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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童在牛背上横笛而
吹。这是音乐家贺绿汀童
年生活的一个剪影。虽然
饱经磨难的童年让他难得
有那份闲适的心境。但是
在晚上，在乡村寂寞的夜
晚，对一个童真少年来说，
又怎能拒绝这份悠闲？于
是，吹笛成了他童年生活
中一份美丽的心思。每天
天一擦黑，他在赶牛入圈
之后，便拿着一支横笛，来
到桥头或打谷场的稻草垛

上，面对浩瀚的星空，撮气轻吹。就这样，清远悠扬的笛
音，唤起了一个少年美丽烂漫的音乐之梦。

1934年，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来中
国举办了一场中国钢琴作品的比赛，当时正在上海国立
音专求学的贺绿汀以《牧童短笛》应征，一举夺得头奖，第
一个叩开了中国钢琴音乐通向世界乐坛的大门。齐尔品
把这首钢琴曲带到欧洲亲自演奏，并在日本出版。从此，
这首钢琴曲闻名国内外，成为各国钢琴家们的常备曲目
之一。这首钢琴小品以清新、流畅的音韵，呼应、对答式
的二声部复调旋律，成功地模仿出了中国民间乐器——
笛子的特色，向听众展示了一幅传统中国山水田园水墨
图景，让人们仿佛看到江南水乡一个骑在牛背上的牧童，
正在悠然自得地吹着牧笛的情景。

因为亲身经历过民间的疾苦，贺绿汀生活上一直十
分俭朴。在他成名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时，身上依然
穿着在当时都显见破旧、有些地方连肉都露出来了的衣
衫。就是在自己女儿的眼里，他怎么也不像一位作曲大
家，但他始终是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年，解放日报出
画刊，需要借用贺绿汀亲自画的一幅素描。贺绿汀的女
儿用报纸把镜框包好，要找一段塑料绳子包扎，却苦无觅
处。这时，贺绿汀不慌不忙地拉开了写字台的抽屉，就像
拿出他心爱的乐谱一样，拿出了保存着的一段几尺长的
塑料绳子。

贺绿汀视音乐为自己的生命。1940年春天，他在重
庆收集到了不可多得的20多本钢琴谱，从重庆取谱乘船
返校的途中，船覆人翻。贺绿汀靠了他的好水性，才幸免
于难。回到岸上后，他的衣裳湿透了，尽管站在寒风里瑟
瑟发抖，但他一直坚持到将那包湿漉漉的乐谱捞上来后，
才十分珍重地抱着它走回了学校。面对山河破碎，国土
沦亡，他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随岁月沉浮跌宕起伏。他
配乐作曲的《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秋水伊人》等
电影歌曲唱遍大江南北，《游击队之歌》更是充满民族活
力，让人百听不厌。

生活的苦难和磨砺，成就了贺绿汀。贺绿汀呢，则用
他《牧童短笛》一样别致明了清新的人生，不懈不怠地放
牧着他的民间风格，放牧着他的行云流水，放牧着他的美
丽向往，放牧着他不朽的民族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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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赋采珠

唱支山歌给党听
——二十首儋州山歌献给党的二十大

■ 陈仲桐 高秋遂

欢呼盛世 美丽中国
纵观国际风云动，二十大会鼓东风。
举国欢呼歌盛世，美丽神州披彩虹。

盛会召开 掌声雷动
屏息十时心激动，国歌声响彻长空。
报告如春雷贯耳，雷动掌声重到重。

把握主题 牢记使命
盛会召开使命重，百年目标在胸中。
中国式搞现代化，伟大复兴中国龙。

伟大政党 伟大征程
马列旗帜迎风动，召唤百年中国风。
开辟新时代境界，六个必须①要认同。

十年巨变 彪炳史册
总结五年真厚重，十年变革展雄风。
历史性三件大事②，人民乐得喜融融。

伟大任务 崇高使命
全党中心任务重，新征程上建伟功。
战略安排两步走③，五个坚持④皆赞同。

构建新格局 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风云涌，新的格局构建中。
高质量谋求发展，保民饭碗手中捧。

科教兴国 人才支撑
引领人才来驱动，科技自主自强中。
兴国科技新战略，三强⑤建设大尊崇。

人民民主 当家作主
人民民主不移动，保障制度健全中。
激发人民自主性，当家作主氛围浓。

依法治国 文化自信
依法治国要尊重，全社会蔚然成风。
文化自强与自信，精神力量永不穷。

民生福祉 人民至上
关注民生责任重，制度健全完善中。
守民心以民为本，人民愿望定服从。

绿色发展 和谐共生
尊重自然要主动，执行污染大防控。
推动向绿色发展，青山绿水百花红。

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意识重，社会治安严管中。
体系能力现代化，安全环境国兴隆。

建军百年 一流军队
建军任务如山重，百年奋斗向前冲。
军事国防新发展，人民军队势如虹。

祖国统一 一国两制
国家统一要圆梦，一国两制贯始终。
祖国完全要统一，历史潮流要顺从。

和平发展 共同命运
关注时局大变动，坚持和平发展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国称霸岂忍容。

从严治党 坚定不移
从严治党不松动，反贪反腐永冲锋。
三个务必⑥要牢记，征程指引党旗红。

时代呼唤 人民期望
一定要圆中国梦，时代呼唤在其中。
人民期望要实现，惊涛骇浪劲如松。

青年强 则国家强
发挥生力军作用，青年强则国强中。
铭记总书记嘱托，绽放青春似火红。

新的百年 奋斗在即
新的征程已启动，响应东西南北中。
伟大奋斗成伟业，人民江山万代红。

注释
①六个必须：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②三件大事：
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二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③两步走：
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
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④五个坚持：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⑤三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⑥三个务必：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

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
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
绚丽的华章。

肖若洋，男，17 岁，海南省作协会员，
海南华侨中学学生。热爱写作，文章散见
于《当代人》《辽宁青年》《中学生》《解放日
报》等。

在课余时间，我喜欢玩玩摄影，喜欢飞
飞无人机。

在无垠的海面上，一只小渔船在漂
泊。渔船没有亮灯，在狂风中晃晃荡荡，不
知最终要飘向何方。

忽然，一道橙黄色的光从云间洒下，直
通到了海上。风把天上的乌云吹散，又是
一束光打了下来。不到片刻，再次洒下一
束光。越来越多的光从天空中洒下来，在
海上渐渐形成了一道光幕。而那小船，就
在光幕中间，光幕像一道天堑，阻隔了黑暗
与光明。我操纵着无人机，赶忙调整好构
图，拍下这一幕。随着显示器传来一声清
脆的快门声，不枉此行了。

这是某天我飞无人机的一个片段。自
获父母奖励第一台大疆无人机伊始，转眼
之间，我接触摄影已三年有余。我的第一
台无人机早已被朋友飞丢，仅剩下之前一
台很重很大的电影无人机。每次出去，我
都要拎一个二三十斤重的大箱子，行动极
为不便。

暑假的一天，我与晖哥一同去爬楼拍
照，晚上六点，天气不错，便前去约定的海
口湾附近一栋楼的楼顶，准备开拍。

好不容易上了顶层，一扇小铁门半开
着。推开门，豁然开朗，楼顶很亮，很宽敞，
四周有围墙，墙面呈淡黄色，墙根处还有几
簇不知名的杂草。对着门的是海口世纪大
桥，天是蓝的，间有一团乌云。桥矗立在乌
云前，仿佛正盯着我们，甚是恢弘。桥上的
车历历可数，一辆一辆飞过，不知疲倦。

晖哥早已面对着大桥架好三脚架等
候，他把相机调成间隔拍摄，要后期生成延
时摄影视频。这个地方正对着桥，刚好适
合拍延时。我则是卸下厚厚的装备，组装
好无人机，准备起飞。

天空中的那团乌云，越来越大，时不时
还会打一下雷。海口的天气颇有意思。中
原要是下雨，老天爷得酝酿上好几天。如
果是暴雨，更是得怀胎十月，天空得连续阴
好一阵子，雨儿才会在某一时刻，伴着一声
惊雷呱呱落地。海口则不同，天上哪怕仅
有一朵云，也是说下雨就下雨，丝毫不给你
心理准备。而且，这雨爱憎分明，哪儿有云
就下哪儿，不会东边有云西边雨。我甚至

见过马路一侧在下雨，而隔着一条实线的
另一侧，路面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一丝雨的
痕迹。

一小时前气象局就发布了雷电天气的
黄色预警，越是这种雷电天气，就越意味着
拍摄者可能有“大片”诞生。寻常天气都被
拍腻了，只有这种特殊天气才值得拍摄。
然而此时，我却对这个观点有些动摇，看着
那团越来越靠近的乌云，隐隐觉得今天可
能要“翻车”。天气虽绝，但雨下大了可就
没法拍了。外行看玩摄影的，特别是拍风
光的，都觉得很光鲜，拿着相机，或蹲或站，
优雅地按下快门就能拍出一张绝美的照
片。唯有真正进入这个圈子，才会发现，好
的风光摄影师从来都不是光鲜的，风吹日
晒是常态，倾盆暴雨已习惯。只有赶着反
差大的天气，才能拍出更好的照片。

就在这种随时可能大暴雨的情况下，我
让无人机起飞了。一般来说，我会先挂载广
角镜头，飞上天空去勘景，看中了什么景物，
思索好构图，再决定是否更换镜头，而后进
行拍摄。出门前，我看过一眼天气预告，今
天彩虹指数有百分之八十，我仔细寻了寻天
空，想发现一丝彩虹的尾巴。果不其然，就
在桥的靠后一点，一小段彩虹隐隐出现。

“晖，彩虹！”我对着晖哥大喊。他连忙
看向我所指的方向，连忙准备他的飞机，准
备拍上一组。我也将飞机降了下来，准备换
上中长焦的镜头，以桥为主体，拍一张全景。

待到再度起飞时，彩虹已经溢满了半
边天。刚好，此时以桥架作主体，彩虹就能
完美地在对角线上，形成一个绝妙的构
图。我连拍下三张照片，咔嚓几声，这一张
全景图就只待后期合成了。我又寻找了不
同的构图，飞了一会儿，拍下了几张照片。
时间过了晚七点，乌云就不再怎么移动

了。渐渐地，被乌云覆盖的半边天空，由泼
墨般的深蓝色开始变淡，变成了灰蓝。大
片的乌云，也开始分化成一小朵一小朵的
云彩。这种云在地理上貌似叫鱼鳞斑，而圈
里则给它另起了个名字，叫乳状云。太阳不
断倾斜，暖色又开始占据天空，与蓝色争执
起来。过一会儿，像洪七公与欧阳锋的九阴
真经与逆九阴真经一样，开始相互交融，形
成了浓郁的葡萄紫。天空中，暗处是蓝，中
间色是紫，而高光处是橙。光从已经落下的
太阳发出，穿过无数光阴，以每秒三十万公
里左右的速度奔腾了上百秒，到达了地球。
接着又从海平面腾起，射过九重云天，拆散
成七色，这才得以进入我的眼睛。

看到这种景象，我没有急着去构图拍
照，而是放下遥控器，去感受彩虹的美。我
拍照是为了什么？是想要定格住我的记忆
和感受。人的一生有大几十年，甚至于可
以百年以上，其间发生美好的事情太多太
多。事无限，脑力却是有限的。作为人，我
们记不住那么多东西，而相片却能一直保
存着。将我想要铭记的东西拍下来，这样
每每看到相片，就会重新唤起当时的记忆，
想起我年少时的生活。对于我来说，这样
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我可不愿过了一辈
子，到老的时候什么也回忆不起来，只能苦
苦望着窗外发呆。

与画相比，摄影更真实，更有冲击力。
这也是普通人目前能记录真实的最简便的
方式。或许，大多数人喜欢摄影的初衷，就
是为了铭记。

夕阳渐渐沉下去，天空归于夜晚。月
亮上班的时候，我就收拾好东西下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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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稻入仓廪，大地熏黄。熏黄是一种
稔熟的色彩。站在原野，满目苍茫。姜花
白，芭蕉黄。青桐子一日比一日鼓胀。翠
竹开始脱枝。我很细致地观察了溪边的一
处翠竹林。翠竹林有37棵竹子，竹子每长
一年，要脱一次枝，从下往上脱，脱到第16
节，竹就成了老竹。竹越老，纤维越富有弹
性，韧性也越强大，也越耐虫蛀。脱枝，就
是最末的枝丫干死、脱落。竹竿光滑如洗，
慢慢洇析出竹霜。砍柴人砍到手或膝盖，
刨竹霜下来，敷在刀口上，血即止，伤口也
不化脓。竹霜越厚，竹梢越垂。竹到了苍
老之年，会佝偻。

竹越砍，竹则旺盛地生育。入秋的第
一件事，便是砍竹。山边竹林传来笃笃笃
的砍竹声。刀吃进竹，刀声在中空的竹筒
产生共鸣：笃，笃，笃。如啄木鸟啄树洞。
竹振动，落叶竹叶。每一片竹林都有厚厚
的竹叶。秋雨尚未来临，竹叶干燥、发白。
竹鼠在窸窸窣窣。竹鼠以竹须、竹鞭、嫩竹
为食，四处打洞。洞与洞连通，如同地道。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斗米。新稻晒出，
机了米，当然就煮粥，又稠又香。是每个人
爱吃的。乡人等着新米，为一碗粥，也为一
块糕。糕为米糕，又称千层糕。

泉水泡新米一个时辰，米泡得又白又
胀，以石磨磨米浆。米浆略稠，白如鲜奶。
锅里的蒸笼已热气腾腾，米浆匀细地浇下
去，蒸出米黄色，再浇一层米浆下去，又
蒸。浇七层，蒸七层。七是变数，也是节律
数。七是死数，也是生数，是先死后生的意
思。七是无穷大，因此七层糕遂称千层
糕。蒸出来的糕，有深深的碱色，香郁浓
烈。碱来自草木灰。乡人取灰碱泡米。

灰碱一般取自稻草或牡荆。稻草以糯
谷稻草为佳，去稻衣，洗净晒干，烧出一堆

灰。灰包入纱布，泡出碱水。没有糯谷稻
草，砍一捆牡荆来，洗净晒干，烧灰。牡荆
是马鞭草科牡荆属灌木，耐寒耐旱耐贫瘠，
具乡人秉性，可解寒解毒祛除湿气，可催化
黄豆发酵。乡人制黄豆酱，牡荆是必备之
物。

乡人爱灰碱。灰碱防蒸糕霉变，也可
防暑、增强体质。当然，灰碱还是一种液态
凝固剂。做腐婢豆腐，也要添加灰碱。腐
婢是马鞭草科豆腐柴属灌木，茎与叶，清热
解毒，治痈疮，解热暑，醒酒，敷蛇虫之伤。
腐婢叶捣烂，把汁液沥进灰碱水里，就慢慢
凝固，成豆腐状。这就是腐婢豆腐，色如碧
玉，味凉如冰。舀一碗腐婢豆腐，调一勺蜂
蜜下去，凉拌吃，热暑全消。

下了灰碱，千层糕也称作灰碱粿。满
满的一蒸笼灰碱粿，无需用刀切，取一根白
麻线，两头拉紧，糕成了块。以线作刀，取
糕而食。砍竹人上山，不愿带饭或不愿生
火造饭，带三五块灰碱粿，挂在竹丫上。

临近中午，砍竹人取下灰碱粿，坐在竹
下吃，一层层撕下来吃。一口一块粿米。

秋蝉在吱吱吱叫。燥得饥渴的灰胸竹鸡，
在嘘咭咭地叫。一直叫到太阳下山了，灰
胸竹鸡摇着步子，来到溪边喝水。坐在石
块或竹叶堆上的砍竹人，是无比寂寞的
人。刀放在脚前，风摇着树梢，竹叶飘摇而
下，落在寂静的竹林下，也落在他的身上。
他细嚼慢咽地吃着粿，望着空空的竹林，山
下的人烟虚白在黄黄的秋阳下。吃了粿，
喝了水，倒头睡在竹叶堆上。凉风扫荡。

一日，我去山中竹林，看乡人砍竹。山
并不高，但陡峭。山垄田还有人在割稻
子。那是最后两块收割的稻田，种的是糯
谷。稻子直挺，稻衣素黄。割稻的人蹲在
田中央，弓着身子割稻。他的左手撩着稻
秆，右手挥舞着镰刀。田中央割了一大块，
撂下稻子堆出“人”字形，四边的稻子直挺
挺地浮荡。天太热了，割稻人戴着斗笠，穿
着厚厚的秋装，不时地脱下斗笠当扇子。

从没见过这样割稻子的。割稻子是田
头开始割，一垄一垄地割。哪有从田中央
往四周割的呢？问割稻人：打谷机怎么拉
进去啊。

割稻人答：全割完了，再打谷子。
问：你这样割，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答：这是圆匾的形状，你没看出来吗？
这是一块巨大的圆匾。圆匾是晒食物

的竹器。这是大地之丰美，也是大地之殷
实。又问：为什么不请收割机呢？

答：收割机是方便，但浪费很多谷子。
我便没上山看人砍竹子，而是看他割

稻子。看了一会儿，我也下田，和他一起
割。多年没割稻子了，割了半个小时，脚酸
疼得发麻，衣服也湿透了。

我们的肉身、情感、思想，都是被自然
之物浸染的。入秋之后，这样的感受会更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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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万泉镇，位
于万泉河中游。

乡人喜欢喊水、喊
泉，逗鱼、逗蛙，戏雷公
马，欣赏传奇故事。

在传说中，万泉河原
名“多河”，元朝时期，元
武宗之子图帖睦尔因宫
廷倾轧被流放到万泉河
畔，当地绅士王官邀其游
览两岸山水景色消忧解
愁、观光怡情。三年后，
图帖睦尔被召回京即帝
位。在他即将离别万泉

河时，王官率领村民夹岸欢送，齐呼：“一路万全。”相传，
图帖睦尔登基后将“多河”命名为“万泉河”，以报答村民
送他的“万全”之情。

我常回乡下，与同龄人寻味枕着妈妈的歌谣进入梦
境的岁月；自嘲当年在田埂湿地、从牛背上滑下爬起的窘
态；不时回望那些难忘的场景：在湖泊山塘间学游泳、打
水仗，溺水被救时的惊心动魄，渡口溪沟里抓蝌蚪、斗蟋
蟀、追蜻蜓、戏蝴蝶，细听椰苗、槟榔、水稻拔节生长的声
音，沉醉于文曲、沐皇沟等支流的渠道纵横、水草丰美、波
光粼粼，分享水乡的“心泉”。

少年时，启蒙老师曾问我，“白”字在上、“水”字在下
是什么字。见我摇头晃脑不知如何作答，她便带我到小
水井旁，问我井中有什么，我说有水。她又问还有什么，
我说水泡。她继续问我水泡底下是啥。见我紧锁双眉，
她又问咱们镇叫什么镇。我茅塞顿开，连说三声“泉”。
她说，泉清澈、甘甜，从小要有泉一样的心。

故乡人爱河护河，守护树木草地涵养水源，让净水入
河、清水进家。我在外工作50多年，走得越远，越是忘不
了故乡“心泉”。

说起水乡“心泉”，不能不提到我从小生长的名山村。
村子山坡上有一株茶树，古人以“茗山”为村名，有时

也称“名山村”，后改为“茶山村”。2000年，我向村里提出
村名复名“名山”为好。村子历史悠久，有古井、古榕、古
祠、古屋，村中人才辈出，出过不少名人。村前广场还有鹦
哥岭的山中石、万泉河中水底石，凿刻有“万泉气象新，名
山更喜人”“聚力石”“超越”“赢”“将”“将来更好”等字样，
质朴简洁、寓意深远。名山、名山，可谓名副其实，且“茗”
与“名”同音。经过努力，“茶山村”终于更名为“名山村”。

年纪大了，我最喜欢分享后辈的“心泉”故事。村里
后辈积极向上、各放光彩，不少人成为律师、技师、工程
师、经济师、高级教师、农艺师、会计师、美容师、建筑师
等，有人还获得了“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人们
戏称，名山村有10多个“师”的实力。

美丽乡村，心泉涌香。
“天然曲水护名山／古彦今贤几涌澜／续写新篇凭聚

力／石坚尤似众心坚”“村以山名远，石因聚力坚”“名水隽唱
幸福曲，山风装点鸿业长”“名扬民富春光美，山秀水清生态
妍”“名水名山蕴良才，琼州琼海谱华章”“久负盛名雅名实
名，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近年来，不少文人墨客吟咏诗
词，村中百姓也挥毫楹联，这些赞美名山村的文字正是乡愁
村韵、大美江山的时代缩影。从北京来的编剧、自上海来的
学者，也来此采风、调研，名山村今天已是名声远扬。

故乡、水乡、梦乡，留住一份记忆，平添一份温暖，予
人一股力量。我为“心泉”滋润后人叫好。

雨果说，“所有的植物是一盏灯，而香味就是它的
光。”水乡万泉的“心泉”香味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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