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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塘很小，是一个约2亩的梨
形山塘。矮山梁往两边斜伸，收
拢，形成一个狭长的山坞。山坞有
一股泡泉，冬暖夏凉，终年不息，注
入野塘。片石砌的塘坝高约 15
米、宽约6米、长约50米，长满了
荻、芦苇和芭茅，山乌桕也从石缝
遒劲地弯斜而出。山乌桕下，有一
个四边形的水井，水寒如冰。暑
夏，太阳像火饼烙在大地上。割稻
谷的人，摘梨的人，做泥砖的人，汗
暴如雨，提着水罐去水井取水喝。
灌一罐水，提起来，倒罐冲泻，张嘴
直饮。喝足了水，又灌满一罐，带
回地里喝。喝水的人，浑身装满了
暑热，如一团旺旺的炭火。寒水涌
入五脏，炭火熄灭了。

因水寒，野塘遂名寒塘。
塘下一畈稻田，年种年收，也

靠野塘灌溉。2002年开始，这畈
稻田改种芋头和甘蔗，用水量减
少，也无人去水井取水了。乡民
见野塘荒着，便放了数百尾鲫鱼
苗下去，也不投食，由鱼自生自
灭。

没过几年，塘坝、坝下的旱地，
被芭茅、白背叶野桐、野山楂、金樱
子、牡荆、野山茶等植物占领了。
上坝顶的路长满了野莿。人无法
去野塘了。

三年桐、香椿、香樟，填满了
山坞，冲天而起，遮天蔽日。这三
种树，都是快速成长的乔木。尤
其是三年桐，惊人地繁殖，一年可
长5米，3月抽叶，5月开花，繁花
胜雪，7月结桐子，11月落桐子。
桐子被乌鸫啄食，果核坚硬，又随
体物排出来，落地发芽生根。桐
结桐子三年，便不再结了，俗称三
年桐。

深林藏灵。有一年，六月，大
春去山坞给娘堆老坟，堆着堆着，
听到林子里松鼠的叫声，吱吱吱，
叫得撕心裂肺。他跑过去，看见
一条狗在咬松鼠。狗灰黄色，尾
巴下垂，尾毛卷得像一束鸡毛掸

子。与土狗相比，狗略矮，身略
短，吻部也略短，但吻部又黑又
粗，牙齿也更长更尖。狗见了大
春，兀自站长，呲起牙，眼睛射出
精光。大春端起锄头，与狗对
峙。对峙了几分钟，狗垂着尾巴，
向林子深处跑去了。

坟也不堆了，大春慌不择路
地跑了回来，鞋跑脱了脚，他也
不敢停下来。他边跑边叫：山
狗，山狗。

大春遇见的狗，是山狗。山狗
是一种野犬，肉食，吃野兔、小山
猪、松鼠和鸟，嗅觉十分灵敏，以家
族为群，生活十分隐蔽。山狗已有
30多年没有现身了。它是从哪里
迁移而来的呢？

峡谷有一个高山山谷，曾生活
着一个山狗家族。砍木料的人遇
见过，以为是土狼，吓得双脚瘫
软。其实山狗不袭击人，惧怕人。
山狗带着5条狗崽，跑了。这群山
狗，一直生活在高山山谷，从不下
山。木料砍了几年，木头砍光了，
山狗再也不见了。

野塘出现了山狗，使得乡人更
不敢去了。山狗是神秘的动物，神
出鬼没。

2020年暮春，外出做了十余
年生意的良民，不再外出了。生意
做不下去，又不愿去工厂做事，便
留在村里，找地方养鸡养鸭。找了

好几个山谷，他都不满意。要么缺
水，要么路不方便。最后，他选了
寒塘。寒塘有水有林，塘外30米
就有一条荒废的机耕道，很适合养
鸡鸭。他买来割草机，给寒塘四周
清理杂草。

清理寒塘，又清理深林流出来
的水沟。清理了三天，他停下了。
他在水沟里捉了7条小娃娃鱼。
肯定有大娃娃鱼藏在水沟或寒塘
里，养了鸭子，娃娃鱼便失去了栖
息地。良民这样想。他把娃娃鱼
放入寒塘。

良民跟我说这件事，我很是惊
讶。在整个峡谷，我从没发现过娃
娃鱼。我跟良民一起去了野塘。
割下的杂草，撩在塘坝上，枯黄如
秋。下了寒塘，水寒如冰锥刺骨。
塘水没膝深。鲫鱼在嗦嗦地吃塘
边水草。还是在年少时代，我下过
这个塘，摸螺蛳摸河蚌。恍惚之
间，已过去了40年。

沿着水沟，我用小竹竿拨马塘
草，找娃娃鱼。走了300余米，我
也没看到娃娃鱼。娃娃鱼藏身在
石洞，只有觅食的时候，才出来。
娃娃鱼吃小鱼小虾，吃蜥蜴，吃
蛙。良民有些失望，说：你来了，娃
娃鱼就不出来了呢？我每次来，都
看到娃娃鱼。

娃娃鱼即大鲵，是两栖动物，
入冬即冬眠，春后活动。我对良民
说：晚上月出之后，我们坐在塘坝
上，会听到娃娃鱼的叫声。

良民说：那我们晚上就来听娃
娃鱼叫。

但终究因事没去寒塘。今年
7月，闲居于村，决定去夜听娃娃
鱼的叫声。良民做不了生意，又
没养鸡鸭，只得去工厂做事了。
他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我坐在
塘坝上，月照深林，熠熠生辉，塘
水漾起清光。“哇呀，哇呀。”这是
娃娃鱼在叫。但我听得走神，心
想，这个寒塘要是一直荒下去，
该多好。

2000年7月24日，我和几位朋友一
起，成功横渡了琼州海峡。一晃，都20
年过去了。

这是我第二次横渡。第一次横渡是
在2000年6月10日，因判断失误，战术
不当，那次横渡我失败了。在庆功宴上，
横渡成功的朋友吴哥（吴启宇）和没有成
功的徐京平都问我，还敢不敢游？我说，
当然敢！再问其他失败者，都说敢。这
样，失败的兄弟们惺惺相惜，坚决不服，
一定要再游，一定要横渡成功。当时决
定再次横渡的人中，除了我，还有陈龙、
由佳、庚志斌、沈伟、陈仁达、当然还有徐
京平。

在横渡训练中摸出门道的吴启宇，
看了在海事局工作的尹向伟（横渡成功
者）提供的潮汐表，觉得7月24日的水
流不错，决定在这一天横渡。

7月23日，我们几位汉子（后来朋
友廖怀明也加入进来了），租好与横渡人
数相等的渔船作为救生船。指挥船是吴
哥提供并且一直用来做训练用的小快
艇。第一次横渡成功的尹向伟、姚增超
及海牛队的孙建华等作为志愿者护航。
都在海安集中，准备第二天的横渡。

横渡前夜，大家各自准备横渡所
需。我没有像他们那样准备营养棒之类
的东西，只是让随船跟我的弟弟再亮、表
弟涛涛和侄子翔宇准备了几个粽子作为
补给品。

2000年7月24日凌晨3点钟，大家
起床，集合、吃东西，再搭车摸黑赶到海安
的排尾角。排尾角是海安离海南最近的
一个岬角。那里下水处布满锋利的礁石，
稍不注意就会划破皮肤。

2000年7月24日早晨，我们举行了
简单的祭海仪式。6点10分，横渡总指挥
吴启宇发出横渡开始的指令，大家开游。

一开始，大家游在一起。像很多
活动一样，开始都抱团，在一起不分
开，一转眼，队伍就散了，互相之间拉
开了距离。

还没游出海安排尾角的海湾，我们
就遇到了海蜇阵。海蜇像埋在海里的地
雷，随时都有触碰的危险。在海里，我就
怕海蜇，多次尝到被海蜇蜇伤的痛苦。
我当时就停下来，原地踩水，担心因为海
蜇的袭击而终止横渡。等了好久，没见
吴哥的指挥船开过来（他在照顾游在后
面的兄弟们）。我在随波逐流中，慢慢游
出了海蜇阵。开始放开手脚游起来。“第

二梯队”的庚志斌和陈龙跟在我后面“摸
脚”。“摸脚”是我们平时训练中摸索出来
的省力方法。游在后面的人如果紧跟前
面的人，会省许多力气，后面的人想要搭
前面人的顺流，只要摸一下前面人的脚，
前面的人就知道后面的人跟上来了，蹬
腿动作会放轻一点，否则容易蹬伤后面
的人。他们很懂“摸脚”，一直在我后面
摸着我的脚板过海。

踢球的人只要往对方球门里踢就不
会错，横渡的人只要往对岸游也不会
错。不久，海口海岸上的建筑群就出现
在我们眼前，成为我们的目标。很快，我
们就过了琼州海峡的“海沟”（琼州海峡
中间一带），我停下来，叫船上的弟弟给
我粽子吃。我在海里踩水，吃粽子，再喝
几口水后，接着用身体丈量大海。

过了海沟，只有庚志斌还在摸我的
脚，担心把他甩得太远，我仍然没有火力
全开。那天琼州海峡是西流，并且流速
很快。不知不觉，我们流过了白沙门、流
过了美丽沙、流过了新港、流过了万绿
园、流过了秀英港、流过了西秀海滩、流
过了假日海滩、流过了千年塔。

海口的海岸近在眼前，此时，庚志斌
再也摸不到我的脚了。我全力以赴，一
点一点接近海岸，终于站在了海口新海
村海边的黑石坡，脚踏“石”地了！

我知道我横渡成功了，但我当时并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我知道游过长
时间的泳者，不能在兴奋过度时突然出
水，只是立在水中让自己平静下来。时
间定格在中午1点钟左右。最后确定
我全程横渡时间是6小时40分。过了
一会儿，庚志斌也游上了岸。那天，我
创造了横渡琼州海峡用时最短的纪
录。那年的《海口年鉴》记载了我和庚
志斌创造的横渡琼州海峡用时最短的
纪录。

我抵达假日海滩后，和岸上的伙伴
们互相祝贺。接到喜讯，我的家人们也
在假日海滩迎接我，3岁的儿子抱着我
亲热，他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这群人中游
得最快的。那天，我也像个人物一样尝
到了被拥戴的滋味。邢增仪大姐带着鲜
花赶到假日海滩祝贺我们。她开创了本
世纪横渡琼州海峡大赛活动，激发起无
数中国人的雄心，前赴后继来琼州海峡
一展身手。时至今日，我对邢大姐仍怀
感恩之心。在心里，我感谢为我横渡成
功付出过的所有人。

20年前的7月24日，我乏善可陈的
人生难得有光闪了一下。

2001年，我参加第二届横渡琼州海
峡大赛横渡成功。再和陈龙、姚增超一
起全程陪少年英雄李立达横渡成功。再
以后，陪游和领游多人成功横渡琼州海
峡，圆了他们的横渡梦。

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能成功横
渡琼州海峡的人很了不起。其实，我想
告诉大家，琼州海峡只是一条加长了的
泳道而已，只要有游泳的基本功、健康的
身体、一定的耐力，在泳池和海里认真训
练一段时间（一个月足够），根据潮汐表
和天气预报，选择一个海流相对平缓的

“好”日子，无论朝南或朝北，只要相信自
己，你就能游向眼里心中的彼岸。

从海口回东方老家村里。和友人一起到村
东边参观凤田。大片的凤田，浅绿、青绿、碧绿
……一派美丽迷人的稻田风光。

友人见我兴趣盎然，建议到“瘦田”走一走，
看一看。“瘦田”是老家一片田地的名字，因此田
土地板结、酸瘦，种不好庄稼，村民便给起了个名
字“瘦田”。小时候，常到那里放牛，我对“瘦田”
的印象很深，但好感度并不高。但在友人盛情邀
约下，还是决定去看看。

从凤田东南边，沿着村道往村里方向行走，
大约走了一半路程，右拐，便是前往“瘦田”方向
的道路。这是宽敞、平坦的水泥道路。这条水泥
硬化生产道路一直通往邻村田园，给附近村庄的
村民生产带来极大便利。我想起小时候，赶牛前
往“瘦田”放养时走过的那条狭小而弯曲的泥泞
土路，与现在的水泥路真是天壤之别。看着水泥
路蜿蜒伸向远方，我忽然惊觉，如今的“瘦田”，已
成了新时代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

这么大片的“瘦田”，种植了水稻，穿上了绿
装，那是青绿的一片，根本看不到有闲置的地块。
大片平整的田间，纵横交错地规划兴建了水泥硬
化排灌沟，且与邻村的“瘦田”连成一大片，显得辽
阔而舒展。我走在水泥路上，看白鹭在绿色田间
飞舞，或高或低，或缓或急，或近或远，或觅食或闲
飞，或表演或训练……夺目，悦心。友人说，“瘦
田”早已变成了良田，如今是高产试验田和南繁制
种耕地质量提升技术应用实验项目的组成部分。

“瘦田”片区南繁制种企业的一位工作人员
说，多年来，这一大片“瘦田”每年都进行两造种
植。一般都是种植水稻，培育水稻良种；考虑对
土壤调整治理的时候，也实行一造种植水稻，另
一造种植毛豆、玉米或其他作物，且每造的收获
都是可观的。

“瘦田”位于老家村子的东北方，在一座小白
石岭的北面，与村子相距约六七百米，面积约三
百亩。老家的“瘦田”与邻村的“瘦田”连在一起，
形成一片一千余亩的田地。虽说是田地，但作用
不大，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这片“瘦田”还是闲
置较多。有时，生产队觉得可惜，就简单撒谷播
种，但收获无几。

大片的“瘦田”属于酸性类、板结性土壤，土
质差。干旱时，那怪状的土块很硬也锋利，宛如
一些不规则、具棱角的石子撒在其中。光着脚从
上面走过，那脚板、脚趾被刺痛，甚至刺伤流血。
这里杂草丛生，但不是放牛的好草场。田里生长
的大部分杂草高到大人腰部，且散发出一种蟑螂
味，于是村里人叫蟑螂草（俗称）。这种蟑螂草，牛
闻到了味道就摇头躲开。天下雨时，田里有了水，
但那泥水很脏，且灰黄灰黄的，那泥泞很黏也很
滑，一黏到手脚，得要用大量的水冲洗才可干净。
这种时候，在“瘦田”里行走，易摔倒，得小心。那
时，我们一起放牛的几个孩子，在田地里追赶牛
儿，摔倒便是正常的事儿。没办法，我们只能在哪
里摔倒，就从哪儿爬起来，然后笑笑了之。

后来，生产队推行土地承包制，“瘦田”成为
了农户的责任田。当时，也有少数农户基本不种
植，闲置之。但多数农户舍不得放弃，还是想办
法利用。缺水时，没办法犁地、翻地、耙地，不能
进行合理的生产种植；水分较充分时，能犁地、翻
地，但整来整去还是不能将那泥条化开，仍然是
板结的一条条，就是通过强化耙地措施也无济于
事。虽然种上了作物，那也是失多获少。

后来，村民在农技员的指导下，在“瘦田”里
多下了土杂肥，也运来一些松散的黑土洒于其
中，“瘦田”土质得到了一定改善。南繁制种企业
到村里承包水田进行水稻良种培育时，在村干部
的引导下，村民出租了“瘦田”，并就近为企业务
工，拓展经济收入门路。

南繁制种企业大力推行科学种植水稻，特别
是培育水稻良种，他们全面深入地对“瘦田”土壤
进行检测分析，并有计划地进行科学改良，于是

“瘦田”的土质在更高程度上转劣为良。如今，
“瘦田”一年两造种植成了规律，无论种植水稻还
是玉米等农作物皆可。

友人早已有话在先，参观了“瘦田”，也许会
赞不绝口。果真如此。“瘦田”土质的改善，也许
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老家农户种植理念的变
化。而“瘦田”从撂荒到成为良田，则充分展现了
老家村民对于这片土地的爱和珍惜。

早晨，妻子带着孩子回市区了，父亲
特意让我留下，帮着收拾房间。和往年
不同的是，配房里多支上了一张床。我
问父亲，果不其然，今年“八一”建军节，
要多来一位战友。父亲答复时，显得很
开心，我知道，他是打心底的快乐。

父亲是个退伍老兵，算算也有三十
多年了。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他都会
邀请自己的战友来家中做客，听说他们
班里有三十几位战士，退伍后就都回了
各自的家乡。这些年来，虽然为了生活
各奔东西，但他们一直彼此保持着联
系。父亲好客，他的战友基本上都来过
家里，而且一来都是约好了的，三四个一
起相约而至，把酒言欢。

乡下老家的院落不大，坐北朝南，一
间主房和两间配房。主房由父母居住，
东配房是我和妻子当年的婚房，一般我
们回家时住在这里。西配房没人住就作
了库房，里面存放着许多过去的旧家
具。父亲和我将西配房里面的两张旧床
抬进了东配房，和里面原来的双人床堆
在了一起，足足有四米多长。抬完床，父
亲便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我连忙劝
他休息一会，他却摇着头示意我，再抬一

张来。我有些疑惑，往年来的不过三到
四个战友，他笑眯眯地伸出一巴掌，今年
有五个。

谈及家中有客来访，我说何不让他
们到市区的宾馆居住。父亲摇着头，说
是战士们要求在一起的，大家是一个团
队，更是一个整体，再说，家里怎么也比
外面照顾得周到。可不，休息的地方有
了，还要准备吃的。院落的西南角摆有
一台灶火，是父亲专门托人焊制的，铁架
上有一枚火嘴，接上煤气罐，大火一点就
着。有了火还需要大锅，我从西配房里
搬出一口大锅，用水洗干净支在灶火
上。所有准备做足，就待到市区买菜了。

买菜父亲可不含糊，五花八门的都
要来上一些。尤其是肉类的，光一个五
花肉就转了大半个菜市场，父亲说货比
三家挑最好的。随后的各种调料、蔬菜、
瓜果，买了满满两大袋。菜买完了，还要
挑酒，他说老李头是东北的，老张头是南
方的，还有西边的老马和老何，最重要的
是这次要从北京过来的小苗，各地不同
口味的都要备上一些，大家喝着自己喜
欢的，才能喝得尽兴。

东西都已置办好，就等着战友们
来。父亲开心地鼓捣起那台旧的录音机
来。从西配房里搬出，擦干净上面的浮
尘，通了电再插上录音带，放一首当年军
营里的歌曲“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父亲紧
跟着哼唱起来。这首歌他每年的“八一”
建军节都唱，尤其是和战友们在一起时，
他说那是自己当兵时军营中最火的一首
歌，脍炙人口且带有劲感。看着他陶醉
其中，我想起了往年的时光，父亲和他的
战友在家中推杯换盏，畅谈着当下的幸
福生活，回忆过去当兵的时光，吃住在一
起，重温当兵时的日子，并齐唱那首熟悉
的军歌。

这就是父亲的“八一”建军节，忙碌
且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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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天有着独特而鲜明的意象：
浓荫、蝉声、荷影，骤雨雷声，更有
滚滚热浪，燥得让人难以招架。于
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吟唱一首
《销暑》：“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
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
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心静自
然凉”也由此而来。

我也曾无数次在怀想中置身
于这个幽静的庭院，回归内心，回
归难以描述的清凉之境，在远离尘
嚣的老家小院，在由绿树、清风、古
井、老窗、鸟鸣、蝉噪织构的自然佳
境里，独享由“心静”带来的“自然
凉”。

此时此刻，中国人面对节气变
化的智慧便跃然纸上：千枝绽绿的
季节，人们喜欢“踏春”；落叶纷飞
的时候，有人习惯“悲秋”；天寒地
冻的时节，大伙儿要“过冬”，“过”

“裹”同音同义也。而燥热无比的
伏天，人们乐于“消暑”。《现代汉语
词典》注释“消”为“消失、消除、消
遣、度过、需要”等意思。一个“消”
字道尽世人面对酷暑伏热的复杂
心态。

人们缘何用消遣方式对待酷
夏？夏天的街头七彩斑斓，让人目
不暇接：路边的树，从青翠变得浓
绿；街边的花，从含苞待放到姹紫
嫣红。尤其夏日街头，飘过的一朵
又一朵彩云是那般绚丽夺目，每个
女人都显示其天姿秀色，淡雅的、
浓艳的，精心打扮的、素面朝天的，
都成为街上最美丽的风景线。这
个季节，大自然勾勒出的人体之美
与健康之美，任美女们乐此不疲地

消费夏天，消费时尚。
夏天的田野浪漫遍地。艳阳

高照，蝉噪聒耳，溽暑蒸人，田间地
头不知不觉地换上渐渐成熟的面
目。为避暑，农人们起早贪黑、披
星戴月，走进田间，弯腰、勾头，一
声不响地割稻、插秧，仿佛水彩画
家在宣纸上纵情挥洒一般。紧接
着又脱谷、除草、施肥，忙个不停。
累了便赤着脚丫、踩着松软温润的
泥土聚拢到一朵朵树阴下，擦汗、
洗脸、喝茶、抽烟、吃点心，补充能
量；聊球赛、讲故事、谈打算、话发
展，在谈笑声里慢慢消化疲劳、消
遣酷暑、消解劳累。

而令吃货们流连忘返的消夏
原因，是琳琅满目、争奇斗艳的时
令瓜果。西瓜、南瓜、黄瓜、葡萄、
樱桃、杨梅、芒果等，经历了由“稀

罕物”到“普通货”的发展历程。尤
其是一些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
国的瓜果，进入普通老百姓生活
后，很快与中国本土文化碰撞、融
合，形成中国化的哲理表达，几乎
渗透了我们工作、经济往来等生活
的方方面面。成语“瓜熟蒂落”，指
时机一旦成熟，事情自然成功，告
诫人们不要违背客观规律；而形容
一名女子容貌好，往往点赞生就一
张“瓜子脸”；古代还有一种刑罚叫

“瓜蔓抄”，说的是一人犯事，触及
其他人，转向攀染。这就是典型的

“顺藤摸瓜”。瓜参与人类经济生
活的表现也非常抢眼，人们习惯将
土地、财产等重要资源的再分配叫

“瓜分”，为达目的，人类不惜通过
法律、暴力甚至战争，财产、土地与
人的关系用一个“瓜”链接，着实
令瓜扬眉吐气一把。当然，人们
还习惯把那种说不清道不明扯不
到的人际关系称“瓜葛”。夏季的
时令水果也不甘示弱，“葡萄美酒
夜光杯”“樱桃好吃树难栽”“望梅
止渴”等又何尝不蕴含深意。瓜
与人关系如此亲近，不消夏怎能
体味到！由此可见，消暑也是传
承消费文化。

当然，现代人消夏方式还有
很多，诸如戏水、旅游、读书、玩游
戏等，其思想情感、审美情趣和价
值观念等均在消暑中自觉或不自
觉地流露，其中还包含着战术上
重视、战略上藐视的心理，使其表
达出一种独特酷暑生活哲学。这
何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