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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我心中的乡愁”征文获奖作品选登

溪坡，在家乡的南边，是宁远河流
经港门村的一片宽阔沙滩，宁远河流
经溪坡后便直接入海，溪坡的水很清
很净，沙滩很宽阔，而且也很长，在孩
提的记忆里，我虽然经常去溪坡玩，但
从来就没有把溪坡走完，因为溪坡很
大，溪坡这个名字在官方的文字档案
里是查不到的，它是属于港门人的专
用名词，溪坡是村民生活的源泉，也是
孩子们玩耍的乐园。每次和从小一起
长大的朋友在一起，免不了会聊起溪
坡，它是我们永恒的话题，那里有我们
最美好的孩提记忆。

多年前就听说宁远河改河道后，
溪坡现在已被逐渐改造，建起了许多
房子，村庄已经扩大到了溪坡。不知
是一种牵挂还是一种留恋，我多次都
想到那里去看看，但都没有去成，一搁
就是很多年，这种心结便一直如鲠在
喉，甚是难受，很不舒服。这两年，三
亚 正 在 如 火 如 荼 地 开 展“ 双 修 ”“ 双
城”建设，为了对三亚海岸线的生态环
境进行修复，整治港口区河口污染，推
进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建设，
市里把三亚渔港整体搬迁至崖州湾，趁
着回去家乡参加崖州中心渔港开港仪
式的机会，我决定专门去看一看，看一
看那让我一直梦牵魂绕的溪坡。

从村庄的边上走过去不远就是溪
坡，现在的溪坡果然有一部分建起了
一些房子，高的有七八层，最矮的也有
两三层，剩下的部分已经被挖建成虾
塘，土被推成一堆一堆，边上疯长着荒
草，在里面行走很不方便。站在曾经
的溪坡中央，四周没有人，风夹着热浪
从远处吹来，吹得我脸上有点烫，以前
的一马平川，以前的人来人往，以前的
微风习习没有了，眼前的溪坡已经不
是原来的溪坡，既非常熟悉又如此的
陌生，我的心有点隐痛。

记得以前，溪坡的沙滩很干净，细
腻平滑，穿着衣服往沙滩上打滚，衣服
也不会粘上灰尘。沙滩上有密密麻麻
的马尾松海防林，马尾松不高，几乎每
棵都是横向生长，树杆粗壮，遒劲茂
密，可以固沙，也调节空气。阳光从树
的缝隙里洒下来，斑驳，温暖。风从树
荫下吹过，清凉，还有一丝丝的甜。不
管多热的天，只要你往树底下一钻，马
上觉得惬意，舒爽，以至于孩子们会经

常到林子里捉迷藏，大人们常常到林
子里歇息，马尾松林里有太多的趣事。

在还没拉自来水之前，村民的生
活饮用水都要去溪坡挑，去溪坡挑水
我们都叫“担井穴”，选溪坡离村庄远
一点的地方，在沙滩上挖一个坑，坑是
圆形的，坑口直径两米，一直往下挖至
一米左右，底下就会有清澈透明的清
水汩汩冒出，那是来自宁远河底的水，
在井穴底下的人要用瓢不停地把刚流
出来的水往坑外面舀，一直舀到看起
来很干净，觉得可以饮用为止，才可以
舀到水桶里挑回家，每次“担井穴”都
是一个人在井穴里舀，来“担井穴”的
人要规规矩矩按照先来后到在坑上排
队，轮到谁谁就出来接井穴里面的人
舀出来的水。每次担完井穴都要对井
穴坑进行回填，恢复原来的样子。村
庄很大，人口也很多，我们的祖祖辈
辈，世世代代生活饮用水的取水方式
就这样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们就是喝溪坡的井穴水长大的。

在生产队挣工分的年代，物资缺
匮，家家户户吃不饱的情况比比皆是，
为了养家糊口，几乎每家每户都要养
几头猪增加收入，青苔是宁远河里的
一种水草，煮熟了可以喂猪，青苔是当
时村民们养猪的主要饲料，去溪坡“捞
青苔”便成为姐姐和妹妹们必修的功
课，每天一放学，女孩子便挑起箩筐成
群结队去“捞青苔”，刚捞上来的青苔
新鲜，光滑细嫩，营养丰富，当时村里
面养出来的猪，基本上都是靠青苔喂
出来的，但头头却也是肥肥壮壮，肉质
鲜美。姑娘们去溪坡“捞青苔”的场面
煞是壮观，一队队，一排排，至今仍然
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白天的溪坡人
来人往，人声鼎腾，充满喧嚣，只有到
了夜深的时候，人们散尽，才能恢复如
诗般的宁静。

伯父是生产队队长，管着整个生
产队几十户社员每天的出工、工分登
记、分粮食等等，林林总总，白天忙得
像陀螺，家里还有妻儿六人等着吃饭，
于是，伯父只好每天晚上风雨无阻地
到溪坡的河里去“摸溪”养活家庭，港
门人有着极其丰富的俚语，“摸溪”就
是捕鱼，家乡人很地道，没有太多文绉
绉的语言表达，比如捕鱼，没人会说是
捕鱼，只说“摸溪”，捉螃蟹不叫捉蟹，

叫“摸蟹”。伯父白天干公家的，晚上
干自家的，早出晚归，每天披星戴月，
吃苦耐劳，克服种种困难，把几个孩子
拉扯大，读完了小学读中学，读完高中
读大学，现在孩子们个个都已成家立
业了。但令人惊叹的是，因为溪坡的
鱼是伯父家每天必不可少的主菜，以
至于伯母因为鱼吃得多了，居然能鱼
肉一进嘴，就能准确分辨出哪条鱼是
上游河段的哪条是下游河段的，哪一
条又是入海口的鱼，吃鱼能达到这种
成精的境界，要吃多少鱼啊！记得最
清楚的是，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伯
父家做客，面对桌上的杨桃鲜鱼汤，再
放点黄灯笼辣椒，我们一进角色便是
狼吞虎咽，吃得鼻涕都流了出来，这
时，突然旁边的伯母对她儿子大喝一
声，“黑子，你干嘛不把港口的鱼煮给
他们吃，拿这些溪底的鱼来煮干嘛？”
我们一愣，马上说，“很好吃，很好吃，
可以了，可以了”。原来鱼汤也被伯母
尝了一口，入海口的河水是咸淡混合，
所以鱼也比较好吃，口感和肉质都要
比溪底的好。我常常记得伯母的这一
声责喝，记得这喝声不仅是因为这喝
充满盈盈的爱，更多的是基于对伯母
的钦佩。我想，如果没有这条河，伯父
的家庭，还有那些许许多多的像伯父
一样靠“摸溪”为生的家庭，生活该会
是怎么一种状况？以前，许多家庭常
常吃不饱，饥饿的感觉对我们每个人
来说都是特别刻骨铭心的，溪坡，不知
养活了多少人，也不知记录着村民们
的多少艰辛。

岁月悠悠，星移月转，溪坡对于我
来说，一些记忆已经逐渐飘散在往日
的风里，即便常常提起的也只是零星
一点。社会正以只争朝夕的姿态，蓬
蓬勃勃地快速发展，如今，人们已经不
再为温饱发愁，村里的小洋楼已如雨
后春笋，鳞次栉比，小汽车穿梭往返，
喇叭声此起彼伏，加上正在进行的“双
修 ”“ 双 城 ”建 设 ，家 乡 真 的 变 得 很
美。随着崖州中心渔港的深入建设，
下一步还要铺建一条环村大道，这个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溪坡，必然将逐
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但我知道，溪坡
给予我们的，我们都不会忘记，对于溪
坡的情感和记忆，已温暖地融入我们
的灵魂，融入我们的血脉之中。

一

赞美诗，在词语的心脏发动一场革命
三亚，或者天涯海角，对应着书写的类型

我假想我是一棵椰树，在海涛与沙滩的
氤氲里

生长，历经风雨与阳光，呈现着诗意与
思想

我假想我是一株木棉花，在原野和心灵
的守护中

绽放，小巧而可爱，涌动着时代的美

叙事诗，在音符的末梢架上一座飞机
崖州，或是鹿城，在三亚湾的柔美里坠落

我希望我是一支笔，在海滨的萦绕里
写出一座城池的美雅与恬静，烂漫的吟诵
我希望我是一把刀，在矗立的无垠中
雕琢出灵魂与生命的质地，魅力的拥抱

二

大自然，以道德经的定律舒展着渲染
无字的书，在幽静的田园里被品读

两百多公里的长度，装载着多少册页的
内蕴：

亚龙湾是浩大的序言，引领着千军万马
的虚无

走过三亚河的桥梁，目睹事物的核心和
本质

造物主，用天地的映衬表达着极致
天书？在五大旅游要素的骨架上翻阅

看得见的美，与看不见的星星，在纯粹的
浪花上呢喃，陷入痴醉的双眸，自远而

近的
宣读，轻轻地吹在东方夏威夷的脸庞上

三

古老的圭臬，在多姿的风采里解答命运
与波澜

优雅地抒情，在传统与时尚之间婀娜地
走过

崖州，谁在呼唤，在红砖绿瓦之间恬淡
的演奏

让繁茂的草木和丰厚的历史携手共进
让南山寺的钟声成为风雅的代名词
在金玉观世音的注视下，成就着安宁与

祥和

青春的情怀，在水墨的飘逸中阐述着高
远与自省

谦卑地记载，在茶与酒的酣畅里沉淀下
的思绪

沿着梦幻的线索，大小洞天豁然浮现，
似曾相识的

胸怀，在山水云林中悄然弥散，是神灵，
布置着

谜语，还是沧桑之后，呈现的平淡与雅
致，奇特的

风貌中，蕴藉的图景，在婉转的笔触里
自然溢出

四

绝世的爱，在大陆的尽头表白着衷情与
眷顾

邂逅或者追随，孕育着一生的主旨和温情

让时间停留在椰梦长廊，伴着柔情的涟漪
让民族风情叠加着璀璨的臂膀，慢慢
牵起一双玉手，在海水的浸润中，涅槃着
贯穿今生与来生的镌刻，和缓的夕阳

恒久的情，在南海的边缘承接着向往和
炙热

唯一或者永恒，珍藏着爱的结晶和温润

让天涯海角作证，让耸入苍穹的巨石为证
融入这传奇与赞叹，在尘世里获取着平

庸与高贵
让远行的帆船带去我的祝愿，祝你美丽

依旧
祝我，在岁月的砥砺中守护着你的容颜

五

美满的歌，韵律着三角梅的芬芳与歌吟
牵动着多少眺望与尚未暗淡的星光

去幸福湾吧，在那里寻求着身心的高飞
在和美的运动中，体悟着平淡的荣耀与

舒畅
在温和的海水里，放下疲惫与抗争
在尽情的欢愉中回归着最初的思考与

阅读

幸福的书，缔造着滨海之城的内涵与修养
书香代替着椰香，萌动着酸豆树的枝叶

在书博会的平台上，让书沾染上原生态的
气息，复原着儒雅与雅致，让炫美的景色
提升着旗帜，昭示着文化与书写的汹涌
缔造着一首自我之诗的韵味与修辞

木心在《琼美卡随想录·如意》中
说，“生活如意而丰富”这句话不能表
达他的所思所愿，他的思愿是：“集中
于一个目的，作种种快乐的变化。”或
是“许多种快乐的变化都集中在一个
目的上了。”这两句话有点拗口，木心
的目的集中在哪儿了呢？是为了中华
民族文艺复兴的梦想孜孜以求，还是
在为自己的艺术理想而不懈努力，好
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木心画画，尝试不同风格和文化
融合的可能，这是一种艺术理想的坚
守；他旅居美国，用了五年的时间，坚
持向旅美艺术家讲述属于自己的文学
回忆，这样的体验见解独特，金句纷披
的个人文学解读，只是想让听者在追
寻艺术道路上立足于世界高度的视
野；他探索不同的文体表达，在成就了
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字的同时，给了人
们更多的启示，这就是木心。晚年回
到故乡乌镇的木心，在归于平淡的生
活中，回味自己一生的探索，追寻的目
的和在追寻目的中的变化似乎已经不

重要了，也不可分了，这就是木心要抵
达的快乐目的吗？

汪 曾 祺 的 文 字 被 许 多 读 者 所 珍
爱，但也有更多的人喜欢作为美食家
的汪曾祺。因为汪曾祺不仅会吃，更
会做，这样的美食家才更加迷人，邓友
梅就是美食家汪曾祺的忠实粉丝。他
想吃汪曾祺做的菜，约了几次都没有
约成，离成功最近的一次是，汪老答应
为他做菜，邓友梅也如期到了汪家，汪
老一早去了菜市场，东逛西转，没有寻
到称心的食材，挑剔的他也就没有了
做菜的兴趣，自己找了一家小馆，点菜
独酌，这是美食家汪曾祺的无奈和孤
独。

后来，邓友梅是否尝过汪老做的
菜，我们不得而知，作为美食家的汪曾
祺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就像他的文字，
美得让人难以相信。汪老爷子平常做
菜，喜欢选、洗、切、烧一个人忙着，菜
做好上桌，自己泡上一杯茶，点燃一支
香烟，看着别人吃菜品评，一旁的他露
出一脸的笑容，只是看着。记得顾城

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两句：“每次到
北京作协开会，内中有一双眼睛最聪
明，那便是汪曾祺。”淡然将自己置身
于事外的汪曾祺，眼睛一定也是聪明
的。

读汪曾祺的文字和品汪曾祺做的
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而汪曾祺
完成一篇得意之文和做好一道满意的
菜，是不是会露出同样的笑容。迷上
汪曾祺，是喜欢他的文字，还是喜欢他
生活中的智慧，也许自己快乐和带给
别人快乐才是汪老追寻平淡生活的目
的，而文字和美食只是他实现目的的
不同变化而已。

平常人快乐的目的要简单的多，
木心说“世上多的是比恺撒不足比乞
丐有余的人，在眼皮里没有灰沙的时
日中，零零碎碎的如意总是有的，然而
难以构成快乐。”要的只是我们要选

“一个淡淡的目的，使许多微茫的快乐
集中，不停地变化着”，去构成我们自
己的快乐。

十几岁时喜欢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一
篇《荷塘月色》规规矩矩抄录了好几遍。
早读课上，正襟危坐，字正腔圆，朗诵之。
犹记读到先生引用的《西洲曲》：采莲南塘
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
水。便会心旌荡漾，浮想联翩，欢喜的不
得了。而后干脆就把这几句诗写在了书
签上，称书签为“莲子清如水”。这一喜欢
就是很多年。

及至后来读到了朱天文的文字，胡兰
成赞她：垂手如明玉。立时被这五个字吸
引，字字泛着蓝田玉的轻烟。追本溯源，
才知道竟和“莲子清如水”的书签同出《西
洲曲》。本是同门，数十年的江湖沉寂后，
他乡遇见，相谈甚欢。

“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
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
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这是一
个被思念苦苦缠绕的女子，才下眉头，却
上心头。忆他念他，他却迟迟不归。西洲
的天上飞满了雁儿，她走上高高的楼台遥
望，不料楼高相阻，不见他，只看到栏杆的
尽头。栏杆曲曲折折弯向远处，像她的思
念。她整天倚在栏杆上，垂下的双手明润
如玉。

这首《西洲曲》也是一块明玉，穿过多
少年的烟尘岁月，任颜色幻化，却依旧温
润着古人今人。

雪小禅的文字里也常常能看到“垂手
如明玉”。她说：“青涩的少年，一个人坐
在学校的秋千架上，穿着白衣留黑发，垂
手 如 明 玉 ，闲 看 春 风 牡 丹 花 开 。”她 说 ：

“人生最美是有自己的精神鸦片，垂手如
明玉，心心念念。如我在秋日里，朝飞暮
卷，心生欢喜，放任自己三生梦断，一世闲
情，饱饱地看尽人间八月天，载满了一窗
的 欢 喜 。”她 说 ：“ 偷 偷 地 点 蜡 看《红 楼
梦》，里面句句惊艳，简直是我的春风牡
丹，遍地是可人可心的句子，让我垂手如
明玉一般。”她说每每与自己喜欢的衣服
遇见，都欣喜惦记如初恋。她称遇见为垂
手如明玉。

茫茫书海，与她的书遇见又打开，又
何尝不像她与喜欢的衣遇见，欣喜惦记如
初恋。又像她当年读《红楼梦》，可人可
心，句句春风牡丹，处处垂手如明玉。她
有一双精妙的手，尤其是她的随笔，即使
汉语里最简单的字词，她也能把它们穿成
最好看的珠链。像银碗里盛雪，绝妙，洁
净，温润。

文字如明玉般美好的还有一个叫许
冬林的女子。去年常常在她的博客里流
连，最开心的事莫过于看到她更新了博
客，又看到她新的文章。后来年末的时
候，一口气在网上买了她所有的书，而你
不知道，我一向是“书非借不能读”的。不
过翻开她的书，不一样，单看前几页的题
目，我已舍不得放下了。垂手如明玉。

正如雪小禅说的那样，人生最美是有
自己的精神鸦片，垂手如明玉，心心念念。
那些美好温润的文字便是我心心念念的，
如生生世世的思念，如珠玉，抵得过时光，
让原本单调平淡的日子泛着润泽的光。

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读苏东坡
的文章，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只是那种率
意为文的感觉让我真是爱极了。当时根
本不认为东坡是个几百年前的古人，而是
我亲切的朋友。东坡有句话我一直很欣
赏——“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行云流水——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境
界呢？我是一个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的
人，家乡所及无非是水，故而这句话从其
本义来说，我还是深有体会的。小学时学
校三面环水，与一些小伙伴玩累了歇下来
时，有时忽然有了寂寞感，于是便有意无
意地看着身边缓缓流着的水和天边变幻
的云彩；初中时学校在水边不说，每周来
回，还要沿着河岸走几里路，那是一条长
长的运河，那水流得相对快一些，但给我
的感觉却又是平静的，悠然的。看着水面
随时间不同而呈现的银色、蓝色的光，看
倒映在水面被揉碎的云丝……小小的心
总是被快乐包围着——最初的“行云流
水”让人如此惬意。

后来偶然读到汪曾祺的文章，忽然想
到：“这不就是行云流水的文章吗？”于是
便开始搜罗汪老先生的文章来读，结果越
读越爱。老汪的一则随笔，说的是现在的
人得多练练书法，尤其是行书行草，觉得
老汪到底还是行云流水之人。

接着又读过其他人的很多作品，但一
直 少 有 行 云 流 水 的 感 觉 ，直 到 读 到《边
城》，才在心里快乐地呼啸着说：“呵，这
是行云流水的文章了，简直山间清流一般
么！”既忧伤而又快乐，沈从文说：“美丽
总是愁人的。”觉得真是对极了，但你要我
说原因，我却又说不出，就是那种可意会
而不可言传的美让我感动。再后来在博
物馆看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其行云流水
之势至今酣畅于胸，那真是中国行云流水
艺术的极至。

人生如行云流水，岁月似落花飞絮。
其实，做人与为文一样，小小的人生

舞台上何尝不是你刚唱罢我登台，追名逐
利的做秀者在热闹过后又有些什么呢？
高贵或卑微，都同时拥有一片天空，同踏
在一方土地，故应以平常心来容纳和对
待。何不“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生
命中的行云流水同样应当酣畅淋漓。只
是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原来世上
还有行云流水这么美丽的东西。

垂手如明玉
□ 耿艳菊

生命中的行云流水
□ 朱文杰

溪坡偶拾 □ 吴千斌

快乐的目的 □ 章铜胜

柔情三亚，绝美之诗
□ 陆 承

红树林生态公园的黄昏（摄影） 杨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