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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润，女，1997 年 4 月生于海南琼
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澳门大学中
国文学硕士在读。作品见《万泉河》等杂
志，多次在校园主题征文活动中获奖。

窗外是热闹的街市，屋内只有冷清的
文字和我。平静的生活在黑色的月光里
沉沦，就像海子说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
恒的悲伤”。年少时只有满心的锐气和狂
傲，能得以拥抱期待中的生活，这是在从
前的日子里我所不敢想象的。好在上天
怜悯，总归尘埃落定。随风飘远的潮水苏
醒过来，在朦胧的拂晓，在昏沉沉的午后。

“去年此时此地，黄昏天边外，我与少
年初见，云影共徘徊。”一曲老歌，伊萨科
夫斯基作词，杜那耶夫斯基谱曲。我流浪
的、漂泊的，我浅薄而无知的灵魂，于旋律
中得到救赎。过往的晨曦在我的心头掠
过。只觉人生寥寥，不过是归去来兮。
大抵应如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可往
日的光影又回过头来，滴落在眼前的窗
台上。

2016年8月8日，我来到陕西师范大
学读书。主修汉语言文学专业。想起那句
罗曼蒂克的独白，冯雪峰说，见到丁玲时的
感觉，“就是一见钟情的样子”。那么，这
也就是我，见到大学的样子。清晨的树影、
日暮的水面、迷人的老路、斑驳的巷子口，
依稀传来零零碎碎的朝朝暮暮，传来晃晃
荡荡的点点滴滴。文学院的课程很丰富，
我在忙碌的日程中度过自己人生重要的
阶段。

记忆最深的，是基础写作课。我们的
第一位写作老师姓梁，她眼里温柔的秋波
让我看到自己心里的春天。她总是称呼
我“丫头”，于是我从此爱上这两个字。毕
业后，我还时常同梁老师交谈，聊她的歌
声、聊她的散文。她的散文《时光的情人》
《遇见》都写得很美。如果说，她的文字曾
经为我带来些什么，那就是，我失恋的心
从中得到疗治。或许，每个人都带着心里
的伤痛努力行走。想起那首歌——《如果
有来生》，似乎生命就是在半睡半醒之间

重新得到生长。第二位写作老师姓刘，我
的写作风格受她影响至深。或者说，她让
我看到生命的原生状态。没有记错的话，
大一下学期，她教授我们写作。因为是黄
河边的女儿，所以性格带着黄土地的坚
韧。她谈生活与写作的关系，说“你需要
这一切铸成你文学的肉身，走向自我毁
损，然后，在破碎里吟唱”。是的，生活和
写作一样，只有我们忘记它，才能重新认
识它。

2017年，处于学业瓶颈期的我，迷上
了苏东坡。“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
州。”我一口气读完了林语堂的《苏东坡
传》。其时正逢柏老师在讲授唐宋文学
史。一度低迷的我，在教室里垂头丧气。
柏老师给我私发了微信消息：“最近你状
态不对。”阅读完柏老师的消息，我泪流满
面。或许，柏老师早就不记得这件事情，
可我一直记得，永远也不会忘记，感激柏
老师的用心良苦。

回过神来，发现苏东坡屡遭贬谪，却
成为自然里伟大的顽童：他偶尔喝得小
醉，在倾城的月光中徘徊；他偶尔写些可
爱的小诗，在山楂树下散步……哪怕仍旧
失去，哪怕一无所有，他却把生活“写得那
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
心肺间流出。”“他保持天真纯朴，终生不

渝。”林语堂说。
往日烟云往日流花。其实我早已说不

出，收到师大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心中是如
何的百转千回，甚至都不记得，当时的天空
是怎样的万里无云、澄澈清明。只是从那
时起，我变得坚强、执着而更加努力。校园
里的植物亦如这般，微小有力。2018年，

“天凉好个秋”的时节，师大愈发显得厚
重。长安校区图书馆，面向孔子圣像的门
庭，格桑花从南到北蔓延。比起芬芳的玫
瑰，我更爱这自然野性的格桑花，爱它“坚
持的位置”，爱它“足下的土地”。它不曾
因冷雨而褪色，不曾因寒风而萎靡。弱水
三千，我所看重的格桑花正焕发着“西部红
烛”的光明，洒满我的世界。

2019 年，大四实习，讲解《秋天的怀
念》。老师借着上课的契机对学生说：“我
们这一生，都应该要有向上的斗志和向前
的毅力。一如课文的结尾所写——‘黄色
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
而深沉。泼泼洒洒，在秋风中正开得烂
漫’……”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
道：“生活啊，生活！你有多少苦难，又有
多少甘甜！天空不会永远阴暗，当乌云退
尽的时候，蓝天上灿烂的阳光就会照亮大
地。青草照样会鲜绿无比，花朵仍然会蓬
勃开放。”其实，无论苦难还是甘甜，都会
显得云淡风轻。回望往事的时候，什么都
可以说，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后来想想，稚
嫩的童心要比我们开阔得多，不会“只看见
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2020年11月23日，长安初雪。风吹
过整个海岛，在踯躅的华年里交错。望向
人群，皆行色匆匆、熙熙攘攘。那时的我潸
然泪下。想起昨天晚上做的梦——三朋四
友站在山地中欢唱《青春友谊圆舞曲》，拉
起手、跳起舞。

人群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可我
的心却在平淡的云烟里晃荡起来，恰似星
光划过寂静的黑夜、划过漫长的寒冬。
大学时光，是我的一曲老歌，是我海上的
挂牵。那正是我听到的《红莓花儿开》的
旋律。

诗路花语

寻一方田园
■ 罗枭

我只想将片刻的休闲
装入这方田园
以便我靠近它
偷得难得的安逸

我只想将黄土的气息
植入脚下
以便我夏日的梦
充满无限香甜

我只想将满眼的绿色
留存人间
以便在那红红的樱桃
挂满枝头时
惹得心中那份甘甜
久久无法抹去

我只想将岁月的遐想
无限沉淀
在我这方田园
哪怕季节轮换
我独守的静谧
依旧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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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艳艳的、格外醒目，在诸多的青草之中，像
是一滴肥美的鲜血。根茎小，犹如一根绿线，顶头
上，四散伸出几瓣叶片。每年春夏时节，它们在靠
近河岸的沟渠边、碎沙子地里，没边没沿地成长、
结果。我第一次见到，便蹲下来摘，不由分说，放
在嘴里。扛着锄头的父亲也不阻止，笑着说，那是
蛇葚子，长虫（蛇）吃的。

我一阵哆嗦，满脸惊恐地抱住父亲的腿。父
亲说，没事，不怕，这时候没蛇。他一把抱起我，跨
过叮当不断的流水。到对岸，我又看到了蛇葚子，
忍不住舔舔嘴唇。父亲蹲下，给我摘了几个，放进
我的嘴里。

父亲的手指很粗，还有汗味、烟味和土
腥味，也或者，还有大粪的味道。但我觉得那
红艳艳的东西很好吃，不怎么甜，但总体上是
甜的。蛇自然是吓人的，有科学家说，人类的
基因里就有对蛇的恐惧，是一种天性。每次
见到这种好吃的小果子，我就下意识朝四边
的草丛、石头缝、溪水和荆棘丛中看看，实在
不放心，就找一根长一点的木棍，四处敲打一
番，确认没有蛇，才摘着吃。

蛇葚子通常只有成人的小指头肚那么大，有
些大的，也大不过中指肚。它们喜欢在潮湿的河
边与水渠边成长，不成片，分散在差不多高的杂
草里。天长日久，我发现，艾草丛生的地方，是
难以见到蛇葚的。或许，艾草是中医认为的纯阳
植物，不用想，单从蛇葚的长相上看，就知道它
们是阴性的。

等我长大，每次在河边遇到蛇葚子，总忍不
住摘几个吃。及至自己有了孩子，带他回老家，
见到蛇葚子，因为有经验，也会摘下来给他吃。
令我惊异的是，他不像我小时候，见到这种红艳
艳的小果子就想吃，他开始拒绝，甚至害怕，眼
神里也充满怀疑。我就告诉他说，这小果子名叫
蛇莓，也叫蛇泡草，如果好听一点的，也可以叫
龙吐珠，好玩的，还可以叫鼻血果果，你看它像
龙吐珠，还是鼻血果果？

他笑了。而我却觉得，从前的我们，即20世
纪七八十年代出生在乡村的人，对于自然是毫无
戒心、充满信任的，以为大地上的一切果实，都
是甜的，也都是给人吃的。现在的孩子们则更倾
向于选择，而且是自我选择，遵循的是熟悉第
一、有例为证的原则。而我们，不会做更多的比
较，一切按照自我的感官和视觉、味觉和嗅觉来
判断和取舍。

◎野葡萄

初秋天气，刚下了雨的天空，干净得像是母亲
做的新衣服，一尘不染，蓝的蓝到了蓝的灵魂，白
的白到了白的内心。山坡上，到处潮湿，绿苔不仅
生长在石头上，还有泥土较多的泥土地上。父亲
回家收黄豆去了，我替他放羊。那些羊的毛发是
黑色，间或有白色、黄色或者绛红色夹杂其间。每
当这时候，羊似乎也闻到了粮食成熟的香味，总是
想着趁机跑到某一片玉米或者谷子、红薯、萝卜、
白菜地里，享受一下人类的美食。

它们的这种行径，是我不能答应的。因为，
那些田地都分给了个人。羊吃了谁家的，谁就会
生气。如果仅仅吃上一口，不显山不露水的，没
事，可羊的嘴巴好比镰刀，一口还没有下去，第
二口就接上了。再者，羊也是群体性动物，它们
也喜欢被带头，被引领，一旦有一只偷吃成功，
另一些也会紧紧跟上。一只两只好收拾，但若一
群羊，七八十只蜂拥而上，别说我这个十来岁的
孩子，即便是父亲那样的大人，一时半会儿也拿
它们毫无办法。

大致因为这个，父亲总是嘱咐我尽量把羊群
往后山带，那里都是山，山上是草、岩石和各种荆
棘，本就是给羊吃的，也是羊的衣食疆场与父母。
哪怕它们把岩石踏碎了，啃着全部吃掉，也是天经
地义，丛林法则。

后山幽深，老人们常说，这里有很多传
说。草木深得几个人进去，好像几只蚂蚁爬进
泥沙里一样。羊们迈着四蹄，踩着河沟不规则
的石头，走高跷一般，终于被我带到了后山。
我松了一口气，自己首先爬上山坡。父亲说，
放羊时要站在它们上方的位置，因为它们经常
会把松动的石头蹬掉，滚下来，砸到了人就麻
烦了。他还说，附近几个村子里，早些年间，就
出过这类的灾祸。

这山坡，有的地方平缓，大多数陡峭。我沿
着人和羊多年踩出来的小道，向上走，忽然看到
一团绿茵茵的东西，形状似是一顶绿色帐篷。好
奇心使然，我走过去，却发现是一团野葡萄藤，
藤上结着一些黄豆大小的葡萄，有些发青、有些
发红，还有些发黑。我摘了吃，一股巨大的酸袭
击了我的舌头和口腔，先是缩脖子，浑身打了一
个激灵。那种酸，超出了我对酸的所有体验和理
解。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吃，长出了几口气，又
摘了几颗，放进嘴里，在连续的激烈的酸当中，
只觉得自己浑身上下清醒无比，甚至连隐藏在肉
身之中的那个隐形的自己也觉得了一种来自大
地深处的酸意。

后来我才知道，那其实是掌裂蛇葡萄，也是葡
萄的一种。

《
山
里
人
家
》（
油
画
）

潘
毅

作

来海口三十多年，几乎每个中秋都出来赏月。
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海边，海上生明月的意境着实令
人心驰神往。

今年赏月，是在海口湾一家酒店高层的露天酒
吧。

晚上八点，我们准时赶到，但坐下来才发现，这
儿压根儿看不到月亮。

月亮在东边升起，酒吧在酒店的西侧，酒店把月
亮挡得牢牢实实，连个月亮影子都看不见，赏月泡汤
了。

月没有赏成，倒是误打误撞领略了海口湾的中
秋灯光秀。

这家酒店坐落在海口湾西侧，毗邻世纪大桥，奔
腾不息的母亲河——南渡江流到这里悄然投入大海
的怀抱，江的北岸蜿蜒流转了将近九十度的弯，划出
一道美丽的弧线，向西向北向东望去，辽阔大海，一
望无垠，十里长湾海口湾因此得名。

此时夜幕下放眼望去，从世纪大桥到整个南岸，
华灯齐放，光彩四射，各色灯光相互交织，奏响了一
曲光影交响乐。

世纪大桥的桥身、桥塔和斜拉线发出白色的光
芒，犹如一条巨龙，飞架南北，流光溢彩，整个大桥倒
映在水中，灯光摇曳，倒影婆娑。

世纪大桥下面，一片被称为世纪公园的绿地，各
色灯光笼罩，波光粼粼，给人一种神秘感。这片灯光
与世纪大桥连同南岸灯光交织在一起，成为光的世
界，灯的海洋。

在南岸，从长堤路到滨海大道十几公里沿江建
筑的霓虹灯悉数绽放，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橙色
的……五彩缤纷，各色图案竞相登场亮相，岸上美景
在水中摇荡。

蓦然间，南岸灯光都变成大红底色形态各异的
图案，其中一幅打出“情满中秋，花好月圆”的黄色
大字，旁边一幅巨型图案更是叫绝，一对俊男靓女
托起一轮圆月，形象秀美逼真。错愕间，仿佛自己
进入天宫，置身其中，在与嫦娥吴刚共舞。如此美
轮美奂的场景，让人浮想联翩，激动不已。周边一
众，个个如醉如痴，兴奋溢于言表，纷纷举起手机拍
下这绝美瞬间。

此情此景，着实令人心头一热。
盼了三十多年，迎来海口湾巨变。沿海边修

葺了精美的护栏，青砖人行道、塑胶跑道和自行车
道，三道并行，颜色各异，大气高雅，给人世界级的
感觉。

海口湾的灯光秀惊艳了整个中秋夜，让人神清
气爽，荡气回肠。遥望远处，海天相接，点点灯光与
漫天繁星频频互动，似乎在述说着海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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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陵水新村，是在大学一年
级。那时我一下子认识很多来自陵水的小
伙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落，身上带着酸粉
的酸甜，咸涩的海风，以及吊罗山的神秘。
李政同学就是带咸涩海风的那位，来自陵
水新村。当年的我们，很快打成一片。暑
假一到，大家相约到李政家吃酸粉。从黎
盆村出发，到北斗转车然后到新村下，我终
于来到因猴岛而声名显赫的新村。

李政带着我们逛市场买酸粉的原料。
市场就在海边，咸涩的海风吹来新鲜蹦跳
的鱼虾，哒哒的马达声，此起彼伏的吆喝
声，来来往往的人穿梭在不同的摊位。酱
油、十三香……我们买了十多种酸粉配料，
大包小包拎一路。在李政家人的指导下开
始忙活，卤汁是酸粉的灵魂，先按比例把酸
粉卤汁调好在锅里熬，我还拿出小本本把
过程详细记录，感觉自己拥有了武林秘
籍，回去照着葫芦画瓢，无论在何时何地都
能实现酸粉享用自由，在江湖上可以吹牛
一番。

卤汁的香气越来越浓，我们已经控制
不住口水，烫好细细的粉丝，烫好空心菜，
还有牛肉干、花生米、小鱼仔、沙虫等。一
切配料都排好序，千呼万唤卤汁终于出锅
了，每一样都抓一点放碗里浇汁，最后要加
上灵魂酱料——一点黄灯笼辣椒，一碗酸
粉就做成了。我们一群人围在桌上大快朵
颐，大家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着，李政的妈
妈看着我们，连连说下次再来。

关于新村，除了同学的家人，还有水上
渔排的疍家人，神秘而遥远。但大学时的
那一次探访，我没有见着疍家人。我在吊
罗山脚下长大，海对我来说过于遥远，直到
近日，在我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之后，才有机
缘近距离接触了这些海上人家。

到码头等船，去猴岛的缆车从头上掠
过，我看过很多地方的海，唯新村的海蓝得

令人挪不开眼睛，这是一种动人心魄的蓝，
蓝色之上住着疍家渔排。靠海而居的疍家
人都是泅水的高手。哒哒马达声响起，我
们就离开码头往渔排走，中间隔出一条水
路，两旁都是疍家人的渔排，渔排上盖着简
陋的房子，渔排之下是深不可见的海。住
在海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对这样一
个群体充满了疑问。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到了民宿
码头。这是一排海上的船形屋，令人惊
艳。白色的墙壁，盖上黄色的茅草。当晚
我们就住在茅草之下、船形之上的屋子
里。大床房，大鱼缸，洗漱用具等，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拉开窗帘，风从海上来，山从
海上来，这个窗口就是取景框，抬头看山
海，山海也看我，彼此凝视，是这个时刻最
为心动的一幕。对面住着猴子的岛屿，集
中了能想象到的海上所有的浪漫。

晚上的新村夜市烟火气十足，操着各
个地方口音的游客络绎不绝。

晚饭后我们到路边截停了一对老人，
77岁的阿公和76岁的阿婆，阿公用电车拉

着阿婆在街上闲逛，他们是疍家咸水歌的
传承人。我们把老人请上渔排，在船形屋
上，在星空之下，听老人讲述疍家人的故
事：

不懂字人真苦恼，
用油证做米证跑。
跑得全身汗水流，
你看苦恼不苦恼。

这是阿婆的开场白，把我们都逗得哈
哈哈大笑。在异乡久了，突然被丢到故乡
的人群里，听熟悉的乡音唱咸水歌，这样的
感觉太美好。

阿婆说他们来这里定居已经第十代
了，祖先从广东顺德漂泊而来，他们经过琼
州海峡，到海口港、文昌港、万宁港，风大浪
涌，随时都可能被吞噬，直至来到新村港。
这是一个天然的港湾，是栖居的好地方，他
们在这里住下来，他们选择了新村港，新村
港也选择他们。在潮起潮落间，他们仅靠
一条小船为生，一家老小吃住都在船上，有
时他们会到岸上，参与市集的贸易，换些
米，再返回船上。年复一年，世世代代。

我一直记得，小时候，每年收完稻谷，
外婆就挑着米出发了，她说到新村海边去
换鱼。她凌晨三点从家里出发，走到下午
终于到新村港，在那里过一晚，第二天傍晚
才回到家，箩筐里装着咸鱼和虾酱。插秧
季节，来不及做饭时，外婆就带着咸鱼和虾
酱到田间地头简单吃一顿，然后迅速投入
春耕的农忙中。

岁月悠悠，外婆渐渐隐入了我的记忆
深处。而今，在我面前讲述疍家人故事的，
是新村的阿公阿婆。我在星空下，安静地
听他们讲述与海为生的故事，昔日的他们，
拿着鱼到岸上换大米，耕田和耕海一样，都
在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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