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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冷暖

儋州山歌的震撼力

母亲属马

□ 吴文生

母亲节这一天，外甥邀我到家里
一起吃午饭。开饭前，外甥同妹妹、爱
人将卧床七年的母亲抱在轮椅上，推
到饭桌前一起用餐。望着三位晚辈精
心护理母亲的孝顺举动，不由想起了
发生在晚清的儋州，有一位年轻貌美
的寡妇把大门关得严严实实，正在房
间里打扮穿着，准备离开这孤寒的家
门，另嫁他人。
就在决定这个家庭命运的关键时
刻，7 岁的儿子一边拍打门板，一边呼
喊亲娘，娘就是不肯开门。他心里明
白，亲娘一旦改嫁，他今后的命运将不
堪设想。于是，就对屋里的亲娘唱了
一首儋州山歌：
“ 门口母关实紧紧，叫
妈不从床起身。三岁爹分寒不了，七
岁母分了了寒。”
这首山歌的歌名说法不一，姑且
就叫它 《劝母莫改嫁》 吧。其大意
是：门口被母亲关得紧紧，妈妈为何
不开门给儿子进屋呢？你可记得，三
岁那年父亲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由
于有母亲的抚养照顾，儿子的孤寒没
有走到尽头，如今已经七岁的我，如
果母亲改嫁他人，我就彻底的孤寒
了。人心毕竟是肉做的，儿子是她的

心头肉。听了儿子这首情真意切、感
根深深扎在儋州这片热土当中，可谓
人至深的山歌，泪流满面的她，终于
是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家喻户晓。经
被这首山歌彻底地征服了。她收回改
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格调独
嫁的念头，立志从今起不再嫁人，要
特，旋律优美，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文
与儿子相依为命。这首山歌，成为儋
化。儋州山歌，其实也是中原文化，一
州古往今来，民间口口相传的经典山
首山歌，通常有四句组成，它和七绝大
歌。
致相似，每一首歌都有韵律。第一句
这首山歌的感召力，让我想起《三
是
“起句”
（儋州方言叫
“朗头”
）第二句
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写道：张飞望见曹
是
“承句”，第三句叫
“转句”，第四句叫
操后军阵脚移动，乃挺矛又喝曰：
“ 战 “收句”。儋州山歌一旦离开了韵律，
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
就根本唱不下去，这与创作七绝一样，
绝，曹操身边的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
平仄失律就不能成为诗。上个世纪
倒撞于马下。曹操回马而走，于是诸
六、七十年代，儋州农村里流行的“歌
军众将一起望西奔走。张飞这一气壮
爸与歌妈对歌”，男和女的歌手，虽然
山河的吼声，退去曹操百万大军，成为
他们文化不高，有的妇女甚至没有上
千古美谈。这首儋州山歌与张飞的这
过学。但是，对儋州山歌的韵律非常
一吼声般比，宛如一声爱的呐喊！终
精通。歌爸和歌妈对歌，是即场发挥
于使母亲深受震撼不想改嫁。
的，每一首山歌唱出和下一首山歌形
一首儋州山歌，它所讲述的只是
成，只是短短几十秒的时间，这不仅需
普普通通百姓人家发生的一桩小事，
要对儋州山歌的游戏规则有扎实的基
虽然没有张飞横矛立马，一声大吼，退
本功，而且，头脑的反应要敏捷，回答
兵百万的恢弘场面，但它同样起到逆
对方唱出的“怪句”
“ 难句”要精准对
转一场人间悲剧发生，它所产生的巨
位，而且要藏而不露，让听众听后特别
大精神威力，是无法估量的。儋州山
的过瘾、特别的解渴。
歌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有关专家的分
儋州山歌之所以受到群众的喜爱
析，儋州山歌应该是在汉代形成，它的
的一条主要原因，在于它寓教于乐，山

□ 董新明

歌向人们传授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的
“真善美”，它教化人们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但它又区别于那种枯
燥无味的说教。儋州山歌的可贵之处
在于它的言语丰富多彩、幽默含蓄的
表现手法，让听众慢慢地细品，慢慢
地回味，然后引起共鸣，从而形成一
种巨大的精神威力。《劝母莫改嫁》
多少年来在民间的传颂经久不衰，正
是具备儋州山歌上述这些特点，从儿
子唱给母亲的四句山歌 28 个字里，
没有一处言及母亲的改嫁是对还是
错，而是巧妙地陈述自己童年的悲惨
遭遇，并委婉地与母亲分析，“七岁
母分了了寒”的后果。这种“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的表现手法，恰到好
处地起到了“四两拨千斤”“心诚能
叫石开花”的效果。如果他一味的大
声斥责母亲行为不端，母亲非但回心
转意，还有可能会加速她改嫁的决
心。从儋州山歌的言语结构来看，
《劝 母 莫 改 嫁》 第 一 句 后 面 的 “ 紧
紧”，到第四句的“了了”，采用的是
重叠句，这就渲染了事情发生的环境
气氛、预测事情发生后的结果，更能
引起读 （听） 者，对作者此时此刻心

情的理解，从而产生共鸣。这是儋州
山歌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在。一句话、
一首歌、一篇文章之所以被人们接
受，这其中一定蕴含着一个真理，那
就是：真善美，让你心花怒放；假恶
丑，让你胆战心惊。说到这里，不由
想起了李密给晋武帝司马炎写的 《陈
情表》，书中写道：“臣无祖母，无以
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
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
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
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
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
养。”李密以其宛转而又深切地陈述
了愿乞终养、辞不赴命的情由，使武
帝临表感叹其非有空名，并特加嘉
赏，许其奉亲尽孝。这篇充满真情实
感的文字，也因此流传千古，得到历代
论者的击节称赏。
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届市委
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儋州山歌和
儋州调声一样，被列入省级、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保护遗产。让我们传承和弘
扬这一南国奇葩，培养和造就更多的
歌手，创作出无悔于时代、无悔于人民
的儋州山歌。

■心窗小语

心中，有一片月色
□ 月浅灯深

大地浮下一片墨色，一弯新月渐
渐露脸，仿佛豆蔻年华，羞涩而清新。
书 写 文 字 的 人 ，是 夜 里 独 自 赶 路 的
人。踏着一地月色，与风相随，驱赶着
想象的马匹，远方又远方。其实，再远
的远方也有一个目的地。那儿，仿佛
是个安静的小镇，临溪的客栈，粉红的
灯笼发出沉静的光芒，照耀着跳动的
溪水。而红色只是小小的一块，长长
的溪流，月光像一片片银箔，洒落水
面，一路东流。当弘法寺的晚钟远远
地传来。我已经沐浴完毕，坐在客栈
的窗口了。手握一本文集，在油灯下，
透过文字的表象，是浮云众生的三界
之外。碌碌尘世，如梦幻泡影，如露亦
如电。曾几何时，那么执着红尘情缘，
忧虑衣食，心灵之苦，仿若黄莲。与人
言谈生计，禁不住长吁短叹，此生为人
肯定是投错胎了，如果是一只小鸟，虽
然觅食不易，要经受冬霜雨雪，但是驱
逐长风之时，何等快乐！当心灵还执
迷于过路的目光，已不是一株树应有
的修为。唯有夜阑人静，月色如水，白
天的尘埃不再纷扬，才可以明白此生
永远的相伴是暮色。风吹荼蘼，那一
抹淡淡的幽香，是生命的礼赞。从此
心里，收拾一片安静的月色，相伴于枕
席。如果需要一次长途的旅行，也要
把月色折叠于行囊，在异地他乡的客
栈里，记得歇息时拿出来，静静地诵
读。并非因一片月光，就忘记情缘，当
记住的还会记住，犹如身体里灿烂的
玫瑰，花瓣如此洁净，并非所有的艳丽
都是俗不可耐的，那感觉只有用心体
会。
当一丝执念并未放下，便寄意某
个春末的风云际会，当一朵云飘入一
座陌生的城，木棉花早已不堪春风的

摧残飘落满地，夕阳将下，晚景凄清，
怜惜之意犹如暮色渐聚渐浓。待同窗
驱车来接去客栈，饭后闲步江畔，内海
的波浪宛如历史的涛声，声声急，声声
叹！淡淡的月色中，看不清一城一海
的美色，只有教堂的华灯，让我感到几
分的神秘和沉静。而离海洋不远的陆
地，一段惨痛的历史被人圈进一个园
子里，我知道这段历史的荒唐，却不忍
漫步其中，感受当年的冷月凄风。所
以，我婉拒了同窗的邀约，却接受了书
籍，在日后的时光里，文字透露的真实
仿佛一把锋利的刀，切割着我的想象，
因而刻骨难忘。
而第二天我就逃离了这座城，回
到了远在大山怀抱里的故土。小镇的
月色和雨水交织着出现，而我也在寂
寥的暮色中捡拾了一块似曾相识的灵
石。不多久，石归于清溪，我惆怅而
归。在人去楼空的家园里，我祭奠了
离去一年的老父，记得连夜离开故乡
的大巴上，我望着满街的月色，犹如一
块孝巾，浸透了人间的悲泪，月色下的
远山，更显得寂寞沉郁，仿佛多年如一
日，只有逃离才略为舒缓了内心的张
惶。因为这一份经历，所以在以后许
多热闹场合里，酒酣耳热之时，不再喜
欢 喋 喋 不 休 ，更 多 于 一 份 沉 着 和 冷
静。心中那一片月色跟随着你，永远
不会消失。拥有一片月色的人，是富
有的人。栖息心灵的茅屋，没有失落
和冷清，白云在天上为你驻足，禅院梵
音给你一块灵山静境。不轻易喜怒，
内心的泉流涓涓顺流，幽花细草送来
天地清气，鸟声如梦，和风如歌。周末
雨潇潇，浸泡在文字的茶香里，独自沉
思独自逍遥。愿你也有，一片永不离
弃的月色。

古村寨
■诗苑撷芳

好长好长
满城的汽笛声好长好长
叫嚣整个整个夜晚
用一小勺糖浆止不住的咳嗽
回归火
回归土壤的生活

古铜色的月亮
□ 郑南浩

初八的夜空中出现的挂件
叫古铜色的月亮
被撇向天桥的不远处斜挂着
我被埋在这片惊讶里
古铜色的月亮是祖先的墓地
未来是我的入殓处
追宗怀远是后现代会说话的镜子
婀娜曼舞的唐诗宋词
是年终挂历上残损的一页纸
回归火
回归土壤的喷薄
恍然发觉离开伯牙子期的时间

■连载（77）

董旭 作

（国画）

寻花通别径，
结侣过前村。
大母惯牧鸭，
阿翁时灌园。
唤吾摘蔬甲，
春夜富盘飱。

下班路上

□ 王红梅
深红浅碧纫篱墙，车过行人各自忙。
唯有清风频示好，吹香阵阵满衣裳。

深夜的高速路出口
一辆疾奔的轿车飞过

立夏

童时二首

□ 廖志斌
薰风夏雨送春归，果压残红绿叶肥。
遥望江心帆影小，一行白鹭贴云飞。

□ 雪窗
一
野色连天碧，春风烂漫游。
覆窠蜂作敌，导路蝶堪俦。
园柳能吹哨，溪鱼好置篓。
还家应母唤，烟袅屋山头。
二
乔木真耆老，野禽元弟昆。

早菜市

□ 孙临清
寒街料峭漾嚣尘，海味山蔬挤地陈。
问价偏怜新剪韭，好凭领略几分春。

母亲属马。六匹神勇矫健的骏马，驮着我慈
爱的母亲，走过了七十二载悠悠岁月。此刻，母
亲坐在老宅门前，饱享着正午的阳光。与母亲同
龄的大妈、大婶们，或因为疾病，或因为交通事
故，一个个地作别人世，去了天国。母亲每每去
送别她的老姊妹们回来，总会对左邻右舍说：
“我
比她们福气好，我还活着哩！”是的，母亲这匹老
马还在阳光下活着，还在人世间活着。
母亲是一匹勤劳的马。
物资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五兄妹
肩膀踩着肩膀出生，五张嘴都需要吃的。家大口
阔，劳动力少，几乎年年超支。为了一家子的吃
喝拉撒，母亲白天在田间地头劳作，挣工分；晚上
就着昏黄的油灯，糊篾席、做针线活，待农闲拿到
集镇上换点零用钱，贴补日常开支。遇到雨天不
出工，母亲就拎上竹篮去亲戚、熟人家的柴仓里
翻找土鳖虫，攒多了，再把它们晾晒干爽，然后卖
给药材门市部。那换得的几角、几元的硬币、纸
币，是我们几个孩子过年时的新衣啊！家里种的
甘蔗，先窖藏起来，等到除夕团圆饭吃过，母亲就
把它们一捆一捆地刨出来，用推车推到镇电影院
门口去卖。母亲的能干，是长期勤劳的结果。如
果没有母亲这匹马的勤苦劳碌，哪有我们兄妹今
天的幸福人生呢？
母亲也是一匹善良的马。
母亲 36 岁那年，旧社会裹过小脚的婆婆在厨
房忙活时，不小心摔倒，从此瘫痪在床。在婆婆
病卧三年的日子里，母亲给婆婆喂吃的、送喝的，
为婆婆擦拭身体，并一日几遍地给婆婆端屎端
尿。天气晴好的日子，她还把婆婆背到门前晒一
会儿太阳。记得有一次，母亲在厨房汗流满面地
做饭，因为一时丢不开手中的活儿，结果婆婆把
大便拉在了床上。母亲闻声赶来，先给婆婆擦净
身子，再把弄脏了的床单收出去洗净，晾干。婆
婆病久了，性子急，脾气大，母亲一声不响地侍
候，从不计较。谁说久病无孝子？母亲对婆婆百
依百顺，直到婆婆辞世，她真正尽到了一个儿媳
的责任。母亲的善良还体现在对本队的孤寡老
人身上。她为孤寡老人做过棉鞋，让老人们能在
冬天里享受人间温暖；家里弄了点好吃的，她也
惦记着那几个无儿无女的老人。
母亲还是一匹坚强的马。
母亲 48 岁那年，爷爷病逝，当时父亲正在
外地出差，通讯不发达，家里人与他联系不
上。母亲戴着重孝，磕头请来十几位亲朋好
友，共同料理爷爷的丧事。她噙着失去亲人的
眼泪，忙前忙后，整整两夜没有合眼。爷爷入
殓后，父亲才匆匆赶回。记得他生前多次对我
们 说 ：“ 你 们 的 母 亲 很 坚 强 ， 有 男 子 汉 的 性
格。”父亲的话果真在今年 5 月母亲重病住院之
际又一次得到了验证。5 月下旬的一天，母亲在
老宅旁自己开垦的菜地里忙碌时，突然感到后
背剧痛，她起初没在意，一声不吭地忍着。与
母亲邻近的二妹发现端倪，好言劝她去看医
生。经过镇医院初检，母亲这才乘车来我们兄
弟俩工作的县城就医。接受治疗的第三天，由我
夜间陪护。母亲见我白天上课很累，夜里她用痰
盂方便时也不叫醒我，而是自己慢慢支起身，手
扶床沿探身下床……心疼儿子而不听医嘱的结
果，致使她的心肌梗塞加剧。情急之下，我们兄
妹几人急忙把母亲转入市一医。在乘电梯进急
救室的时刻，母亲心跳骤然加快，血压猛然升高，
全身大汗淋漓，呼吸极其困难，仿佛大限来临！
我和弟弟紧紧扶住她剧烈抽动的肩膀，心痛得直
掉泪。10 分钟过后，母亲心跳渐渐恢复正常，血
压慢慢趋于平稳，呼吸也开始均匀起来。看见我
们脸上的表情，母亲脸上浮上一丝笑意：
“你们尽
心，我会忍着！”
母亲出院后，她坚持回到乡下的老宅，依旧
过着自己简朴的晚年生活。
每每看见母亲佝偻劳作的身影，我就想起了
著名诗人臧克家笔下的
“老马”。
母亲属马，她是一匹勤劳的马，也是一匹善
良的马，还是一匹坚强的马。

东坡之我本儋耳人
□ 李盛华

（接上期）白墙青瓦的屋舍看不到了，苇草稻
杆覆盖的茅寮，偶尔在丛林中露出尖尖顶。
大的溪水从路边的岩壁中泻下，甘冽清泠。
大股的河流则从石崖上飞流而下形成瀑布，
疑是银河倒悬。黎族小伙子们走一路可以游
三次泳，冲五次凉，爽快得“嗷嗷”叫。天上的
景致也来得更丰富一些。无有云朵，炽热的
太阳光从你的头顶一直熨烫到脚面，无处躲
也无处藏，只觉得脊背的皮肤火辣辣地冒
烟。蓦地来了一块云朵，不很凉又带一点温
温乎乎的雨滴从小到大席卷而来，从头顶浇
下又随脚后跟流淌，依旧是无处躲也无处藏，
只觉得皮肤被雨水冲刷得一尘不染光滑明
亮。云朵倏地带着雨就跑过了山头，尾随而
至的小风则徐徐荡漾了起来，从你的左肩翻
过你的右肩，从你的前胸绕到你的背后。雨
水被吹干了，汗水也吹干了，只留下愉悦的精
神在乡野小路上飞扬。中午的时候，一群五
彩斑斓的绯胸大鹦鹉发着尖锐的叫声，似乎
能穿透整个山岭。它们飞降在大榕树上，声
音震得红色珊瑚状的榕树果“刷啦啦”往下
掉。傍晚，白仙鹤白天鹅白鹭鸶一会儿排成
个“一”字，一会儿又排成个“人”字，发出低沉
浑厚的号角声，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拉下了天

空的夜幕。它们盘旋着，然后扇动着巨大的
翅膀，像天上无数闪烁的星光，坠落摇曳在高
大黝黑的树冠顶上。这大山里的景色的确比
中和镇一带的风光来得更富于变化，更具有
画面感，充满了动态感，在声音色调布局结构
上，似乎更显出造物主的神力！
黎 人 居 住 的 地 方 ，才 是 神 仙 们 住 的 地
方！东坡一路行，一路慨叹。
暮色将晚，夕霞飞卷，疲惫的一行人饥
肠辘辘。这时人们看到路的右方不远处，一
片茂密的灌木丛上腾起一股股白色云气，大
伙欢呼。“咿哩哩”告诉过儿哥哥，到了兰
洋镇界内，这里有处冷热泉，大家可以休息
做晚饭吃了。
几个年轻后生抽出腰间的弯月形大砍
刀，一边砍去枝蔓藤条，一边引导着众人向密
林深处寻觅。前边雾气弥漫水汽蒸腾，像似从
平地上升起了一团团白云。走近看，有几股热
气从地缝中冲出，几眼热泉吐着气泡像煮沸
的开水“咕咚咕咚”地冒出。更稀奇的是仅隔
热泉一丈左右，另一眼泉涌出的却是冷水，不
冒气，不冲滚，而是静静地汩汩流淌。冷泉旁
边就有水洼，东坡探头瞅了一瞅，冷泉水的积
洼处有小蝌蚪小七彩鱼儿在游动。

众人围坐在热泉边开始准备晚饭。东坡
自生下来还从没见过这样的野炊——把路上
掏来捡来的野鸭蛋野山鸡蛋放进热泉中，把
几只刚射中的鹧鸪鸟鹌鹑鸟野雉鸡切成小块
扔进沸水中，还有随身带的芭蕉叶芦苇叶包
的饭团、番薯芋头，一股脑全丢了进去，稍等
片刻，几个后生便用竹筷捞上来蘸一点盐巴
吃了起来。
“熟了？”东坡纳闷。
“熟了！而且很香哩！”
“咿哩哩”知道东坡
老爹和过儿哥哥不吃肉，于是给他俩碗里，夹
来热乎乎香喷喷的米饭团和芋头块儿。
东坡一尝，果然是熟了，而且与家里柴火
铁锅里煮出的味道大不一样。比如说，热泉煮
的肉与饭有种特殊的气息，有点像太阳晒稻
谷的味道。再看“咿哩哩”手里剥好的山鸡蛋，
蛋清呈透明乳胶状，蛋黄呈凝脂油膏状，煮得
不嫩不老，这热泉的温度真是恰到好处。煮熟
的鸡肉鸭肉不见一丁点血渍，肉色雪白。东坡
悄悄尝了一块，肉骨之中无筋无渣无撕扯之
处，肉质入口后真的是嫩爽滑口。
这是天下著名庖厨无论是用什么刀功火
功烹饪功夫，也无法加工出来的美味！做为美
食家的苏东坡，也是在兰洋镇冷热温泉第一

次开了眼。
东坡想：按理说，热泉一定是来自地底最
深处，然后是通过千万里炽热的石隙涌出；而
冷泉一般是附近山体树木所蕴含的水径，点
点滴滴汇聚于地表石砾之中然后溢出。这一
热一冷一动一静一沸一流的两个泉眼，相互
距离又那么近，怎可能做到互不渗透又各有
通道呢？堪称是鬼斧神工的天意使然？！东坡
什么地方没去过，什么山泉没见过，但这次在
兰洋温泉的野炊，让他击掌叫绝。而且他还发
现这兰洋温泉的气味最特殊。别的地方的热
泉蒸发出的气味，有的有淡淡的雄黄味，有的
有很重的泥腥味，有的热泉滚出泥浆，有的热
泉喷出细沙，而兰洋温泉清澈明亮温顺安静，
真的是天下温泉之绝噫！
东坡对过儿说：
“要是咱们爷俩早点发现
这等神仙佳境，还不如就在此结庐，每天可以
温泉沐浴，热水濯足，也不用砍柴生火支锅做
饭……多好！”
苏过已经背着爹爹，偷吃了好几块鸡肉
了。听见爹爹跟他说话，忙不迭把一团肉吞过
了嗓子眼，说：
“爹爹说得对，如果住在这里享
福，
‘鬼相公’章惇可要气得半死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