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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色云光照碧空，寄居山野夜朦胧。

叶摇绿竹秋风后，木落清流宵雨中。

辗转长思少时事，往来久听老寒虫。

半生羁旅繁霜鬓，何不渔樵作钓翁。

秋夜山居
■ 黄平

我抬头，与你视线相遇

亿兆星海中，你低头与我双眸重逢

甘愿藏在月亮的光辉下

你依然耀眼

用氢氦聚变的伟大能量

在浩渺的天外为我洒下一片银光

哪怕在最漆黑的夜晚

也令我在浩渺的宇宙

将你仰望

啊，当我看到你的时候

你或许已经逝去

古老的光束带来了你的言语

你说，你没有想象中的伟大

而我，绝不会因体积而渺小

138亿年前，我们随爆炸分离

啊！138年前的碰撞和飘荡

都是为了创造我和你

每一次的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因为在138亿年前

我们就曾打过照面

从那一刻起

我们就在彼此寻觅

我体内的每一个原子

都是为了重逢而焦急

啊！你是我的手足，我的兄弟

我克服了熵增

你跨越了光年

我们的相遇

即使亿万分之一的概率

也是命中注定

生命与恒星

都是宇宙的奇迹

终于

你在我视网膜上留下的光点

为138亿年前的故事写上结局

你可以心满意足地离开

而我愿将一生托付给你

去追寻你的足迹

大山的血脉，穿越沉睡久远的寂静

拥抱于危石之中

孤零零地不停叙述一个古老的传说

阳光如银针穿梭在瀑布之间

裁剪出黎锦绚丽的涟漪

风掀开黎锦，吹响竹竿上三月三的旋律

瀑布里跳动的词语和黎族苗族的母语一起

呼喊

唤醒一座山和一个古老的民族

从灵魂深处飞出的浪花

让静美由近向远弥漫开来

夜幕降临 树木花草氤氲山栏酒的香气

把吊罗山送进了梦乡

此时，宝锣的钟声

仿佛在悠远的时光里回响

我仰望天空 看到了瀑布比星辰更高远的

清纯

枫果山瀑布
■ 文博

星星
■ 蔡紫轩

车再次启动，将一颗沉浸
在那段峥嵘岁月中不能自拔的
心慢慢移动、抽离。车窗外一
排排的木棉杉正缓缓向后退
去，路旁青草深深，随处可见的
海芋（俗称滴水观音）叶片硕
大、翠郁欲滴，给人以惊艳的姿
态高调亮相。

视野愈发地开阔了，起伏的
山峦连绵叠翠，皆是绿的屏障。
辛弃疾的《生查子·独游雨岩》：

“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
有行云，人在行云里。”用在此处
一点都不为过。据说那座半遮面
呈娇羞之态的山叫作“美女峰”，
于我而言，此刻唤其为“仙女山”
似乎更为妥当。

据传，约 70 万年前，一颗
小行星坠落此处爆炸成坑，是
中国目前认定的较年轻的陨石
坑。也是我国唯一的陨石坑。
白沙茶园就在陨石坑边上，相
隔不过九千米。

人间有仙品，茶为草木珍。
浓茶解烈酒，淡茶养精神，清茶滤
心尘，此谓茶之德也。

迎面而来的风湿润轻柔，沁
人心脾。四周山脉连绵，竹林、
胶树林环环而伺。踏上瞭望台
高处眺望远方，千亩茶园尽收眼
底。茶花在纵横的绿海里显得
格外娇小淡雅。捡起掉落地上
的茶花，白色的花瓣衬托着丝绒
般的黄色花蕊，似有若无的香气
可人之极，黄色的蜜蜂“嗡嗡”萦
绕花边，釆蜜正忙。栈道边数株
咖啡树结着密密麻麻红红绿绿
的咖啡果。

我抬头看了眼天色，雨在这
一刻停住了，摊开五指，有白色的
光从指间泻开来。

真正的美是可遇不可求的，
是千里之外一朵小花的清雅，一
串果实的饱满，是与自然相通时，
不经意瞥见的那一刻的喜悦与感
动。

陨石坑土壤含有丰富的矿物
元素，加上常年云雾缭绕，造就了
茶园的盎然生机，茶叶的内含物
质丰富，口感独特。“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白沙茶园带动了周
边村民脱贫致富，荣获了多个奖
项。并结合周边美丽乡村，打造
了自然生态的茶园小镇，并一度
成为近两年网友们的小众打卡
点。

在统战部工作人员的热情指
引下，清秀的黎族姑娘为我们冲
泡了白沙绿茶。

见其抓一把青绿茶团掷向空
盏，沸水向杯里一倒，一团白雾立
时腾空而起，于静谧中化现一只
白蝶。白蝶虚虚幻幻，俄而便朝
虚空法界翩跹匿散。再往杯子里
看，杯中茶叶皆齐齐悬空竖了起
来，如一丛破土而出的春笋。不
多时，便慢慢下沉，宛如琼花坠
落。

茶香清高，汤色黄绿，淳朴自
然得正如黎族人民一样浓厚甘
醇。

茶除去了可乐的浮躁，除去
了咖啡的浓郁，留下了纯、淡之
饮，或有苦涩，或有甘甜，意犹未

尽地滋润着灵台，破解着孤闷，与
我们最细微的心灵深处相通对
话。

端起杯来，自可见晨旭，见新
月，见满天之星辰或繁华之春秋，
茶中自是有乾坤的。

所谓仁者爱人，智者知人。
品味人生有时不过就是一杯清茶
尔。同行的文友静静地啜饮杯中
甘露，此刻，喝茶俨然成为了一种
智慧。

茗品六色，甘味可评，牛饮解
渴，慢品宜情，此谓茶趣也。

我喝茶，每每都是浅尝即止，
不是做作而是因为常年茹素，易
有饥饿感。亦可能是茶去腻解脂
的功效于我太过明显。我享受茶
清、静、和的怡然，更喜欢“察”的
灵犀，妙不可言。在我看来，每一
片细小茶叶的沉浮，都是一种缘
定，不空不昧。鼻翼翕张，俯身轻
嗅茶的清香，世界静了，心也清
了。

入冬，或许是美在一份秋色
浓重繁华后的清寂，热烈渐至凉
薄，终至清寒（虽说琼州无酷寒
之感）。这，该是一种厚重的皈
依。此等素淡之味亦如茶，于
我，是这两日自京入琼最温润的
味道吧。

茶敬客来茶当酒，云山云去
云作车。

若有云翔千万里之心，一片
茶叶，也可以越山河九万里，与宇
外知音相逢聚叙。

细观“茶”字，将其拆分，即为
“人在草木间”。白沙无沙，却有
好水好茶及好客的黎族人民。

空杯以对，才有喝不完的好
茶，才有装不完的欢欣和感动，才
有写不完的黎族故事。一缕天闷
时的清风，夏日里的一只萤火虫，
随海浪冲上海滩的一条鱼……都
是世间万物的美好，都值得开心
留存。

是为记也！

“黎家美酒人人爱，黎花三里等你
来。”夜晚的山村，酒飘香，歌悠扬。

此刻，半弦月高挂树梢，风似有似无，
山里人家的灯火明明灭灭，草丛里虫声唧
唧。

阿芳家，七八人正围坐一起进晚餐。
一醉翁悠然列坐其间。每当阿芳和她姐
妹唱完一曲，醉翁就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醉翁抚掌而笑，慨然道：
“‘叫侬唱歌侬就唱’，唱的不忸忸怩怩，喝
的岂能不痛快！”

阿芳和姐妹唱的是《欢迎你到王下
来》。醉翁一行二三人，当日到自称“中国
第一黎乡”的王下乡闲游，当为客人；阿芳
是此地浪论村村民，当为主人。主人给客
人唱这首歌，再切题不过了。“欢迎你到王
下来，浪论村人情意浓咧。”主人唱得动
情，掏心掏肺；客人听得动心，拍胸拍腿。

歌至声遏白云，醉翁头上仅存的几根
白发随风起舞。

恰在这时，有两位湖北客人来买山栏
酒。主人说：“酒买不买没关系，先来喝口
酒。”

客人有些犹豫，阿芳和她姐妹阿菊举
起酒杯就唱开了：“请你举杯又举杯，深情
都在酒杯里。”“山栏酒真美，好喝不易醉，
醉了容易睡，睡醒人不累。”

“好好好，那我就喝一杯。”这一喝不
打紧，人就被歌迷住了，腿就迈不开了。

醉翁最喜欢听的是《摸螺歌》：“边唱
歌来边摸螺，河里摸螺汗水多。”歌词清新
自然，让他闻到了泥土的芬芳。

还有那首《妈妈不让我远嫁》，唱的是
“姐姐嫁到山外山，妈妈不让我远嫁”……
其中一句“同村难找知心小伙”，让醉翁听
了直唏嘘。

一曲歌来酒一杯。醉翁对阿芳说：
“碰杯就要喝完，捞拜！”“捞拜”是他刚学
会的，在黎语里是“干杯”的意思。

另有四五人夜晚散步，从阿芳家门前
经过——那是浪论村一家高档民宿的管
理者，他们闻歌而至，驻足倾听。

阿芳连声邀请他们加入“酒里歌
里”。村里人傍晚割胶，饭吃得晚。正坐
在饭桌边的几位邻居见这边热闹，也端着
酒杯走过来。

阿芳歌声婉转，阿菊歌声高亢。她们
唱黎语歌，唱流行歌，唱即兴编的歌。她
们歌唱家乡，歌唱生活，也抒发愁绪。

夜晚的山村，酒杯举，歌不停，掌声响
起，笑声响起。

借着酒意，醉翁举杯说：“我不会唱
歌，就乱编乱唱一首。”接着，便半唱半念
开来：“阿妹哩，见你家门总开开，哥能进
来喝杯茶塞？”

再仿女声唱：“阿哥哟，莫见外，若是
阿哥心肠好，还有好酒端上来。”

歌毕，大家被逗得东倒西歪。
茶香酒醇歌醉人，黎乡十里醉春风。

纯朴民风胜春风，白天，醉翁早已为之沉
醉。

拐进村里，但见一户户人家的门虽设
而不关，有的甚至把电视机、衣柜安放在
屋外走廊里。有外来志愿者也染上了这
种“习性”，即使人离开几天，其住处也不
锁门。

行走黎乡，一路上，醉翁亲眼所见，摩
托车、电动自行车有停在家门前的，有停
在橡胶林旁的，也有停在路边的，都未额
外上锁，大都不拔车钥匙。

醉翁心生疑问：“要是有人骑走了咋
办？”

“骑走就骑走了，会还回来的。”当地
人回答，并说起一个故事：一外来工头需
要察看多处工地，在路边遇一陌生村民，
便向他借电动自行车。于是，发生了下面
的对话——

村民：“好，你骑走吧。”
工头：“怎么还？”
村民：“怎么还？就放回原地。”
工头：“钥匙怎么交给你？”
村民：“钥匙就插车上。”
醉翁听后，既惊讶于村民敢出借，更

惊讶于工头敢借。敢借，必定是居黎乡有
日，被“春风”所熏染。

阿芳家门口挂着几串香蕉，论串卖，
一串20元。如主人上山干活了，游客可
自取，自扫二维码付款。

想到此，醉翁拿起胯下牛皮凳，击节
而rap（说唱）：“有酒同醉，有车同骑，有
歌同唱，有果自取。远山打猎，见者有份；
近水抓鱼，你鱼我鱼。天涯多陌路，黎乡
愿同福。来的不是客，来的都是哥！”歌
毕，不用劝酒，自饮三大杯。

“有歌不唱留做乜”，夜晚的黎村，酒
满杯，歌满河，意满溪。

“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相见才有
味。”合唱响起，情意尽在酒里歌里。

夜深，醉翁及同行者酒醉不认归途，
只好在农家借宿。

次日醒来，醉翁见桌上有一纸，上书
一词：

长相思·酒里歌里
山弯弯，水弯弯，山水弯弯入画帘，山

花朵朵闲。
酒同欢，歌同欢，门对白云常不关，春

风伴我眠。
醉翁讶异，以手摸秃头，自言自语：

“看这笔迹，确是我老所写，难道是昨晚醉
中涂鸦？”

醉翁者，异乡人李某也。而此词由客
入主，竟是以本乡人自居了。

1994年世界杯临近前，我来海南也
“一年有半”了，那时候有个哥们叫海珠
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办起了一份《特区
体育报》，正想借世界杯的大势火起来。

后来，这份短命的报纸终于没有火起
来，海珠也回江西老家，“贩大米”去了。

这张报纸的创刊号上有我的两篇文
章，一篇《世界杯：一种爱情》表达了一个
球迷对世界杯恋人般的痴迷、执着和陶
醉，另外一篇《海口应搞起业余联赛》大概
是海南地区最早提及业余联赛概念的文
章，两年后这些设想成为现实——当然是
时势使然，这篇文章由于发表在很不起眼

的小报上，影响力微乎其微。
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却来自海

南独特的足球环境，凡在海南待过一段时
间的人，都夸赞海南的气候好，对这点感
受尤深者，或许是我们这些踢球的人，无
论是北方冬季的严寒，还是江南的阴雨连
绵，都是足球的大敌，可在海南，除了短暂
的台风季节外，几乎天天可以踢球。而
且，海南也是个绿草容易生长的地方，以
海口为例，可供踢球的场地远远超过内地
大中城市，唯一的遗憾是缺少一座像模像
样的足球比赛场地，否则海南迷人的暖冬
定会成为足球的节日的。但对于过过脚
瘾的“好球”君子们来说，海南岛已是踢球
者的天赐乐园。

于是，周六周日，你总能见到海口各
地的球场，东一堆西一伙在那里叫板。其
中，既有闲得没事干的人员，也有开着小
车来的老板；既有以公司为后盾装备精良
的部队，也有拼凑百衲而成的布衣军。
1992年年底，我刚抵海南，就被海口有如
许多的“好球场”所打动，很快扯起了一支
球队。

及至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想离开海
南，内心最割舍不下的就是这支球队的哥
们。在海南见识了林林总总的人，我由衷
感到：只要热爱足球，就会喜欢公平竞争，
就不会缺乏激情。在那次“告别”酒宴上，
我的许多兄弟流了泪，我强忍住了。这
时，有个声音突然对我说：“留下吧，我们
一块看世界杯！”

终于没像海珠那样离开海南，我留
了下来。1994 年那届世界杯，是令我
最忘情陶醉的一届，我看了大部分场次
的直播，有时我甚至受虐狂般地喜欢那
份半夜守候的煎熬和痛苦，我觉得这要
比那些舒舒服服看球的欧美球迷更能
表达出一种百折不回、坚忍不拔的挚
爱。尤其当凌晨之际，一场大赛观罢，
窗口吹来清晨独有的阵阵新鲜、略带凉
意及鱼腥味的海风，天边已缀上瑰丽绚
烂的一抹朝霞，我的内心会涌起一阵感
恩般的激动，甚至有时躯体会有些微的
颤悸，我想说：感谢足球，你让我懂得了
无私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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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被称为“智慧之学”。
在哲学史上，有人进行过比较
和概括，认为德国哲学家康德
是最沉默的人。康德终生未
婚，一生都在讲坛和书斋中度
过，几乎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
生活古板却极有规律，他也没
有什么朋友，独自过着沉默的
生活，被哲学界称为长时期保
持沉默的哲学家。

从 1770 年开始，康德就计
划写一部关于人的认识的哲学
专著。为了写这部专著，他反
复思考这部书的结构、内容，搜
集资料，对论述的每个问题进
行分析、比较，为了集中精力思
考，他放弃了与任何无关人员
的交往，沉默下来，很少写文
章，也很少参与外界的活动。
他完全沉浸于哲学著作的思考
和撰写之中。

这时，有关心康德的人给他
写信，问他：“您为什么沉默，为
什么总是那些外行人在写作，
而不是擅长笔墨的您在写作？
您为什么沉默？在这样一个新
时代，您怎么不一显身手，您在
睡觉吗……”康德没有回信答
复。在康德的书桌上，草稿越
堆越高。有一次，康德的一个
学生在哥廷根对当地一群教授
们声称，在他老师的书桌里有
一本写好的著作，这部著作将

使在场的教授先生们“心惊胆
战”，这番话立即引起了教授们
的一阵嘲笑，说指望“沉默人”
康德搞出点什么名堂，那是徒
劳妄想。康德听到后，对这一
切并不理会，而是继续写作。
直到1781年的春天，这部著作
终于写完了，这就是著名的哲
学作品《纯粹理性批判》。康德
沉默了十二年，终于写出了震
惊世界的名著。德国作家海涅
说，就这一部著作，足以使康德
的英名永在人间。

哲学家黑格尔是一位喜欢
沉思的哲人，黑格尔思考问题
专心致志，有时到了出神的程
度。有一次，黑格尔思考问题
时，在同一个地方站了一天一
夜，像个木头人一样，一动也不

动。还有一次，黑格尔一边沉
思一边散步，天下雨了，他的一
只鞋陷进了烂泥，但他没有发
觉，还是继续往前走，回到家才
发现：自己的一只脚穿着鞋，另
一只脚只剩下满是泥泞的袜子，
鞋子却不见了。

黑格尔的沉思，到了超脱的
程度，什么事情也干扰不了他，
以至于闹出笑话。有一天，黑格
尔要讲课，但上课前他在思考一
个问题。本来他是下午三点的
课，但他心不在焉地提前了一个
小时，两点就去了。讲堂里听课
的是另一批学生，可是他没有察
觉到，就在讲坛上坐下来，侃侃
而谈起来。有个学生向他暗示
搞错了，他压根儿没有理会。按
照课程表，这时应该由奥斯蒂教
授来上课。他来到教室门口，听
到黑格尔的声音，以为自己迟到
了一个小时，于是赶紧退了回
去。到了三点钟，黑格尔的学生
们都来了，这时候黑格尔才发现
自己搞错了时间，导致局面有点
尴尬。

黑格尔明白过来之后，风趣
地对学生们说：“我们一直认为感
官是可靠的，本人在一小时以前
却对此有了一次特别的经验，感
官并不是可靠的。”说完，他的嘴
角刹那间浮起一丝微笑，授课继
续照常进行。

乘浩浩长风，直上苍穹。

云帆飞鸟逗轻红，见说翱翔皆着意，千里

相从。

越丘壑深丛，溪水归同。

青年逐梦在途中，更喜时光如此好，竞立

新功！

浪淘沙令·
海口江东新区一瞥
■ 陈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