一脚迈出去，陷下
去，再拔出来，身子斜成七十度；就这样双脚
交替和趔趄着，奋力向家的方向走。

茫茫雪野之中，天地无声，唯有雪花不
停地打在我的额头上，那种声音，很轻，但
在我的内心里，却好像某种力量在持续敲
击。天色越来越暗，尽管大雪使得眼前明
亮，可我总是不由得想起群狼趁着雪夜到
处捕猎，甚至会对人造成伤害的各种道听
途说。

我觉得害怕，正要哭出声的时候，忽
然听到有人喊我名字，有点隐隐约约，恍
恍惚惚的感觉。一听就是父亲。听到他
声音的刹那，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放声
哭起来。父亲走到我身边，说，没事，爹背
你回去。然后蹲下来，让我趴在他背上。
父亲嗨呀一声，站起来身来，一只手拖着
我的屁股，叮嘱我要搂紧他的脖子，双脚
轮番插入厚厚的积雪，再拔出，再插入。
不一会儿，我的胸脯升腾起一股温热的力
量，我知道，那热量和暖意，来自父亲的后
背，更来自父亲在黑夜的大雪中，背着他
儿子回家的慈爱与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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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天，春暖花开，去昌江看木棉花
都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旅友微信群里，总有朋友在问答，你去
昌江看木棉花了吗？我去了。我还没去。
我正想去。一时之间，几乎形成一种风气，
一种诱惑，甚至是一种压力。如果有谁还没
去看木棉花，就觉得是一件憾事，让你不得
不挤出时间去一趟，好在群里有话说。

这几天，天气转暖，我正打算去一趟。不
料，省作协也正组织以“春暖花开，昌江木棉
红”为主题的釆风活动。我心想，怎么这么巧。

通往昌江县宝山村木棉花风景区的路
上，路的两旁，树木葱茏，各种鲜花尽情地开
放。目光所及，尽是春天的景色。

一条曲曲弯弯的水泥路，通向木棉花风
景区观景台。

站立在观景台上，背面是大山，正前方
是丘陵地，右前方是山坡。木棉树稀疏地生
长在丘陵地与山坡上。此时木棉花开得正
旺：大红，紫红，橙红……在密密层层的绿荫
中，放眼望去，像是一幅油画，很是壮观。

几乎每一个游客的手中，都拿着手机，有
的还拿着照相机，甚或是摄影机。他们都将镜
头对准眼前美丽的景色，不停地按下快门。我
心想，我要是画家该有多好。我会把眼前这美
景画下来，挂在书房里，无论何时，都可品赏。
很遗憾，我不是画家。我手中的手机，即便能
拍摄，但镜头无论如何也框不住这样广阔的场
景，更无法淋漓尽致地表达情感世界。

有游客说，来得正是时候，这几天，是一
年之中观赏木棉花的黄金时段。要是来早
了，花还没开好，要是来晚了，花已经开败。

说得没错。我去年也来过，来早了，花
还没有开好。今年来得正是时候，花开得多
繁盛！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很多作家似乎还没
有离开之意。文友阿珍说，在这个景区观景
台上，只能眺望，待会去坭下村昌化江畔，在
那里，可以行走在木棉花树下，近距离地观
赏，那又是另一番心境。

我有点迫不及待。我对她说，坐我的
车，我们先走。

坭下村昌化江畔，木棉树成排成片生
长。在人行道边，在停车场隔离带及周边，
在江畔……但无论生长在什么地方，每一棵
木棉树，都在炫耀着自己所处的鼎盛时代。
树上的花朵，像是一只只火红的号角，仰头
长鸣，在微风中，颤抖地诉说着自己的喜悦。

游客行走在木棉花树下。他或她，就像
是在花市里赏花，在这棵树下看看，拍拍照，
在那棵树下看看，拍拍照，再走到另一棵树
下仔细端详一番，一边看，一边拍照。贪心
的游客，还伸手把树枝压低，仔细看花瓣中
的花须及附在花瓣与花须上的花粉。有的

游客还翘起鼻子嗅一嗅……如此鲜红艳丽
的花朵，要是在花市，喜欢了，掏钱买回家就
好。但这里不是花市，真是徒唤奈何！

走到江畔，江对岸的木棉花，红得像是
染过一样。有风，花在动，成片的花朵如潮
水一般，在夕阳的照耀下，似波浪在蠕动，在
翻腾——这是一种生命在不断地向四方扩
展。此时此景，无论古人今人，再美的词句
都无法表达出眼前的动态来。

江岸边停靠着很多游船。江面上游船
来回穿梭。

我突然想乘船去观赏两岸风光。我相
信，沿岸一定也有木棉花。我想去那里听一
听木棉花诉说的，到底是过去还是将来。

江水碧绿。江风拂面。浪不大，游船慢

速前行。
本以为，游船到了对岸会靠岸，让游客

上岸观赏岸上那一大片木棉花，没料到，船
行至江中，便调头往下游方向走。游客们无
不感到遗憾。

但是眼前的风景，立即吸引着船上游客
的目光。我这才发现，原来的遗憾是给欣喜
铺垫。

两岸绿色覆盖着山岭。木棉花在绿树
丛中，显得格外耀眼。只可惜，在层层层叠
叠的绿色中，木棉花只成为一种点缀。

有游客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大声说，看，
远处那山，这不是桂林山水吗？马上有游客
回答，那就是东方名胜俄贤岭，风景堪比桂
林山水。

听说再往前走，就是东方大广坝了。开
船师傅大声说，往回走啰！说着，调转船
头。就在这时，我看见一座山腰上，竟然有
几棵木棉树开着粉黄色花朵。我心里在问，
这是稀有植物吗？我赶紧拿起手机，把镜头
拉近，从不同角度拍下这粉黄色木棉花，当
即发到旅友微信群里，立即引起热议。

上岸后，路过江畔观景台时，听见有游
客在议论：一个说，今年的木棉花比去年开
得好。去年的木棉花开得比前年的好。另
一个说，不怕花落去，明年花更好。

好一个明年花更好。
记不清是哪位诗人写的：春光似海，盛

世如花。

老家在幼年的记忆里是一条怎么走也走不完的沙土
路。至今依然清晰记得，父亲领着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头
顶是北回归线以南的骄阳酷日，脚底下是又松又软的沙
土，踩一脚能戳出一个坑窝窝，走几步要脱下鞋，磕去鞋
里硌脚的沙子。

老家东村，位于海南岛的东部大海边。因为近海，老
家地表覆盖着的大多是松散且贫瘠的沙土，土质除了适
合杂草和灌木生长，无法给其他农作物一丝一毫的养分
养料。在这里，土地的贫瘠派生出一种崇尚游走四方、到
外面的世界闯荡打拼的习俗文化。父亲的哥哥、我的伯
父就是在十岁出头的年纪加入到了下南洋的行列，中间
有过一段短暂的返乡娶亲，其余的大半生就留在了被村
里人叫作“暹罗”的异国他乡。父亲也是十五六岁离开
的老家，由头是参加革命。他改名不换姓，一直在家乡
以外的地区穿枪林冒弹雨，直至革命胜利后到了海口，
在海口安身立命、成家立业，干着革命的事业，生养一
干儿女。

此间始终留守在老家的是爷爷奶奶。爷爷人称“白
须公”，村里流行一大箩筐关于他的传闻趣事。我出生前
的一两年爷爷就去世了，和未曾谋面的他的第一次交流
是在老家的老屋子，一件老柜子的抽屉里，几十个空空如
也的火柴盒。我看着这些码得整整齐齐的火柴盒子在
想：爷爷为什么要收藏这些并不值钱的物件？想出来的
结果是和我们家崇俭至极的习性有关。

小时候的老家就像一座绿色城堡。你沿着一条老长
老长的黄土路走，兀地一座各种绿色植物堆砌起来的庞
然大物横在面前。觅一处枝叶稀疏点的口子，钻进去，两
边绿树杂草簇拥。走着走着看见一座低矮的房子，你眼
前豁然闪亮，房子的屋顶上绽开一块树叶勾勒出边际的
天空，光明仿佛从另一个世界照射进来。村子小，户与户
之间大都相隔不远，但是要串门往往要东拐西拐地绕过
许多绿色屏障。我家老房子前面是一片长着高高低低树
木的小树林，踩着杂草与枯叶穿过树林就是村子的边
了。这里有一道树木和藤萝垒起的密密实实的高墙，村
里人说，“墙”后有我家的一块水田。若干年后，村里人建
设美丽乡村，他们砍去村子里的杂草、藤蔓和灌木，我才
有幸一睹我家水田的芳容。

砍伐掉那些绿色的枝枝蔓蔓，老家变得开阔敞亮，村
子变大了，人也似乎变多了。村子中央的排球场上，下午
的时段是吆三喝四的大老爷们，隔着一张球网楚汉相争；
夜幕降临便会聚拢来一帮大婶大妈，就着华灯初上开启
一段抑扬顿挫的广场舞。

老家人披荆斩棘，开环村公路，砌水坝修水田，建文
化室球场，实打实地建设自己的家乡，同时也不忘来文的
一手，做起了文化建设的文章。某日他们把一叠打印好
的族谱放在我面前，令我着实刮目相看。毕竟，以一个村
为单位编撰族谱的并不多见。于是，我大包大揽地把此
后书册的装帧设计、排版印刷等费用都承领了下来。

和老家人接触多了，也常有意见相左的时候。譬如
村里的环境建设，他们总以为硬地面积越多越好，家家户
户的前后左右都铺上了水泥地板。我反复讲，土地也是
有生命的，也要呼吸，把整个村子都用水泥封上，它怎么
喘气呢？村里人听了不置可否地呵呵一笑，而水泥地面
依然是不断地在村里蔓延，逼急了村民会告诉你：水泥地
板好打扫，干净！

我家的老屋在超强台风威马逊光顾后，墙壁破裂、屋
顶见天，被镇政府鉴定为危房。在我看来，村里的老建筑
比起那些现代楼房来说要好看得多、要有价值得多，因此
打算花些钱将老房子修缮修缮就了事。可村里人听了直
摇头，有人给我提了三个问题：那么低矮窄小的老房子，
你能住吗？修缮老房子的资金远远高出建新楼房的，你
承受得了吗？老家的老房子随处可见，你那一栋又值几
个钱呢？好犀利的说理分析！我只好纳谏称降——拆老
屋，建新房。

对于房子周边的树，村里有人建议，凡新房规划到的
地方，都砍伐掉。这点我不能苟同。这些树，特别是那几
棵龙眼荔枝，虽说我打小就没见过它们结果，但树龄都在
我的岁数之上。这些年，海南岛上的龙眼荔枝都被改良殆
尽，说不定这几棵还能登上海南野荔枝野龙眼的稀有名榜
呢。我和家里人商定，新房依树而建，围墙绕树而走。

仿佛是某种因缘感应，这一年，老家屋前屋后的荔枝
龙眼都结满了果，一树的果实在枝头摇曳。我惊喜地让
邻居采摘些许，分送给住在省城的姐弟。邻居说了，不单
是我家，今年村里的果树都开花结果了，那是因为村里不
让捕鸟了，鸟吃虫，没有虫子祸害果树，荔枝龙眼也就丰
收了。我听了更是欣喜，这说明老家那片小村落生态环
境变得越来越好，已经不仅是人居之地，也是鸟类的栖
所，自然万物的天堂。

黄昏，我移步走进尚未落成的新屋。二楼上，游目四
周，左手边，村民新盖的楼房在夕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右手边，一栋一栋的老房子躺在绿树的怀抱中静谧而安
详；眼前的荔枝树梢微微摆动，是风来了。我闭上眼，一
任风的抚摸，隐隐约约，听见风中孩童断断续续地嬉戏，
听见他们的母亲高声地叫唤，似乎还有鸡鸣、狗吠……我
继续闭着眼，脑海升起一缕炊烟，袅袅，我不由得在心底
喊一声：东村，老家！

是谁发现了这个秘密
从村边经过的火车总会放慢速度
和路旁的木棉花深情对望
然后，在一片火热的拥抱中
开往盎然的春天

当火车和木棉花、田野相遇
僻静的村庄变得热闹欢腾
阿哥阿妹手挽着手，把情歌对唱
一对老伴开怀大笑，与木棉争春

我站在木棉树下
想象一场浪漫的爱情

与木棉争春
■ 卞王玉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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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回家路上，道畔袅袅桉树林，蝉
声乍起，低低伏伏，若隐若现，一会工夫就
没了。回到家，在平房楼顶，眺望村景，又
听见蝉声飘来，高亢，嘹亮，激越，循着声音
查看来源，原来是家附近的高树深处。

蝉声，年幼时，无视它的存在，在“嘤嘤”
如雨的蝉声里，忙着捕蝉、玩蝉，兴趣盎然，余
味无穷。至年少读书，学业正紧，前途在即。
每到正午午休时候，蝉声“知呀知呀”，拖着长
长的腔调，宛如鲁迅《社戏》里那个坐下来唱
了好久的老旦，令人厌烦，遭人嫌弃。有时实
在忍受不住，起身往树上踹两脚，蝉声立即止
息，然当你返身，长鸣复起。反反复复中，睡
意全无。

之后，离开农村，辗转城市，每年夏日，
盛夏炎热，蝉声却消失了。不知是我的兴
趣转移到别的事物、新鲜的事情上，忽视了
它的存在，还是蝉声根本就没有出现。

不过，现在，随着生活日渐稳定，蝉声
悠悠再次闯进我的耳膜，在心田游玩。听
饱了，我钻进古代诗词里，想在古人文字
里，聆听蝉声，渴望聆听到人生的哲思。

孩子背诵袁枚的《所见》，“牧童骑黄
牛，歌声振林越。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
立。”声音清越，带我回到捕蝉的孩时。“蝉
躁林愈静”，每当走在城市钢筋丛林中，刻
意去寻找这种清幽心境，也有浅浅收获。
倒是辛弃疾的“清风半夜鸣蝉”，却是无缘
相逢。

古人认为蝉栖息高树，餐风饮露，是不
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或是高风亮节的居士。
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写囚禁处高槐树上

“蝉声唱”，引“南冠客”思绪万千。李商隐则
在《蝉》里说尽了诗人的两袖清风。

一天看到一文友发朋友圈，他说，人到
中年：不比钱财，不比儿孙，不比婚姻；不说
坏话，不说闲话，不说怨话；不忘初心，不忘
亲情，不忘恩情；不争长短，不争是非，不争
风头。他说他自己还有：不虚荣，不妄念，早
睡早起，锻炼身体，少玩手机，多读书学习。

我想，人到中年，不惑之年。人生中什
么最重要，应该很清晰，不再有所困惑。钱
财，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婚姻，
是两个人的事情。坏话、闲话、怨话，长短、
是非、风头，只会带来坏情绪，不利身体。
唯有做事的初心，亲情和恩情，才是人生的
至宝。“子欲养而亲不待”之类的悔语，让人
听罢，无语凝噎，其实更多的是慨叹。人生
不必等，等着等着，花儿就凋谢了。心动不
如行动，侍奉双亲，心到行更要到。

伫立深深庭院树下小歇，蝉声又起，攀
着声儿，往枝叶繁茂处，寻觅，却不见蝉
影。中年入耳的蝉声，加入了人生这一况
味，勾人咂摸。

海南岛，比水年轻上万年的海南岛
以自己的魅力风姿美丽了整个世界
海南岛，是老子宇宙里的一粒瑰宝
在万顷的碧波中一尘不染熠熠生辉
海南岛，你是怎样的一个海南岛啊

不问你从哪来来了就是最好的回答
也许是女娲补苍天留下来的五色石
让万物有了灵气有了爱情繁衍生命
也许是上天留在大海的第三只天眼
看护着世界风云的变幻和风生水起
也许是上苍馈赠大海的一枚心脏
让海洋生生不息让三千界活力高涨
抑或这是上苍滑下的一颗温润的泪
孕育万物，彼此有情有欲有种有悲悯
抑或这是汤谷十个太阳诞生的地方
没有雪和冬天只有阳光和万物生长
拔海而起的海南岛哟不是一个传说
创下一个个奇迹，成为不变的现实
如今，以大海的手打造自由贸易港
让九天看到岛上大风起兮云飞扬
海浪拥抱了上千上万年的海南岛哟
春风里生长着一拨拨说不完的故事
让风去说让雨去说让我的大海去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岛上
当金乌从海底飞出我就牧牛于荒原
当银兔漫步田野我就鞭羊暮归梓里
阳光在草尖上点燃，日子在碗边游离
在卧剥莲蓬负日多年以后我才发现
我家门口漂泊着一条出海的船
这条船有着风雨的分量和海的声音
隐隐约约的纹理是袅绕大地的炊烟
还有我的父辈弄潮耕海牧渔的身影
以乘风破浪姿势在风雨中踏浪前行
而我呢，独坐在不慌不忙的月色里
与老子以春水煮茶在碧溪垂钓春秋
在麒麟出现的地方牵黄看凤鸣幽谷
聆听山涧的泉水在鸟语花香中流淌
当饮露的知了在南枝上高鸣于天下
我就来到大海上与渔父杯中见天地
当李白的月照亮秋水我已慢慢长大
当绽放的梅花悄然地飘出一缕清香
我已发现村子里的春天从冬天开始
还有一颗我母亲滚烫的泪在阳光下
于是我穿过子美的风和易安的庭院
带着一枝海棠一朵郁金香走向大地
追逐天际线下田田稻花香里的蛙鸣

海南岛，不是传说
■ 李孟伦

诗路花语

春天，什么是重要的
■ 黄辛力

春天，暖阳是重要的
斜射也能直击冬的心脏
摧毁一切的冷酷
让一些事物在涅槃中重生
比如枯木
比如铁树
燕子衔着泥土重筑新家

春天，柔风是重要的
风的纤指轻抚着大地
万物被激灵
松鼠、蜂鸟都抬着头
为各自的族群代言

春天，细雨是重要的
缠绵中抵达爱的温床
让生命感动
兴奋地表达向上的情绪

春天，色彩是重要的
色彩是隐喻是标记
在窗台，在街边
在园里，在乡下
在门前屋后
在漫山遍野
都被贴上浓浓的符号

春天，农事是重要的
牛牵着犁耙
画出了农民的新思路
种子在风里飘飘洒洒
等待潜伏后的精彩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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