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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航，1997年生于海南澄迈，2021年7月毕
业于海南医学院，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见
于《诗刊》《星星》《飞天》《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
等刊物，曾获第六届徐志摩诗歌奖、北大未名诗歌
奖、南大重唱诗歌奖等。

办公室里的文件瞧见我，认准我
落在我的手中。这零散的模样需要我
帮他整理明白。背阴之处选择我
留有一小块空地，让我熟识
清晨的沙音。我蜗居在打印机旁边
粗糙的声频告知我
窗外的雨要加班至傍晚
初来乍到，还有许多快递待我去领取
端茶倒水，树枝打鸣，是轻柔的
我望着远处潮湿的背影
晚风喂养空荡，背影入雨如注
他吸引我，他踏过我微小的浅水滩

◎傍晚印象
搁置一天的伏案，黄昏先用嘈杂结束
忙碌的生活。城市的咽喉吐逆人潮
南海大道的风紧握枝条，派遣灯光倾泻
拥挤的日影流动着，往周遭快速散开

我步入十字路口，停滞在日色的边缘
红绿灯将坐落于夜晚，调整世界的喘息
万物随时间的走势，都逐渐放缓身姿
升起轻盈的暮云，静默于月光

我捕获到的宁静，是在咖啡屋中
苦涩里有香气丝滑入口，茶桌摆上本诗集
简易的空间即是我的自由，这里也没有
海浪将我推向水中央，浸湿我的裤底

每天的这个时刻，我才能找到自我
我创造一片森林，动物们大多已经睡去
所有的声响不再闻及，远山幽暗
有一只野兽，跑到林中空地，看星星

◎微光都有归属地
更多的水浪相拥，创造出
优美的黑白键。你涌动无声的阳光
对外打开热情的天空
海风免费，椰林免签
热带鱼游弋于海的浪漫主义里
此时的我更清晰地辨识到
海鸟的不同鸣叫：
飞临在雨林的辽阔中
自由的羽翼
是修饰百花的不同色泽
更多的水浪齐放，更多的清晨
沙滩传来可爱的蔚蓝
我翻阅这片海洋：
喝着椰汁，吃着烧烤
每束微光都有自己的归属地
每次抵达，海水正体验着
所有响亮的贸易风景

开栏的话：即日起，文化周刊·椰风增
设新栏目“大地岁时”，主要刊载著名作家
傅菲关于自然领域的散文作品。傅菲，江
西上饶人，二十一世纪初迅速崛起的散文
名家，专注于乡村和自然领域的散文写作，
出版散文集《深山已晚》《元灯长歌》等20
余部。

蟋蟀鸣叫，夏夜凉了下来，大地上的溽
热在消隐，枳椇原本软塌塌的树叶竖直了
起来。其实，蟋蟀在白天也鸣叫，兮兮兮，
清亮悠远，但鸣声被黄莺、强脚树莺、画眉、
鹊鸲等鸟类的啼叫淹没了。在鸟鸣的间
隙，蟋蟀声被风送了过来。

在林边常居，蛾蝶和甲虫从窗缝神不
知鬼不觉地飞进来。有一种甲虫，翅膀深
棕色，头青棕色，触角深黑，尾端浅棕黄，飞
起来吱吱叫，在墙角盘旋，在桌下盘旋。我
辨认不出这是什么甲虫，凌晨时，便死了，
散发一种植物腐烂的腐臭气息。我捡起甲
虫，装在玻璃瓶，摆在窗台晒，晒一日，甲虫
干瘪如茧。一个星期，可以捡一瓶甲虫。
蛾扑在门框顶上的玻璃窗，噗噗噗，撞着玻
璃。第二天早上开门，见几十只蛾散落在
台阶上。蟋蟀也来到我居室。

夜静了，在冰箱下在书柜背后在床下，
蟋蟀发出了兮兮兮的鸣声。蟋蟀的翅膀有
锉状的短刺，相互摩擦，振翅，发出一种和
悦、甜美的声音。兮兮兮，兮兮兮。我安坐
下来，静静地聆听。我交出耳朵，彻底安静
了下来。假如我愿意，可以一直聆听到窗
外发白。

我是一个对声音比较敏感的人，对溪
声、鸟声、风声、雨声、虫声入迷。闲余之
时，我去荒僻冥寂的野外，在溪流边驻足，
在林中流连。我是可以在溪边坐一个下午
的人，凝视水波。流水声从琴弦上迸发出
来似的，激越、清澈，淘洗着我的心肺。流
水声是不可模拟的，简单往复，节奏始终也
不变。入耳之后，又是千变万化，似群马奔
腾，似崖崩石裂，似珠落玉盘，似瓦檐更
漏。蟋蟀声也是这样的，兮兮兮，一个单音
节，圆圆润润，一直滑下去。作为自然之
声，每一个听力正常的人，都非常熟悉蟋蟀
的鸣叫。

夜深休憩了，蟋蟀还在叫。朋友与我
通电话，问我：你在哪里啊，怎么有那么浓

烈的蟋蟀声。朋友似乎觉得我不是生活在
凡尘，而是荒山野谷。我说我居室里就几
只蟋蟀，与我作伴呢。朋友说，那吵死了，
怎么入睡呀。我哈哈笑，很替朋友惋惜，
说：美妙无穷。

有一次，我好奇心突发，移开冰箱，挪
开书柜，四处找蟋蟀。蟋蟀是穴居昆虫，隐
藏在地洞，幽灵一样“昼伏夜行”。我要把
这个“幽灵”找出来，让它现出真身。我一
动木柜，蟋蟀就不叫了。它敏锐地感觉到
木柜的震动。我找遍木柜角角落落，也没
看到蟋蟀。我已浑身汗湿，坐在桌前喝
茶。我刚落座，蟋蟀又在书柜背后叫了。
兮兮兮。

与蟋蟀久居，但从没见过蟋蟀出来觅
食。蟋蟀是杂食性昆虫，吃草叶、水果和作
物。厨房有面条、大米、藜麦、绿豆、姜蒜，
我没见过它“窃食”。居室是地板砖，墙面
也是新粉刷的，找不出洞穴，蟋蟀不可能在
这里繁殖。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百
思不得其解。我楼上与楼下的楼层，均无
蟋蟀鸣叫。

楼上的住户很羡慕地对我说：你宿舍
里的蟋蟀能跑到我宿舍来就好了。

我说：不分你我，夜夜笙歌。
蟋蟀在10月孵卵，翌年4~5月孵化为

若虫。若虫群居，数天后成虫，属于不完全
变态昆虫。成虫离群索居，各自掘土为生。
蟋蟀喜阴湿，在草叶下、砖块石块下栖息。
在乡间生活过的人，都有捕蟋蟀的经历。

夕阳已沉，暮辉澄明，远山如黛。乌鹊

在梧桐树上呀呀呀叫。孩童握一个小网
兜，抱一个玻璃罐去田畴。田畴平坦，一直
向东向南斜伸，稻苗油青，河汊交错。在田
沟水沟，随意掰开草丛，便可以找到蟋蟀，
用网兜扑上来，塞入圆墩墩的玻璃罐。这
个玻璃罐是孩童的“魔术瓶”，可以装萤火
虫，可以装蟋蟀，可以装柳蝉。孩童用自行
车链条换麻骨糖吃，用塑料鞋换甜糕吃，但
不会用玻璃罐去换任何东西。装一只或几
只蟋蟀，孩童抱着玻璃罐回家，摆在卧室的
木桌上。孩童在昏暗的灯下写作业，蟋蟀
在玻璃罐里抖着触须，兮兮兮地叫。

这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也是一个令人
好奇的世界。孩童作业没做完，便扔下了
笔，对着玻璃罐发呆。蟋蟀的叫声多动人，
兮兮兮，如水浪在不知疲倦地翻卷过来。
蓝星在窗外爆裂，无声无息。月光朗照着
田畴，无数的蟋蟀在吟唱。牧歌和童谣，被
蟋蟀吹奏。

我现在就听着这样的牧歌和童谣。像
是在听《越人歌》。也像是在听“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夜越深，曲调也越轻灵。人在
这样的情境下，会退回，退回到一个自然的
状态下。人的自然性越充分，内心越放空，
人也越舒展。在生活的樊笼里，住得越久，
越渴望恢复自然性。或许，有时人所渴求
的，不需要灯红酒绿或鼓瑟吹笙，而仅仅是
屋角的一只蟋蟀，或窗前的一只白鹡鸰。

一日，我晒衣服，发现花钵里的一株三
角梅晒死了。这个花钵是我去年大雪天，
从路边捡回来的。三角梅被冻烂，根还鲜
活。我放在阳台上，给它浇水。过了初春，
叶抽了出来，翠翠绿绿。我两天浇水半碗，
分两次浇。入暑之后，我两天浇一碗水，一
次浇半碗。前些日，我去了一趟泰和，回来
时，三角梅死了。花钵里的泥龟裂板结，三
角梅活活枯死。我倒出花钵里的泥，用锤
子捣烂。我发现泥里有几个小洞，隧道似
的泥洞。我明白了，在去年，蟋蟀孵卵在三
角梅下，被我抱了回来，孵出了几只蟋蟀，
在我居室“潜伏”了下来。这真是一件奇妙
的事情。我捣烂了泥，装回花钵，用水泡
透，摆回阳台。我埋了5粒花生下去。花生
可年栽2次，我又得勤浇水。我不仅仅为了
花生，更是为了蟋蟀。蟋蟀在入秋的时候，
可以在花钵里孵卵，一年一个世代繁殖。

有蟋蟀在居室，是自然的眷顾。

范仲淹之苦读，历来为人
称道。《宋史·范仲淹传》载其
少时苦读，居醴泉寺，以水沃
面，划粥断齑，不以为苦。范
仲淹后到应天府书院求学，精
通书经，心中已有大志。公元
1014年，宋真宗驾临应天府，
当地万人争睹皇威，独范仲淹
仍埋头苦读。面对同窗疑惑，
他淡然以对：“将来再见也不
晚。”终于在第二年，他高中进
士，在京城见到宋真宗。坐骑
骏马，踏遍汴京，他慨然而叹：

“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馀。”
二十七岁的他，觉得入仕太
晚，一定要珍惜时光，以天下
为己任。范仲淹之苦志求学，
让人看到，淡定来自一心苦读
的奋进，来自胸怀天下的大志
向。范仲淹入仕，勤勉为官，
励精图治，时时处处以天下为
己任，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这淡定非一般人能学之。

淡定要有大勇气。公元
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
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但他
发现该地水患严重，便主动上
书，提议重修堤堰，造福当地
百姓，因此负责治理泰州水

患。这是个烫手的山芋，但他
不推诿，不消极，始终坚守在
抗洪第一线，不倦奔波。不幸
的是，当地遇上夹雪的暴风与
大海潮，使工程一再受阻，但
范仲淹毫不退缩，坚守堤堰。
有一次，洪水冲上堤坝、吓退
众人之际，他却临危不惧，在
激流涌浪中沉着指挥，激励了
当地官民，终于使绵延长堤横
亘在黄海滩头，保障了当地百
姓的生活与经商安全。

淡定要有大智慧，范仲淹
平定边患，显示出其不凡的谋
略。西夏军队对边疆的侵扰，
使北宋朝廷头痛不已。处于
贬谪中的范仲淹，临危受命。
他审时度势，整治军纪，凝聚
军心，屡创西夏军队，使其不
敢侵犯，又安抚百姓，鼓励生
产与经商，获得百姓拥戴。范
仲淹在征战中的过人胆略，使
西夏军队不敢轻易来犯，也获
称“小范老子”之誉，足见其平
定边患的淡定风范。

《宋史》记载，范仲淹初到
边塞，即稳固防守，并劝韩琦
不可贸然出击。韩琦不听，损
兵折将，始敬仲淹。而范仲淹
十日造起大顺城，像一颗楔子
一样牢牢“钉”死西夏军队，迫
使元昊和谈的神话，使小范老
子成为镇边之神。“人不寐，将
军白发征夫泪。”殚精竭虑，运
筹帷幄，才有疆场上的胸有成
竹，保得边塞安宁。

读宋史，读范仲淹，后人
看到的是一颗坦荡荡、不掩
饰、不做作、不媚俗的心，是有
抱负、有责任、有情怀的心。
穷，不独善其身；达，定要兼济
天下。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他
都淡然处之。

诗路花语

三角梅
■ 文博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如果以此为
题，如何画一幅画呢？

我会选择我喜欢的水彩，先肆意地
泼上一拨一拨的红，再随意点染一点一
点的绿。

我想说，我要画的是凤凰花。不画
树干，甚至不画树枝，只画那漫天的红，
那由一朵朵小花组成的狂乱的红。这，
就是怒放的生命。

凤凰花，永远燃烧在我青春年少的
天空，永远盛开在我15岁的校园。那
时，校园门口一左一右有两株树，开着的
是凤凰花，凤凰花，以及凤凰花。

一朵两朵三朵……无数朵。无数朵
凤凰花在枝头跳跃、追逐，那是怎样的闪
电，那是怎样的迷狂！

它们为什么要开在这个地方？因为
这里是青春的聚会。它们为什么要开在
这个季节？因为这是青春的盛夏。少年
的心，脆弱敏感又狂热，看到这两株凤凰
树，我第一眼就爱上了它们。

我要在树的旁边画上一栋楼，影影
绰绰的。那是一栋教学楼，隐在绿树丛
中。坐在教室里，只要侧头一望，就能望
见那一片火红的凤凰花。疲惫、忧郁、烦
躁，统统顿时消散。

课堂上，语文老师在念一位女同学
的作文：“凤凰花可食，但吃多了会醉
的。”对这一句，老师反复吟咏，最后甚至
闭上了眼睛，一副沉迷的样子。我听了
心生向往，她为啥能写得这么美啊？

这篇作文还写到作者小时候，和小
玩伴一起拿着凤凰花蕊互勾，花心不断
者为赢家。“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
斗草赢”，没想到，除了斗草，还有斗花。

我还要在树下画上一群少年。他们
在凤凰树下写生。那是一群中等师范学
校的学生，美术是他们的必修课。拿着画
笔，留着一头长发的男美术老师说：“生活
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刚下过雨，他指着树旁边的一小滩积水

说：“看，这漩涡也是美的。”我弯下腰仔细
观察，积水上有漩涡，漩涡上有一些泡
沫。积水是静止的，但从静止的漩涡可以
看出水曾剧烈流动。我受到一种难以言
说的震撼。有点脏的水，这里面也藏着美
吗？我以前怎么从没注意到？

因为写生，我不得不对一些细节进
行观察。凤凰花是一样的红，但叶子却
可以有不同的着色。树顶上的叶是淡
绿，下层的叶子是深绿。阳光洒在叶子
上，叶子的颜色又不太一样。怎样画出
阳光照耀下的绿叶呢？这让我很苦恼。
我用一些浅黄涂在绿叶上，但总是画不
出那种匀称和轻盈。

我画过水中的凤凰花。站在河边望
着，水里的花比岸上的花更美，那红色晕成
了一片。而叶的绿和花的红交织在一起，
没有了分明的边界。更美妙的是，一阵微
风吹来，水面漾开，花的红跳动了起来，一
圈红刚荡开去，另一圈红又涌过来。我寻
思，水中的凤凰花，不就是一幅水彩画吗？
那种朦胧的美，不正是水彩画的魂吗？

一朵朵、一簇簇、一团团、一丛丛、一枝
枝、一树树、一片片，红满天。望着凤凰花，我
常常想，是什么造就了它们的红？是夏天，是
云彩，是阳光，还是它们对阳光的追逐？

朦胧但又透明清新，欢快热烈但又欲

说还休，青春的元素，水彩画都有，凤凰花
里也有。 青春年少的天空下，凤凰花点
燃我心中的火，让我敢于梦想，敢于飞翔。

“校园里，凤凰花又开，无限的离情
充满心怀。”后来，听到一首关于凤凰花
的歌，我变得有些伤感。就在那个七月，
凤凰花下的所有美好，瞬间成为记忆。
我们在花下说再见，挥手间，凤凰花落了
一地。花落在少年头，花落在衣襟，花落
在脚下。“青春的花开花谢，四季的雨飞
雪飞”，少年初识了愁滋味。

有一位少年，曾和我一起在河上泛
舟，一起在凤凰花下背书。他如今已经意
外凋谢了，带走了我的少年时光。伤感上
多了沉痛。

很多年后，雨中误闯入一个村庄，转
弯处，突然出现成片的凤凰花。我心中一
阵惊喜，恍惚如回到少年时。那位凋谢的
少年，会不会也像这样，藏在哪个转弯处？

雨把花打落了一地，飘在积水上、挂
在草丛尖、碎在泥土里。“流逝的风流逝
的梦，流逝的年年岁岁”，有一首歌在我
耳旁响起。

时光流逝，校园里那两株凤凰树，已
经消失了，就像我的青春年少。那两棵
树，枝丫挽着枝丫，花朵芬芳着花朵，多
么美好的存在！望着它们，我曾有过疑
问，它们夜里会不会说悄悄话？如今回
想起它们，我想问，美好，可以倒叙吗，可
以回放吗，可以重来吗？

有一位作家说过，每个人的心里都
需要一个人、一棵树、一片草原、一间木
屋、一个故乡，也许不必真实存有，却是
一个不变的碑石。在每回想起，每次相
遇，有一点光、一点温暖、一点希望。

凤凰花，就是我内心的光和火。
人生，像不停奔跑的列车，但一看到

凤凰花，我总要停下来仰望。
此生，
即使站立悬崖，
也要凝视繁花。

春末，我去了一趟陵水新
村港，很惊讶那里的山海那么
纯美，风情如此独特。

先说南湾猴岛。这是与
新村港毗邻的一个岛屿，它三
面环海，从远处望去，只见岛上
山峦起伏林木葱茏，青山绿水
相拥，风光无限旖旎。从新村
港码头乘坐缆车出发，滑过碧
波涟漪的海湾，便进入南湾猴
岛。一下缆车，我立刻被无所
不在的猴子震撼着，它们有的
在树上荡秋千，时而从这棵树
跳到那棵树，在游人面前尽秀
自己攀援附木的硬本领；有的
像孩子一般装出一副虔诚之
相，蹲坐在路旁眼巴巴地看着
游人，希望游人能给它一些好
吃的；有的玩起了跳水，从高高
的石头堆上跳入水池中，不知
道是想泡个凉澡，还是想告诉
游人它们也能进行跳水比赛。
在这里，猴子们无拘无束自由
自在，比起当年花果山的老孙
和他那帮兄弟们还要开心快
乐。虽然猴多势众，但它们并
不仗势欺人，它们真诚欢迎来
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它们甚至
不要任何出场费便可以跟你合
影。在猴岛，我深刻体会到了
什么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从猴岛游玩出来，正值夕
阳西下，缤纷的霞光映红了半
个新村港。一艘艘渔船披着
霞光，满载着喜悦，从大海深
处徐徐回归港口。一只只欢
快的海鸥，在渔船中穿梭飞
翔，喜迎着捕鱼人的归来。我
见过一些地方的海港，但发现
没有哪个地方的海港像新村
港这么迷人。落日中的新村
港，山海共长天一色，蓝天，晚
霞，大海，青山，你倒映着我，
我映衬着你。最为独特的当
数海上的疍家渔排，密集而错
落有致地分布在海面上，顺着
航道一直连绵到海的深处，在
海面上构筑出一道奇特的风
景。正因为这些数不清的疍
家渔排分布在海面上，让大海
变成了一个水上城市。

真的是水上城市呀，你看

那海上的一个个渔排，多像都
市里的一座座楼房；你看渔排
中那纵横交错的水路，多像都
市里四通八达的马路；而在水
上行驶的船只，无疑是马路上
行驶的汽车了。在这水上城
市里，船只来往频繁，速度飞
快，但没有发生碰撞，这都源
于船夫驾船技术的高超，他们
把船开得飞快，当你听到那边
传来突突的马达声，抬头放眼
看去，船儿已经驶到你跟前。
当那道弯曲的水波像一条优
美的弧线迅速地拉长时，你不
得不佩服他们行船的洒脱和
船技的高超。

到了新村港，不上疍家渔
排去吃海鲜，那是白来一趟。
载我们上渔排吃饭的是一艘
带着绿蓬的小艇，船夫是个小
伙子，长得健壮黝黑，一看便
知是干这行的一把好手。刚
上船时，船身左倾右晃，让人
心里发慌，直到船犁浪前行
时，才感觉船平稳了下来，这
时恐惧已被快意所代替。此
时夜幕降临，海上的渔排次第
亮起了灯火，把远近的海面照
得一片通红。夜幕下的新村
港，来往船只影影绰绰，渔歌
唱晚，情深意切。

小艇在海上绕弯行驶了
大约十分钟，将我们送到了一
家疍家渔排。这渔排实在是
让人称奇，用大块的塑料泡沫
垫底，上面横平竖直地铺上木
板立起柱子盖上屋顶，整个渔
排便平稳地浮现在海面上。
在疍家渔排吃海鲜，名副其实
一个“鲜”字，不管你是吃鱼，
吃虾，还是吃蟹……味道都十
分鲜美。而更鲜美的是鱼粥，
是用气鼓鱼煮的，鱼肉清香，
粥汁蜜润，如此独特的美食，
别处不曾有，也不会有。

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十五，
月亮姑娘早已梳妆打扮出来
了。海上生明月，自有其风
情。山谷里的月，我在燕山见
过，她美得清幽；平原上的月，
我也见过，她美得凄然，像是忧
戚的女子；新村港这海上的月
呢，我是第一次见着，它美得温
柔，又带着些娇羞，月光柔情地
照在朦胧的大海上，使这水上
城市变得更加唯美。这时海面
上披烟裹雾，近处清明而远处
迷蒙，月光灯光柔和交错的幻
影，在海上编织出一幅五彩斑
斓的画卷，可惜它的美丽，被来
往的船只犁出来的浪不断地击
打破碎，碎成了千万朵花，又画
出了千万幅画。

看着这诗情画意的海面，
我顿然觉得，根本就不用到威
尼斯去寻找什么水上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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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梅始终低调地绽放着热烈

在路边，在原野上

在木棉树和凤凰树脚下

匍匐在地上荡漾春光

一片片的姹紫嫣红

如春潮涌动

春风拂过，朵朵花儿青春舞动

仿佛天上星星在大地上闪烁

尽情张开四季的臂膀

紧紧地拥抱这片热土

枝叶花茎怀揣着泥土的梦

眷顾着这片坚实的土地

不同于木棉花凤凰花在空中高调张扬

她谦卑地在低位仰望星空

用每一叶花瓣去聆听土地的脉动

花开的声音氲氤热土的气息

芬芳了万水千山

柔情而怀瑾握瑜

夏
日
的
海
南
，凤
凰
花
挂
满
了
枝
头
，红
红
火
火
，

极
为
动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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