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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十年梅山革命史馆录》

一卷芸编誉满天，传薪十载喜空前。
梅山风雨留佳话，红色精神育俊贤。
战将多功人共仰，英魂不朽日长悬。
华章读罢肃然起，万缕情思涌笔端。

读《崖州古诗百首精选详注》

雄文一卷墨留香，满纸风云震八方。
诗海钩沉歌宁远，江山形胜纪沧桑。
精编洋注篇尤美，言志寄情韵更长。
雅集功名垂史册，儿孙有幸作琳藏。

三亚湾观日落

闲向滩头对白鸥，无边美景醉双眸。
春风吹绿南溟水，夕照染红西瑁洲。
时见浪尖鱼跃起，更闻笑语客悠游。
我来漫步探奇景，不觉酣然赞渔舟。

庚子重阳行

庚子重阳参观乐东县白沙河谷博
物馆、尖峰岭热带雨林科普馆、尖峰岭
国家森林公园，有感而作。

〈一〉

白沙河谷共寻芳，九九登高菊正黄。
胜景天池添雅气，雄姿鹿树着奇装。
仰瞻峰岳豪情壮，俯瞰田园韵味长。
欣赏雨林情不已，夕阳唱罢唱重阳。

〈二〉

幽径通天几十盘，尖峰如剑入云端。
波光浩淼天池碧，秋色萧森峡谷寒。
乐向湖滨留照影，更凭健步陟层峦。
菊花满目东篱趣，画意诗情佐酒欢。

某日漫步海边，忽见我原单位某舰
锚泊不远处，伫立岸边，遂行庄严注目
礼，心潮难平……

看不够你耕波犁浪的雄姿
听不够你恢宏浑厚的笛声
喊不够你撼天动地的号子
唱不够你气壮山河的军歌
吃不够你香气扑鼻的厨肴
抱不够你日夜相守的兄弟
在你羽翼下成长的岁月
是我今生来世最炫耀的奢侈

与浪共舞的时光里
总是渴望绿岸的喧嚣
和一张不再摇晃的床
当安逸于陆地的某个角落
又总是依恋你的宁静
和那张默默的书桌
渴望和依恋连成了桥
我在桥上不知疲倦地奔跑
却把灵魂遗忘在甲板上

习惯了观天看海
把气象预报看成了书
每天必读几章
合上书本
便与晴阴雨雪风潮浪涌一起
兴奋你的兴奋
忧虑你的忧虑

独坐海边
遥望空旷海面
明知你在远方
也情愿默守你的归期
即使在没有星光的夜晚
忽见一处飘摇的渔火
也情愿当作你的桅灯
兴奋到天明

就这样远远地望着你
尽管目光不再年轻
但能穿越时空和距离
透过灵魂与躯体
把希望填满生命的空间

在西塘，要过小桥、穿弄堂，穿弄堂、绕回廊，
绕回廊、过小桥，游客就这样地桥复桥、河复河，坠
入历史的时光，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尽头似的。

撑着纸伞，拾阶立于桥上，雨线中的水巷老
宅，如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西塘的儿女，灯影里的
人家，一一映入眼帘。有人剪烛夜话，有人把酒桑
麻，也有人在临窗的阁楼中轻锁黛眉。听，那迎风
的一声箫鸣落在了谁家楼台？看，铜镜里是谁瘦了
憔悴面容？又是谁费尽了心思、新题了桃花笺？

西塘有许许多多的桥，缓缓流淌的河水，临水
依岸的楼阁，相信它们都曾经见证过一个又一个
古老的爱情故事，只是历经沧桑的它们无法言语，
只能让故事永远沉默在历史的光阴深处。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也许，
百年前的今夜并无细雨飘飞，而是一轮皓月，月色
矇胧之下，那吹箫女子一袭薄衫，素手执箫立于西
塘桥头，吹息若兰。如泣如诉的旋律，如桥下河水
在夜色里缓缓流淌，一直流进那个白衣人的梦境，
从此，日日魂牵，夜夜梦萦。

也许，如那断桥上素贞与许仙的相遇，一介白
衣书生路过西塘，被西塘水墨画卷般的诗意所倾
倒。他即兴轻吟，绿茗袅娜诗生香，蛾冠轻衫衣带
长，好一幅翩翩君子图画。清风中，温润如玉、气
宇轩昂的他站在桥上那一刻的画面，正好入了临
河某幢绣楼里女儿家的眼眸。爱上一个人没有理
由，有时一个动人的背影便足以让多情的女孩儿
相思成灾，让女孩儿思念的情愫如楼前的河水绵
绵不绝。

也许，他不过是一个穿桥过巷、面目俊秀的货
郎，因了售卖的脂粉最香、售卖的绣花丝线最艳，所
以吸引了西塘众多女孩儿的青睐，引来了绣楼中最
美丽的那位小姐的回眸。但那是一次致命的回眸
啊，连风儿也惊讶得忘了呼吸。那个凝眸来得太过
突然，对视的一瞬就像一辈子，彼此刻在了对方心
里。小姐的绣楼临河靠近永宁桥，于是每当货郎踏
上永宁桥，他总会站在桥头痴痴地向绣楼眺望一
阵，不变的情思如春风中的柳丝，长了又长……

世间有多少种相遇，便有多少种美丽，但并非
每一种美丽的相遇都有美好的结局，毕竟，冥冥之
中有一双操纵命运的手，凡人无力掌控。可是不
管结果如何，因了一座座连接百巷千家的桥，那些
缠绵的相思梦才多了希望、多了期待、多了慰藉。
毕竟过小桥去见你，永远都是此生最心动的风景。

真正体会到一乡一俗，是
初到高原的那年春分。

高原人过春节，如同高原
的冬天一般不急不躁四平八
稳，不似内地那般匆匆忙忙，赶
着完成任务一般，而是每个人
家都是慢悠悠的去拜访亲友，
今天去舅家，几天后去姨娘家、
外甥、侄女家……甚至可以住
在亲戚家里慢慢地叙旧聊天，
炖着奶茶，吃着手抓肉，喝着青
稞酒就着大块肉，烤着温暖的
炉火，时间就会在不知不觉中
溜达到农历二月二。

虽然室外依然枯黄萧条，
但天气是一天一天温暖起来
了。可以有更多时间去户外活
动，舒展舒展蜷缩了一冬的筋
骨，慢慢开始为春耕做准备。

春耕前最热闹最浓重的集体

活动就是春分节气的上坟祭祖
了。春分扫墓祭祖，也叫春祭。
每家主妇得提前蒸好上供的献祭
（一种大的花馍），一般每家需要
蒸十二个，装满一个大蔑框。然
后需要准备熟肉、水果、烧纸、酒、
奠茶。家族大些的人家会合伙
宰杀一头猪或一只羊。

春分那天，本家族的男女
老少拿了各自准备的所有祭奠
用品，拿了锅碗瓢盆，浩浩荡荡
陆陆续续前往祖先的坟地。

婆婆家的先祖都埋在村庄
后面阳坡一块比较平缓的草
地上。几十个馒头似的土坟
上满是细密短小的枯草，每个
小土坟前都有一小块四方四
正的石头，可以放贡品。

每个坟墓是按男左女右、
大小辈分排列的。在一排排

小土坟前面微微下斜的大片
草滩上，有一个近两米的更大
石板，是总祭台。本家族的子
孙们到了坟地，都会将带来的
贡品先献祭在这平台上。

等所有族人全部到齐了，
大家会依次跪在草滩上，由年
纪最大的人带领着嘴里念念
有词地叩头拜先人，三拜九叩
之后，大家围成一圈，开始烧
纸钱，依然是年纪最大的几位
去给每个坟头的小石头上分
放贡品，将大伙各自带的奠茶
（米粥、奶、茯茶熬制）一壶壶
泼洒到每个坟头，并且在每个
坟头上点一张纸钱，如果是新
坟，就会特意多放一些贡品，
多烧一张纸钱。

整个过程，人们都是肃穆
庄重且一丝不苟的。连吃奶的

小孩也停止哭闹，那种虔诚和
恭敬让人动容，跪拜下去的时
候，仿佛面前有无数双慈祥的
眼睛在俯视着。我们未必熟
识，也未必见过面，但这里长眠
的是跪拜在此的每个人的亲
人，而这里亦是我们百年之后
栖息地啊，人类的生生不息会
永远周而复始地延续下去，如
同大自然春夏秋冬每季轮回，
有生，有死，又充满希望。

庄严肃穆的祭拜仪式结束
后，大伙就在坟前的草滩上开始
野餐。男人们搬石头架锅生火，
女人们开始摆放从家里带的献
贡后的各种食物。大伙围坐一
起，喝着酒，吃着大献祭，旁边大
铁锅里的大块肉已翻滚沸腾，另
一个大茶壶里的奶茶也熬好了，
每人盛一碗冒着热气的奶茶，晒
着春天的暖阳，吹着稍显料峭的
春风，与长眠于此的先人们共同
迎接春天的到来，将春祭的气氛
推到高潮……

诗四题
□ 林志坚

远远地望着你
□ 肖民生

西塘小桥
□ 琼子

春意浓（摄影） 李陶

高原春祭 □ 贾炳梅

春天来了，心儿也跟着轻
盈起来。想去赏花，于是，订了
中国热带植物园的门票，未曾
想到，在这个春天里，我居然见
到了消失多年的“割舌罗”。

“割舌罗”，也叫“割罗”，
如果不是海南南部的本土人，
很难想到这么锋利的名字，竟
然 是 一 种 酸 甜 多 汁 的 小 果
子。物质匮乏年代，割舌罗曾
经是许多人的零食，充盈了许
多人的童年记忆。我亦是如
此 。 只 是 ，后 来 我 离 开 了 家
乡，再后来，农业科技日新月
异，在四溢漂香的海南热带水
果里，割舌罗逐渐淡出了人们
的视线。

在植物园的稀有树种区域
里，在高大的蝴蝶树树荫下，
立着一块小木牌：“割舌罗树，
产地，海南。”我一时没反应过
来，毕竟，它从我的生活里消
失了多年，我甚至以为这个树
种早已湮没在时光的尘埃里

了。因此，当我突然记起它就
是 我 儿 时 的 割 罗 时 ，欣 喜 若
狂，我甚至在树下手舞足蹈，
还唱起了儿时的歌谣。

那天回家之后，我专门査
阅了割舌罗的资料：割舌罗树
生长于海南岛南部沿海地区，
喜光。2-4 月是花期；花粉红，
香气浓郁；4-7 月为果期，成熟
的果子深紫色，似樱桃大小；
果子具有高蛋白高纤维，且含
有人体必需的几种氨基酸，还
可入药，治风湿和跌打损伤。

小小的割舌罗带给了我太
多的童年记忆。我的家乡是
海南岛南部的一个海边小镇，
镇上人家多以捕渔为生。小
镇外，一条山脉横亘而过，与
大海呈平行走势。山的那边，
居住着黎族同胞，他们耕田为
业，与海边的我们和睦为邻，
常有往来。在每一个集市的
日子，山里的黎家阿妈总会背
着高高的竹篓，把山上当季的

各种野果带出来赶集，她们喜
欢物物交换，山果换海鱼。

渔家的孩子最不缺的就是
鱼，春天走过一半，山里的果
子就开始熟了，大家就开始盼
着 集 市 日 了 。 我 也 等 待 ，但
是，我有自己小小的烦恼，我
的父母不是渔民，家里没有多
余的鱼来换山果，于是，我只
能悄悄地攒着零钱，等小伙伴
们换回山果后，用零钱跟她们
买。记得小伙伴们最喜欢换
黎家竹篓里的割舌罗，因为这
种果子只有山里才能生长，而
且割舌罗的果肉鲜嫩酸甜，孩
子们都爱吃。

每次买回来的割舌罗，我
都会听从大人们的建议，先把
它们果皮上的浆汁清洗干净，
再用大碗兑了盐水，把割舌罗
泡上十多分钟后才吃。因为，
从树上摘下的割舌罗，只要果
皮稍有磨破或裂口，就会溢出
浓浆汁，这种浆汁有火毒，舌

头碰到肯定被割裂出血，顾名
思义，割舌罗之名就是这么得
来的。

当然，一年一季的果期，对
于孩子们来说，这份等待太过
于漫长，许多孩子有了割舌罗
后就迫不及待地吃了，哪还有
那么多讲究，等到吃完，舌苔
出 血 ，这 才 把 割 舌 罗 树 叶 含
上，只要含十来分钟，舌头就
能止血，疼痛也得到了缓解。
大自然就是这么奇妙，割舌罗
树叶就能够破解割舌罗果浆
的毒性，这是一物降一物的自
然法则吧。

现在，通过改良培植出来
的美味水果数不胜数，割舌罗
也与人们渐行渐远。然而，当
年和小伙伴们一起吃割舌罗
时，那一张张痛并快乐着的小
笑 脸 ，永 远 在 我 的 童 年 记 忆
里。春天到了，又是割舌罗茂
盛的时节了，同时茂盛的，也
有我记忆中的那一份温暖。

中国画《静》 程贤钧 作

割舌罗，长在童年里的记忆 □陈仁红

一

来自俄贤岭的风，穿过岁
月的尘烟，染红一树树三角梅
娇美的笑靥。

欢快的俄贤溪水，从千古
传说的双唇流出，回荡着深情
的恋歌。

椰林绿荫里，走来了帕扣
（黎语：姑娘）俄娘，鼻箫声声
婉转，倾诉着缠绵的心曲。凤
尾 竹 影 下 ，拜 曼（黎 语 ：小 伙
子）阿贵的叶笛，越吹越响，表
述着执着的爱意……

哦，今天，是“孚念孚”（黎语：
三月三），是黎家人的爱情节。

看哟，在黎山峒峒寨寨，拜
曼与帕扣，以歌会友，以舞传
情。爱河，在涌波腾浪……

二

今天，黎山的山林草坡，飘
荡着山兰酒醇、竹筒饭香，流动
着鲜艳的红头帕、花筒裙……

听 ，卡 卡 卡 ！ 竹 竿 叩 响
了。竹竿在欢呼。

狂欢的卡咯舞（竹竿舞），
旋动了黎山黎水。

头帕映红娇羞的颊晕，筒

裙牵动多情的眼波……哦，青
春的憧憬，在竹竿间飞翔。

双双甘工鸟飞进竹林，对对
金鹿儿越过草坪，腾崖，跃涧，奔
向黎锦一样美的多彩天地……

竹 竿 ，架 起 金 色 的 桥 ；竹
竿，驮着虹彩的心愿。

三

黎山的三月，是木棉燃红
的，是菠萝蜜熏香的，是播种
的季节。

拜曼与帕扣，携手播种滚
龙歌，播种罗哩调，播种悠悠
的鼻箫口弦声，播种甜甜的情
话蜜语……

喔——唷！舞步，斑斓了
草坡花甸；

哎——哩！盘歌，悠长了
绿荫小路。

这边，一轮轮“藤缠树来时
时翠”，唱响了多日的思盼。那
边，一回回“树抱藤来季季青”，
葱茏了相思草的馨香……

四

哦，三月，从歌韵舞步里蹦
出的三月，又成为一个收获的

季节。
她，收获项圈、耳环与羞涩；
他 ，收 获 头 帕 、腰 带 与 欣

喜。
彩伞撑起一块块神圣的领

地。竹影椰羽，挽住从心底流
出的一股股热流一句句诺言。

鲜红的头帕，绚丽的筒裙，将
六六三十六个峒坡春得很浓。

多情的花束，游动的彩伞，将
七七四十九簇山林缀成画境……

五

箫声，鼓声，弦声；舞步，
欢歌，笑语。滚龙调唱响青春
的愿景，卡咯舞舒展爱恋的情
怀……

狂喜的鹿皮鼓，敲醒《甘工
鸟》的故事，让林丛草坡绽满
并蒂花的笑靥。

火热的笑眸，点亮了星星；
不倦的激情，燃旺了篝火。

啊 ，峒 峒 寨 寨 收 获“ 鹿 回
头”传说的启迪，收获新生活
七彩的光环。

喔——喂!不眠的歌，不眠
的舞，不眠的夜……

三 月 三 ，是 歌 的 海 ，舞 的
潮，是一坛坛山兰糯酒，灌醉

了五指山。

山路上的民谣

是山路的枝桠，绽出的各
色各样的野花。

装饰着山寨的季节，缤纷
着山民的心绪。哦，民谣。

吮吸了土话俚语，炊烟般
的触须伸入。

晨露中的匆匆脚步和叱牛
声声，烈日下车水的响动，还
有牧笛荡漾的夕照和槟榔林
里的絮语……

最蓬勃是在山寨季节中最
金黄的部分。

此时，民谣，摇曳于一片芬
芳的稻香里。

沿着民谣，沿着山路一样
多姿旋律的曲径，

你就可以走进山寨的笑声与
忧愁，走进农事的青翠或萎黄；

你就可以读懂拜曼帕扣早
春翠芽般的憧憬，读懂帕雅老
榕般的深沉。

这些色彩斑斓的山花，结
出的果，就是嚼也嚼不尽味儿
的乡愁。

黎山三月三 （外一章） □ 倪俊宇

我的脑海中，有一幅诗意而朦胧的乡村暮归
图，静静地安睡在记忆中。这幅乡村暮归图，偶尔
会浮出记忆的深海，带给我淡淡的温情和暖意。

夕阳西下，晚霞漫天。那些瞬息万变的晚霞，
仿佛是时光的变奏曲，演绎着太阳落山后光线的
奇异和美丽。暮色开始低垂，天幕有些昏暗。迷
离的暮色，好像是开始了一幅水墨画的创作。淡
淡的水墨，轻轻点染着。夕阳西下时候是光线变
化最快的时候，却感觉时光仿佛静止了一般缓慢
悠长。鸟儿们呼朋引伴地叫着，纷纷回巢。牛羊
被牧童的鞭子有一搭无一搭地抽赶着，慢悠悠地
往回走。牛儿和羊儿遇到丰美的青草，还要啃上
几口。小村庄炊烟四起，错落有致地缭绕着。隐
隐听到有母亲呼唤孩子回家的声音，那声音不紧
不慢，不急不缓，孩子回不回家，母亲是不着急
的。乡村的孩子，哪个不是贪玩到天擦黑才回家？

很多年前，我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我打
了一个下午的猪草，竹筐都装得满满当当的了，可
我背着竹筐往家走，一点也不着急。看到路边的
一棵老榆树，我放下竹筐，三下两下爬到树上。我
爬树没有什么目的，就是觉得好玩，可以磨蹭着不
回家。在树上可以俯视暮色中的小村庄，我看到炊
烟缭绕中的小村庄简直就像白云深处的仙境一般，
很有奇幻色彩。我朝着远方望去，看到暮色中的群
山逶迤而去。天地悠然，远山迷蒙，境界开阔起
来。我小小的心被某种力量震撼了，那种力量，应
该是原汁原味的自然之美带给人的愉悦和享受。

我从树上下来，背起竹筐继续朝家走去。忽
然，我发现路边有一种长翅膀的小黑虫，我们叫这
种虫“喇叭虫”。我停下来，蹲在地上看这些小黑
虫如何匆匆赶路，它们好像也忙着回巢呢。我捉
住几只小黑虫，放到小瓶子里，看它们如何在瓶子
里打架。我就这样，与这些虫子纠缠了很长时间，
直到有些厌倦了，才继续朝家走。

路上经常遇到小伙伴，我们都是打完猪草回
家的。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与小伙伴在追逐
打闹。我们在乡村的小路上纵情欢笑，纵情奔跑，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乡村孩子的欢乐，没有什么能
够阻止我们在暮归的路上释放一天最后的热情。
跑累了，小伙伴窜到路边的大柳树上，三两下折下
几支柳条，又三两下编成一个柳条帽，他一个，我
一个，我们带着柳条帽回家，像凯旋的英雄。

忽然，我听到一声熟悉的呼唤，是母亲在呼唤
我的名字。我赶紧跑几步，朝家奔去。走到家门
口，遇上从田里干活回家的父亲。“晨兴理荒秽，带
月荷锄归”，父亲也总是忙到天擦黑，甚至月亮升
起才回家。我怀疑父亲并不是全部时间都在劳
作，他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回家的路上看看花看
看草，看看云看看天，所以才回来晚了？因为父亲
的表情没有一点疲惫，反而是喜笑颜开的样子。
有一次，父亲对母亲说：“我在路边看到一株小桃
树，我把它移回家了。”父亲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
他果真是在暮归的途中享受晚归的乐趣了。父亲
懂得，在辛劳的生活中为自己找点乐子，以保持生
活的热情。况且，多年与土地打交道，他已经深深
爱上了土地，并不以劳动为苦，他流连在暮归路
上，享受着自由自在的时光。

乡村暮归慢时光，是我记忆中温柔的剪影。
多想再回到故乡，在暮色中享受陌上花开缓缓归
的那份悠然。

乡村暮归
□ 王国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