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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花开了
一树绚烂夺目的火红
点燃了夏季

湾区因此
热烈而奔放

咖啡色的荷尔蒙
在洁白的沙滩上快乐地流淌
海风，炽热且多情
狂吻着
青皮林里的每一片叶子
飞鸟忘却了歌唱
斑驳的林荫深处
跳来跳去
顽皮偷听 风与叶的私语

凤凰花开了
也点燃了诗人的灵感
当诗句写满天幕
团团神秘的白云
是卷起来的团团诗稿
季风，不小心将诗稿吹落
海 被浸染出
天空一样的蔚蓝

涛声响起时
大海
是诗歌的朗读者

林江合，就读于清华大学日新书院，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诗歌发表于《世界诗刊》《诗刊》《诗
歌月刊》《中国诗人》《读者》等刊物。获第八届
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金奖、《现代青年》
2014年度新秀诗人、2016年度中国好诗榜“发
现奖”、2018 年度第三届中国青年诗人奖、
2019 年获博鳌国际诗歌奖“年度新锐奖”、
2020年获“海南文学双年奖”。第二部诗集《我
必须宽容》获评2018年度十佳华语诗集。

像被月光熏制过的青草
绿色在玻璃中绽放出紫蓝色的芬芳
我们把身子
压在这片紫蓝色的芬芳上
赌上万物的嗅觉
赌上灵魂
把千万英里黑暗背负
在岁月的平行中我们喝下它
为舌尖刻下容忍的英名
神圣的泉水奔涌而来
白垩纪的森林在千万年后拔地而起
我们看见远处粉蓝色的光晕
被月光熏制的青草摇曳
此刻世界沉静
勃艮第的光芒闪耀

◎唱歌
把头埋进道路的夜晚
走 走到手机挣扎最后一点电量嘶吼
脱水的一切从身旁掠过 褪去
死在这个夜晚的道路上
街角的灯光刺过我的心脏
柔和得像一曲不行进的歌
灰蓝色的云扎入脖子
痛感近似晚春时盛放的爱情
零下七度的北京
人们把自己
一下一下敲打进这个夜晚
月亮是赤裸的理想
高高挂着
你的牛奶猫
一双鲜活的眼睛死死盯住我
长河流过鸟笼，风轻轻响

在祖国的南海之滨，有一座美丽的
城市，她娇美如花，绽放在热带滨海；装
束若仙，飘逸在南国边陲；她胜似赤子，
激扬在火热一线。这里，便是传说中的

“诗和远方”，让人神往之城——三亚。
三亚是璀璨夺目的明珠，闪耀在烟

波浩瀚的南海。三亚因三条河流汇合入
海而得名，古称崖州，有海角天涯之意。
历史上，这里曾是朝廷流放官员的谪居
之所，是远离政权中心的蛮荒之地。世
易时移，如今的三亚，成为享誉中外、人
皆向往的热带滨海旅游胜地，是自贸港
的前沿阵地。你若身临其境，不由赞叹，
这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里绿意盎
然，生机勃勃；这里充满希望，前程似
锦。美妙如天堂般的三亚，就像磁石一
样，把天南地北的人们吸引到此。

有一种蓝，你见了就有挥之不去的
记忆，那是三亚的蓝。这种纯粹的蓝色，
是湛蓝湛蓝，天空没有云，没有风，蓝得
像一张纸，蓝得像一面镜子，蓝得像海一
般深邃。抬头仰望天穹，令人遐想，蓝色
深处莫不是天国，那里有天仙在舞动，有
圣灵在歌唱，空灵而奇妙的声音，从悠远
的高昂的头顶，传送到了耳际。天穹的
蔚蓝，倒映在开阔的三亚湾上，三亚湾连
着无边无垠的南海，整个海面都变得湛
蓝湛蓝，在晴空之下荡漾起伏，海韵律
动。只见海天之间，一百零八米高的海
上观音圣像，巍然屹立，她一面手持莲
花，一面手持经书，一面手持佛珠，仿佛
踏着轻云，徐徐飘来，她慈眉善目，布施
菩提，给苍茫大地送来慈悲和福音，那种
庄严神圣感，令人油然而生无比的敬畏。

三亚的绿，会带给你醉了一样的感
觉。酒会醉人，没想到三亚浓绿胜酒，这
里三面环山，一面抱海，鹿城春色深，碧
海连天远。由于地处北纬十八度，没有
冬天，山山水水碧绿欲滴，椰风浩荡。任
凭你高朗其怀，旷达其意，你会发现三亚
形似披着绿装的凤凰祥瑞，鹿回头是凤
凰伸展的头部和脖颈，东西两侧是凤凰
健硕的两翼，向北边绵延的山岭是凤凰
的身躯，这只硕大的凤凰神鸟，欲展翅腾
空，势不可挡，城市整个儿被罩在绿色双
翼下，荡漾在绿色海洋之中，确实令人震
撼。绿色里点缀着鲜艳的凤凰花，一片
片，一行行，一簇簇，也有一点点的，仿如
天上的云彩降在了人间。还有三角梅竞
放在景区，在路边，在房前，在屋后，在家
居的阳台上，娇艳夺目，格外有灵性，好
像开在心上一样美。在绿水静流的三亚
河上，白鹭齐飞，群起群落，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浑然天成！

三亚的霞，是上天施予的恩物，你哪
怕只是看上一眼，也会勾走人的灵魂。
静坐三亚湾海边，观看夕阳西下，是人生
最愉悦的事儿。这里有延长十几公里的
白细海滩，有飘拂不停的浓郁椰风，有泛
着金波的浩瀚大海，你看着西天一轮落
日，在云彩里渐渐变得金黄起来，正往地
平线缓缓下沉。云彩在阳光的返照中，
变成了五颜六色，梦幻一般，有的像龙凤
呈祥，有的像百鸟来朝，有的像栩栩飞
天，有的像爱侣双向奔赴共相拥，整个西
天染得如一幅彩绘，斑驳陆离，给人以心
灵触动和无限遐思。夕阳穿过云霞，映
衬在广阔的海面上，照射在茂盛的椰林
里，顿然催人追逐落日穿越天国的冲
动。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就如同生命
中的最后一束霞光，尽管无法挽留，但它
的美已经深深地留在了人间，永驻在人
们的幸福里。

三亚的人文，深沉而久远，绚烂而
多姿。黎族先民留下的图腾和语言，以
及黎族同胞编织的黎锦，这些瑰宝，灿
若星辰。“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见了还
想见”的黎歌，千古流传，唱响了一代又
一代人。南山寺是佛教文化圣地，弘法
普度，闻名遐迩。这里记载着鉴真和尚
东渡日本六次漂流到此，最后取得东渡
成功的故事。三亚是长寿之乡，这里生
长着一种龙血树，为千年不老松。“福如
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美丽三
亚，也是浪漫天涯。天涯海角景区，奇
特的天涯石，海角石，日月石，南天一
柱，都是天工开物。古往今来，人们期
许海枯石烂的爱情，即便是跋涉千山万
水，也要来此立下海誓山盟。更有那凤
凰岭上凤凰飞，如此天缘地爱，情意绵
绵，融化在惊奇的山水之间，如痴如
狂。鹿回头景点，传说着一头母鹿在黎
族青年追逐下，到了绝壁海滨变成美丽
少女，两人相亲相爱的故事，诠释着一
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爱情佳话！而
今的鹿回头风景区被称为“情山”，当地
民政部门还在半山上设立了婚姻登记
处，成为情侣们进入婚姻殿堂的打卡之
所。

开放，是三亚最强音符，也是最大亮
色。三亚是一座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
城市，这里以博大胸襟，拥抱四海来宾，
凤凰机场的航线连接全球，59国游客可
实行落地免签，邮轮母港停泊外国游轮，
海上游和海岛游展示无限前景。在碧绿

的海面上，成百上千艘游艇来回穿梭，彩
虹飞架，白帆飘拂，蓝天、碧海、欢歌，交
相辉映，天堂般的美感，映入眼帘，醉美
心间。享誉全球的世界小姐选美比赛，
曾经在三亚举行了六次赛事，不仅靓丽
了这座城市，也推动了美丽经济。平素
时光，不论是东方夏威夷的亚龙湾畔，碧
波荡漾的大东海滨，旖旎迷人的西岛沿
岸，还是景色宜人的三亚湾滩，络绎不绝
的外国游客身影，形成一道道多姿多彩
的美妙风景线。站在鹿峰顶上，整个三
亚湾尽收眼底，海天时远，云霞尽染，花
叶相扶，人间静好，唯美如此。夜色降
临，虹霓初上，三亚海月广场热闹非常，
人们纵情地唱歌跳舞，演奏乐器，结伴沙
滩漫步，伴随着海涛声声，三亚湾灯光绵
延望不到头，如长龙在舞动，尤显神奇。

三亚这座城市活力四射，激情澎
湃。三亚的活力，不仅有充满生机的四
季，更有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因。海南自
贸港，唯有创新，才能取胜；唯有创新，才
会成功，才能让三亚得到更大的发展。
这里聚集了大量人才，院士就达百位以
上，国际人才纷至沓来，为三亚腾飞提供
人才支撑。大批候鸟人才，每年冬季从
全国各地飞来，成为三亚重要的人才资
源，在三亚城市发展中做出特殊的贡
献。三亚承担着海南自贸港两大未来产
业，一为南繁种业，二为深海科技，无一
不是国之大者。如今，在文昌航天城，

“可上九天揽月”，在三亚深海所，“可下
五洋捉鳖”，一北一南，卓越非凡。海棠
湾免税购物吸引大量消费回流，每天人
流如织，刷新纪录，建设中的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给全国人民带来满满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三亚的美，是一种无法说尽的美，是
一种能够融入血脉和灵魂的美，端的是

“百鸟椰林花蝶美，天涯海角鹿峰葱”。
你再看看“静坐银滩观大海，聆听天籁浪
琴来”。椰风海韵泽此生，不辞长做三亚
人。真的是天赐三亚，南国闪耀啊！在
大自然的青睐里，在海南自贸港的光影
里，三亚正越来越靓丽，越来越生辉，越
来越出彩。来三亚吧，无论你是为学，创
业，访问，度假，还是旅行，定居，人间天
堂三亚，都欢迎你！

1928年初，梁得所接手《良
友》画报后，一改其鸳鸯蝴蝶派
风格，开始关注时政和中国现
实。当年3月，在鲁迅插画作者
司徒乔的介绍下，梁得所到景云
里拜访了鲁迅，这也是两人的第
一次见面。那天，梁得所向鲁迅
赠送了自己的散文集《若草》，并
约好了拍照时间。

3月 16日，梁得所第二次
来到鲁迅寓所，给鲁迅拍了四张
照片，又给鲁迅第二任妻子许广
平拍了一张。其实，除了出版图
书时必须要放一张作者简介外，
鲁迅并不喜欢在报刊上登自己
的照片。到了1928年 4月 30
日，《良友》画报在第25期刊出
了梁得所拍的鲁迅照片，以及梁
得所写的一篇访问记，这也是鲁
迅首次登上《良友》画报。

从那以后，鲁迅慢慢地开始
和良友图书公司有了业务往来，
他交由《良友》出版的第一部书
为《苏联作家二十人集》。此书
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虽然几
年后梁得所离开了《良友》，但并
不影响鲁迅与良友的继续友好
合作。不过，两者之间亲密合作
的时间并不长，到鲁迅去世时，
他们前前后后也就合作了七八
年时间。

鲁迅去世后，当时《良友》
画报第121期的所有稿件已经
全部编好，部分内容也已在印
刷中，但为了表达对鲁迅这位
老朋友的哀思，《良友》临时抽
掉了四个满版的稿子，代以“一
代文豪鲁迅先生之丧”为题，
全面报道了当时所能搜集到
的实况。

值得一提的是，《良友》画
报对于鲁迅去世的悼念和其他
报刊有所不同，是以图片报道
为主。在专版中，有大量一手
图片，包括鲁迅生前的居所、藏
书，以及司徒乔所画鲁迅的遗
容，许广平母子等等，同时还
有追悼会的盛况。而悼念文
字仅有一篇千余字的“鲁迅先
生传略”。

因为图片报道具有强烈的
视觉冲击效果，《良友》的专版刊
出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
动，当然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
影像资料。可以说，用图片的形
式报道某一新闻要素和新闻事
件，《良友》画报在当时无疑走在
了前列。

在山谷口，一个戴草帽的妇
人在割稻子，一个赤脚的男人在
打谷子。打谷机在咯哒咯哒响，
稻衣扬起来。山谷口呈梯级三
角形，种着菜蔬、棉花、甘蔗、树
苗，唯有这一块水田种了早稻。
一棵香椿树兀自从田埂突起，树
冠似圆桶，蝉声从冠顶发出，吱
呀吱呀。

赤脚的男人去溪涧取水，打
谷机安静了下来，像一艘乌篷
船，疲惫地停靠在江埠头。太阳
猛烈，地面腾起热浪。蝉叫得肆
无忌惮，吱呀吱呀吱吱。这是一
种干燥、沙哑、歇斯底里的叫声，
令人烦躁。

早稻已鲜有人种了。7月，
田畴绿茵茵。一季稻尚未扬花，
禾秆肿胀，绿叶肥厚。稻浪千
重。在稻垄，董鸡叫得低沉又清
脆，咯咯咯。蛙、田螺、泥鳅、蜘
蛛、蛾，都是董鸡爱吃的。它蓬
开翅膀，甩着喙吃食。稻禾瑟瑟
摇动。在田埂施豆苗肥的人，扔
一个石块过去，董鸡撒开脚，在
稻垄里乱闯。稻浪起伏。蝉从
田畴中央传来叫声：吱吱呀吱吱
呀。太阳越烈，蝉声越急。于
是，乡人以拟声词“吱吱呀”作夏
蝉之名。

听夏蝉之音，可判断室外气
温。气温自低往高，蝉声的单音
节和音量也发生奇妙的变化，通
常是这样的：呲呲呲呀——吱吱
呀呀——呀吱吱呀吱吱——吱
吱呀吱吱呀。很仔细地观察过
夏蝉的鸣叫。它鸣叫时，微微翘
着尾，大翅和小翅在激烈地振
动，体部似被电触般震动。似乎
夏蝉的每一声鸣叫，都拼尽了浑
身之力。

其实夏蝉并非以摩擦膜翅
而发声。蝉有10个腹节，雄蝉
在第1、第2节具发音器。发音
器由大室、小室构成，鸣肌以振
动小室内的鼓膜发声，如手风琴
的音箱发出共鸣。而雌蝉乐器
构造不完全，发不了声。声波冲
击了身体，蝉身战抖，剧烈地颤
动。

夏蝉最多的地方，是溪边树
林。树林以柳树、刺槐、枫杨树、
樟树、冬青居多。晨雾从水面涌
起，萦萦绕绕，遮没了树林。雾
凝为露。蝉是燥热之物，晨起饮
露，饮后即歌。

捕蝉是孩童的游戏。孩童

砍来桂竹，去枝取竿，在竿头挂
一个网兜，去河滩或田畴中的杨
树林，循声寻蝉。吱呀吱呀，蝉
吸在树桠上，振动膜翅，不知疲
倦地猛叫。蝉隐藏在树叶下，黑
黑的甲壳与树皮相近，很难被天
敌（鸟类、蛇类）发现。鸣声出卖
了它。孩童撑起竹竿，扑下去，
捞下蝉。捏一下蝉腰，蝉吱吱呀
吱吱呀叫了起来。蝉是羞赧的
昆虫，怕痒，痒了就亮声叫。其
实不是怕痒，而是捏的时候，触
碰了上腹节，蝉在挣扎，引起了
鸣肌振动。

孩童扯下膜翅，喂蚂蚁。两
只黑头蚂蚁抬着膜翅回巢，如船
夫升起帆船，破浪前行。捕下的
蝉，用笸箩晒在矮墙上。蝉脱水
而死，成了硬壳。晒干的蝉收集
在一起，卖给镇里的中药店。卖
了三五块钱，孩童拿去买小人
书，买棒冰，买皮凉鞋。柳树并
不高，柳枝垂下来，浮荡在河
面。蝉喜柳树。孩童一天可以
捕十几只蝉。

即使捕不了那么多蝉，还可
以在树干上捡蝉壳。中药店也
收蝉壳。蝉是不完全变态昆虫，
有蝉蜕现象。初夏，蝉产卵在土
中，孵化幼虫，以树根草根和植
物汁液为食，不经过化蛹，直接
蜕皮为成虫。初化的成虫，鸣声
嘹亮温柔，吱了吱了，叫得河水
荡漾。以拟声词取名，蝉又名知
了。雄蝉数日内发育成熟，以鸣
声赢得雌蝉的爱，与雌蝉相配之
后，不日而亡。

雄蝉多数是死在树上的。
人钻木取火，蝉钻木取水。为补
充水分，口器插入树干，饮取汁
液。插进去的口器，再也无力拔
出来。孩童捡蝉壳，也捡死蝉。

在村郊，有大片大片的玉米
地。玉米结出了棒棒子。傍晚，
夕阳沉落，山梁如一炉将熄的
火。火烧云盘踞。在玉米地，蝉
声此起彼伏。这是夜幕降临拉
起的汽笛。没有蝉声的傍晚，是
寂寥的；有蝉声的傍晚，更寂
寥。吱吱呀吱吱呀。蝉声是一
种民谣。它在等待夜露。它口
渴难忍。甚至未等到夜露凝结，
蝉在鸣叫中耗尽最后一腔热情，
死在玉米秆上。草木一秋，时枯
时荣。鸣蝉，生命何其短。

蝉声歇了，晚空暴出了星
幕。油蛉开始吟唱，蛙声四起。
朝阳升起，蝉鸣如晨钟；夕阳沉
落，蝉鸣如暮鼓。

在山谷口听到了蝉声，我
又折了回来，不去山谷，去了河
边树林。蛇床花开得正白，千
里光开得正黄。一群灰背乌鸫
在柳树上嬉戏。河水哗哗而
流。白鹭站在浅滩，对着倒影，
梳理自己的羽毛。蝉鸣如笛，
也如瀑。

瀑布泻下来，淋湿了听蝉人
短衫。河风在吹，短衫摆动。

夏蝉为何而鸣，谁又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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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甸溪，犹如一个曼妙的女子，娉娉
婷婷，在雾蒙蒙中从太阳升起的地方，缓
缓而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海甸溪，犹如
一条绿色的绸带，舞动着身姿，安逸地斜
倚在骑楼老街的边缘；海甸溪，犹如一把
蜿蜒绵长的剪刀，将海口这座滨海小城
从腹部裁开，北岸是新埠岛、海甸岛。

一水之隔，渐次横跨着造型各异的
桥。站在桥上看风景，极目远眺，古老的
房子交错着繁华的高楼隐藏在苍翠的林
木之间。

古老村落、骑楼老街、古式钟楼，繁
闹小巷，一湾清水，半架石桥，构筑成了
海甸溪一道道动静相宜、诗情画意的靓
丽景观。

海甸溪，顺着街市流过，喧闹中益显
恬淡。由她，我总是想到书本中描写的
静谧流淌在法国巴黎的塞纳河，温馨浪
漫，柔美多情，不食人间烟火。我以为，
她的前世，该是超凡脱俗的女子！

一直以来，海甸溪于忙碌的街心缓
步徜徉，两岸是车水马龙，行人如织，炊
烟袅袅。喧嚣繁闹中独揽静谧安详，这
是海甸溪的今生今世。

夏日的傍晚，雨过天晴，潮平江阔，
落日余晖映照，波光潋滟，彩霞漫天，宛
若初恋少女绯红的脸颊、跳动的心，轻轻
浮现在天边，来去无意。

隔岸，旧时村落无影无踪，清晰可见
一座座林立的高楼、整齐划一的宽敞街
道，那是始于2008年旧城改造拆迁后建
立起来的新城，一派繁荣，富有现代都市
动感的气息。

可曾记得，水岸人家。低矮的老房
子，炊烟袅袅，古老的榕树和庙宇参差交

错，凌乱的街路，尘土飞扬，孩子赤着脚
丫在烈日炎炎下奔跑，深巷听到犬吠的
声音。大风从溪面上吹来，飘荡着水草
和鱼腥的气息。

海甸溪的北岸，曾是以庙为名的村
庄群落，海口最古老的城区之一。随着
城市改造的步伐，闹市中曾经的古老村
落、本土的民居陆续被拆迁。本土原住
民祖祖辈辈守护的古老家园取而代之的
是雨后春笋般的高楼大厦。

多少年来，海甸溪边枕水人家，傍江
而居，世世代代，捕鱼为生，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暮色里，水岸停靠着满载而
归的渔船。船舱里铺展着巨大的渔网，
白花花的，渔民手持勾线在忙碌修补，等
待下一次的扬帆启航。

熙熙攘攘的岸边是海鲜市场。狭长
的堤岸，错杂摆放着巨大的箩筐、水桶和
水盆，里面盛放着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
活蹦乱跳的，生猛之极，有章鱼、鱿鱼、海
干鱼、螃蟹、海虾、扇贝、海白……还有许
多，叫不上名字的。

人声鼎沸，接踵摩肩，讨价还价，妇

人在卖鱼，戴着高耸的斗笠，躬着腰，蹲
在摊位前，身子的一半搁在江面上，貌似
颤颤巍巍的，却行动利索，极为稳健。她
们不修边幅，头发凌乱，肌肤黝黑，面容
苍老，蜿蜒着沟沟壑壑，但眼神明亮，犹
如海岛的阳光。她们有的来自附近的村
庄，有的来自海甸岛、新埠岛、琼山，还有
的从临高远道而来，卖完鱼还要挑着大
箩筐风风火火赶回家中，做家务和照看
孩子。

海甸溪边的海鲜生猛，价格也优
惠。下班路过的人不由停下脚步顺捎几
只鲜活的鱼回家，晚餐桌上鲜美的靓汤，
让生活也是美滋滋的。

海甸溪是南渡江的入海口，咸淡水
的交界处。常听老人说，江流与大海汇
聚的地方，海鲜是最美味的。常见垂钓
者聚集在溪边，他们悠闲自在，大有姜太
公钓鱼的模样，不同的是他们的钓具不
是鱼竿，而是一个个系着绳索的玻璃瓶，
瓶子里装有用面粉调制而成的鱼饵。提
着瓶子垂放入水中，不一会就能“装”上
鱼来。这样钓上来的鱼儿一点都不受
伤，完好无损，鲜活无比！

海岛风味，滨海小城，海甸溪川流
不息，暮色里，椰林寂寂，树影婆娑，夕
日欲颓，彩霞染红江面，渔舟唱晚，偶有
飞鸟掠过……光影流转，夜幕降临，隔
岸万家灯火通明，波光闪烁，沿着河堤
漫步，灯影迷离，常有张若虚《春江花月
夜》之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海甸溪，从远
古走来，奔向宽阔的海域，流经我们的家
园，见证了海口的变迁；海甸溪，一湾清
水，滋养万物，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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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湾日出美景。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