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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附近有一个景色优美的公园
——南茶公园，每到节假日，我都要和爸
爸妈妈到那里散散步，欣赏那里的景色。

小暑时节，细细的小雨下了，赶
走了空气中的炎热，小草挺直了它们
的腰杆，花儿也变得有精神了起来，
散发出独特的花香。

你看！一对美丽的蝴蝶围绕着
美丽格桑花翩翩起舞呢！小鸟儿在
天空里展翅高飞，不时的落在枝头上
向大自然展示它们的歌喉，向大自然
歌唱着动人的旋律。

暑假到了，百花盛开，蜜蜂飞舞，
花池里，花开一片，五颜六色。缠满
爬山虎的大树上，知了正不停的唱着
它那首永远唱不厌的歌谣！一阵微
风吹过，叶子“沙啦啦”的作响，这是
叶子跳得最优美的舞蹈。

南茶公园里最美的还是那池湖
水。只见一阵微风吹来，刚才还水平
如镜的湖面上立刻泛起了鱼鳞般的
波纹，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点点银
光，像是在湖面上撒满了珍珠。

清晨，在小溪边，时而遇到一群
老人，他们身穿着白色的太极服，腰
上扎着一个红腰带，听着录音机播放
的音乐，有节奏地打起了太极拳。

傍晚，在公园前广场，身穿粉红
相间的舞蹈服的阿姨们随着轻快的
音乐翩翩起舞，舞姿一点也不笨拙，
身轻如燕。旁边几位初学的阿姨跳
着跳着，也摆脱了先前的笨拙，她们
的动作跟上了大部队的节奏，让我差
点分不清她们是刚入门的初学者还
是挥洒自如的广场舞能手了哩！

漫步南茶公园，所有的紧张和烦
恼都烟消云散，有的只是轻松和悠
闲，让人流连忘返，它折射出这座城
市的安详与和谐，激发我们要用勤劳
的双手，去建设美好家园，去创造更
美好的明天。

金 家
□ 李焕才

■乡土乡情 ■诗苑撷芳

东坡之我本儋耳人
□ 李盛华

■连载（97）

（接上期）
她是在取笑哥哥苏轼的瓦刀脸又窄又长，

皱褶又网纹密布，所以一滴眼泪一年还没有流
到下巴颏上。（东坡不由得“咯咯”地笑出了声，
说：太夸张，太过分啦！我不至于那么丑吧，我年
轻的时候可是帅极了……）开玩笑归开玩笑，可
苏轼和妹妹斗嘴也逗得机智有趣，可见苏轼的
这个妹妹有多么聪慧可爱。为此，瓦刀脸的苏轼
一直从中撮合，想把自己的大头妹妹嫁给自己
的学生“情圣”秦观。（苏东坡连忙摆手否定，说：
不可能，胡扯淡，太离谱！秦观第一次见面拜我
为师，是途经徐州，我当时正在徐州的知州任
上。你秦观叔叔那年已是二十九近三十岁，有妻
有儿，我即使有个好妹妹，也不会介绍给弟子去
做个妾吧……太可笑了！）话说苏小妹其实也看
中了她哥哥的得意门生——那是个著名的“情
圣词人”秦观。两个人暗送秋波飞眼传情，一来
二去双双就定了终身，入了洞房。可红灯花烛之
下，这个苏小妹见秦观宽衣解带急不可耐要上
床，便故意要难他一难，说：“夫君莫急切，我出
一联，你对得出下联，方可美合鱼水之欢。”苏小
妹的出句是“闭门推出床前月”，意思是快去关
上洞房的门，把良宵清亮的月光也关在外面
……当年秦观虽说也是一等一的大才子，锦绣

文章风流诗词写得闻名天下，可马上要对出个
好下联，也非易事。这个传说中的苏小妹的上联
意境情境出得绝好，自己对出破绽，不是扫了今
夜鸳鸯戏水的欢趣。于是乎秦观抓耳挠腮，沉吟
很久还是不得要领。在窗外企图偷听新人蜜语
的翰林大学士苏轼急了，真怕如今的秦妹夫也
是大弟子的秦观答不上来，太丢人，于是急中生
智，偷偷捡起一块石头，扔在院里的养鱼池中。
秦观听见外面水池中“扑嗵”一声，先是心中一
惊，但马上如似醍醐灌顶般被激发出了灵感，立
刻对出下联，云：“投石冲开水底天”。（东坡听罢
笑得喘不上气了，言：说我去偷听妹妹、妹夫的
私房话，那也太可鄙了吧，真亏编故事的人想得
出来。但拐回来再说秦观对的下句，也是工整绝
妙——上联是空中月，下联是园中池；上联是月
映水面为静，下联是石开波澜为动；上联是女人
羞涩时的含情脉脉，下联是男子迫切时的急中
生智……哈哈哈……佩服佩服！民间里也有藏
龙卧虎不可小觑的大秀才哦！——编得跟真的
一样……）

“这个故事，我也是真的不信。我从来没
有这么一个姑姑哩。”苏过说，“可为什么民间
的街坊巷里，总喜欢给我们苏家编出好多好
多故事来？”

东坡沉吟片刻，答道：“名人易成草靶，什
么样的明暗箭矢都会射过来……”

苏过天真地说：“其实我也问过秦观叔
叔，他也说这个故事曾经听到过，但他从不申
辩。还说，他如果真的能当我的姑父，也是莫
大荣幸……”

“这倒是真的。这些关于苏小妹和秦观情
投意合、所谓‘苏小妹三难新郎官’的故事，你
少游（秦观）叔叔一定很是享用。”东坡虽然说
是弟子很享用，他也同样是流露出很享用的
快活样子。

这时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还不待苏
氏父子回头看是谁，就见少年书生半瞎子的
姜唐佐已经撞在了门框上，一手捂着额头，还
一边摸索着门框，想必是在猜，究竟这门框是
木否，亦或是石否。

东坡连忙过去，伸过老藤拐杖把他牵引
进了屋。如果说天庆观盲人杨道士的一对小
眼是被人打瞎的，那么这个姜唐佐可是看书
看得太多，看成了一对高度近视眼。眼睛虽说
是又大又圆又乌黑，还配有大大的双眼皮，但
形同虚设，形同乌有。有次“乌嘴儿”靠近他，
用身子亲昵地在他大腿边蹭来蹭去，他扭头
打量了半边，说，“是过儿哥哥吧，等我把这本

书看完，就去帮你上课……”
姜唐佐来到驿馆，是说载酒堂孩子们写

字的墨锭已经没有了。
“那孩子们怎么练字？”东坡急迫地问。
“我让他们一人找一根树枝，只好在院子

的沙地上画来画去。”姜唐佐又补充道，“黎子
云老爹为了方便孩子们写字，还专门拉来了
几牛车的细沙铺在院子当中……”

东坡这时也忽觉得是怪自己的怠慢。一方
面他和苏过近几个月不停在抄啊写的，很费墨；
另一方面现在到“载酒堂”读书的孩子越来越
多，墨很快就不够用了。最主要的是他让弟弟子
由和弟子秦观从大陆那边寄些墨锭过来，由于
秋末冬初台风一个接一个，商船过不来。货运商
人捎话来，说是一木箱子的墨锭受了潮，发了
霉，裂成了碎块，问还要不要发过来。东坡说：

“不要了，赔钱！赔货！”结果运货船商就不见了
下文。如此三拖四拖，学堂里真的是断墨了。

东坡一拍桌子说：“这些墨锭，到了我们
这里要经过别人四五手，放进仓库要收钱，搬
运上船后船老大要点钱，上了码头检察官再
收税，运到儋耳的挑夫车夫还再要点钱，这墨
锭都快贵得买不起了！——然……然我们可
以自己做嘛？” （未完待续）

有客人走进我家，看见我家堂屋
的神桌上搁着一个黄澄澄圆鼓鼓大
南瓜，就情不自禁地赞叹说：这“金
家”好大啊！

多好听，多喜庆，多吉利！
听着，我们心里喜滋滋的。
在我们的家乡，“南瓜”都叫“金

瓜”。南瓜黄亮黄亮的，很像黄金做
的。儋州话的“瓜”和“家”又同音，

“南瓜”也就叫成了“金家”。
我家的金瓜都是隔壁黄二娘送

的。
我们村是个渔村，三面环海，四

时海风骀荡，泥土腥咸，蔬菜瓜果都
难以落足，黄二娘却年年变戏法般种
出一栏好大个的金瓜。黄二娘的金
瓜让人看着眼馋，村里好多女人也找
块地种上金瓜，可是手气都不好，打
果不多，甚至不打果，热闹地开完花，
花谢了，蒂就落了。黄二娘栏里的金
瓜开花结果都很顺当，不久，瓜地上
便七七八八蹲着一个个饭锅大的金
瓜。后来，村里人终于窥探出黄二娘
的秘密：她懂花，知道哪朵是公花，哪

朵是母花，她将那公花摘下，盖在母
花的上边，公花的花粉落在母花的花
蕊上，那母花就幸福地受孕，也就结
成大个的金瓜。

黄二娘种的金瓜从不拿去卖，留
着自己吃，或者送人，送给亲戚、邻居
或者熟人，让人家搁在堂屋的神桌
上。一时间，我们村里好多人家的神
桌上都搁着黄二娘的金瓜。金瓜搁
太久了，就不粉了，也不香了，再搁下
去，瓜瓤就要烂了。过一段时间人家
就要敲一下，听见声音变沉了，就剖
开来，拿瓜瓤来煮海鲜。但是，瓜子
一定要拿回来还给黄二娘。村里人
都知道，黄二娘爱嗑南瓜子，而且，她
嗑着南瓜子，就能办成大事。

黄二娘的男人晕船，出不了海，
找个手艺过日子——做木工。渔村
男人出不了海，就自我感觉矮人一
截，说话嗓子眼都放不大。黄二娘的
男人寡言少语的，但她的嗓子眼却很
大，笑起来，嘎嘎嘎响，让她丈夫一惊
一乍的。渔村人说女人是男人家里
的一把锁，男人出海去，女人就守在

家里。黄二娘的男人没出海，黄二娘
自然没有机会当家里的锁，她于是聪
明地当村里的媒婆。我们渔村的男
人出海多，回来少，青年男女绿水青
山接触少，要喜结良缘很需要媒婆帮
忙牵线搭桥。黄二娘当然是一个很
好的媒婆。连金瓜的公花和母花她
都能牵线缀合，种出的金瓜打果很
多，又个个都很大，她这双手给青年
人牵线搭桥结成的婚姻一定子孙兴
旺绵延发达。媒婆这工作是人心的
工作，很精细，又很复杂，需要有一双
勤快的腿，还要有一张能说会道的
嘴，经常登门入户找人聊天。黄二娘
喜欢穿一条肥大的短袖大襟衫，一条
水色的宽脚短裤，短裤两旁的裤兜装
着鼓囊囊的南瓜子，手上又抓着一把
南瓜子，托在下巴前，一边拈着一边
嗑，一边走进女方或者男方的家里。
坐下来时，她的双腿并拢，南瓜子就
放在两腿之间，两根手指轻轻拈起一
粒，放进嘴里，嘴唇轻巧地动两下，瓜
子壳吐出来时，话也就跟着蹦了出
来。瓜子壳不停地吐出来，海阔天空

地北天南漫无目的地笑着聊着，不知
不觉中话题已经搭在某家的男孩或
者女孩身上，一桩好事也就有个眉目
了。她再抓着瓜子嘎嘎嘎笑着来过
两三回，好事也就撮合得八九不离十
了，剩下的就是两边家人屁颠屁颠地
忙着操持婚事了。

黄二娘说媒的成功率很高，有
人说是因为她长一张弹簧嘴，又抹
上了蜜糖，很活络又很甜润，左说
右说半哄半劝说得人家昏昏乎乎
了，耳朵和心里却很爽快了，事情
也就说成了。黄二娘不高兴人家这
么说。她说当媒婆是替天地人间做
好事，要实打实地做，一顶一地认
真，来不得没有半点弄虚作假。她
的成功奥秘是用功又用心。平时她
就没少下苦工夫。比如平时人家经
常瞧见她左脚搭在右脚的足背上，
手抓一把瓜子侧身斜靠在她家的大
门边慢悠悠嗑，一站就是个把时
辰，其实就是她在“工作”。这时从
她家门前走过的男青年女青年都走
进她的眼里又搁在她的心里，她也

就悄悄地拿来对比，拿来配对，从
年龄长相到性格爱好又到父母家庭，
配得轻重深浅都合适了，事情也就做
成了一大半，等到有人来请时，她就
出个主意，再上门说话，也就水到渠
成用不着费多少口水了。对那些说
闲话的人，她就炫耀她的成绩，说，你
们也不睁开眼睛瞧瞧，我说媒撮合的
夫妻，哪一对不是很般配，不是情投
意合和睦相处家庭美满？她于是得
意地做出一个决定：凡是由她亲手缔
造的家庭，家里的神桌上一定要搁着
她的一个大金瓜，标示这一家就是

“金家”。
后来，独立自主的精神渐渐武

装了年轻人，男男女女自力更生多
快好省地结合，黄二娘还未回过神
来，人家已经鸾凤和鸣鱼水合欢
了。也许是为了图个吉利，到了大
喜日子那天，好多人还是请来黄二
娘，让她热热闹闹充当一下媒人的
角色。这时她既尴尬又很高兴。但
是，完成大事了，她一定要送给人
家一个大金瓜。

蔡家园有口井。
蔡家园是我们小镇边缘地域里数

户蔡姓人聚居之地。这里四周丛丛刺
簕竹环绕，林木蓊郁青翠，茂盛苍碧。

这口井是老井了。掘于何时建
于何世，已无从查起，老到它自己也
记不起是哪朝哪代了。它得天地之
灵气，吸日月之精华，纳雨露之甘霖，
古朴而浑拙。它入地深丈余，出地盈
尺，外呈圆形，青石井栏，直径约四五
尺，井下皆为青褐色石头砌就，或扁，
或方，或条状，或圆柱体，都按其规
格，按其粗细，按其长短，依其本分，
依其作用，各畅其性，参差错落地嵌
于井壁，隐于水中，构成井的骨架，井
的筋络。由于年代久远，井沿已长满
了墨绿色的如毡如毯的青苔，井栏亦
被汲水的绳索磨勒出了道道深沟凹
槽的岁月痕迹。

老井水质洁净清冽甘甜。一年四
季满井清泉亮亮注汪。尽管气候变
化，季节交递，其水质却不软不硬，不

寒不燥，抑或大旱之年，溪流干枯、江
河断流，它依然满井清泉荡漾，即使你
挑我担把井水几乎汲干见底下砖石泥
土，隔夜井底泉眼又从石缝地罅里潺
潺流涌出来，翌日又见满井清水盈
盈。井像通自然造化似的，故汲其水
煮饭，饭粒疏松香喷而不粘水;取其水
煎茶酿酒，则茶酽酒醇而馨香飘溢。

我们小镇人习惯常饮此井水，说
此井水清凉甘甜滋润音喉肺腑。因
而夏日酷暑，舀上一瓢井水，再加入
一勺酸梅酱或一颗酸杨桃，清水既酸
甜又甘凉，喝之立即能生津止渴，叫
你汗流浃背时呼呼噜噜喝它个瓢底
朝天。我们小镇多出虎背熊腰粗犷
健壮的汉子，也多出皮肤白暂身段窈

窕的如花似水柔情的女人，据说是老
井滋养孕育的结果。

先前老井是否安有轱辘或架设木
棒竹棍械杆汲水，不得而知。然以绳索
拴住斗瓢递入井下提水的方式一直沿
用至今。我家早年居住窑上巷，离蔡家
园有数里之远。记得到老井去担水，需
经过一段塘汊，塘汊砌叠有几块石头
权作桥墩垫脚给过路人通行，还要再穿
绿林遮蔽的青青竹丛缠绕的泥泞小
路。往返担水，小路也是热热闹闹的不
怎么冷寂。那时母亲忙完家务活后，总
得要到老井去担回四五担水，把水缸装
满。因此说，我亦是喝老井水长大的。

清早，是老井最为热闹的时候。小
镇的女人们极为勤劳能干，先把水缸挑

满，尚有许多家务事要靠她们去忙忙碌
碌，所以鸡啼头遍她们就把井沿闹醒
了。脚步声声，扁担悠悠，水桶叮咚，顿
时井沿就开始溅泼着她们东家长西家
短的谈话的欢声笑语，小路就泼洒出她
们晶莹的辛勤汗珠。于是她们挑走了
甘甜，沁醉了家庭，沁醉了整个小镇子。

老井默默地守望着……
我因长期工作在外，虽然听惯了

市里尘嚣的喧闹，亦觉得生活不甚嘈
杂且充实，但当我重返小镇时，没有
听到久违的扁担的吱呀声水桶的叮
咚响时，反倒觉得生活像缺少了点什
么似的。原来这几年我们小镇已用
上自来水，加之水资源的不断遭受污
染和破坏，老井也逐日变得清冷和寂
寞，风光不再了。但它毕竟曾为我们
奉献之多索取之少，给我有着“滴水
之恩，涌泉相报”的启迪，有过它辉煌
光彩的一页，因此我依然记得起它，
忆念着它。

啊，老井……

老 井
□ 符耀文

寄母亲（外一首）

□ 朱 荣

我是你的血管里流动的血液一滴
你心跳的节奏是不懈的歌吟
我随身携带你的体温远出家门
整个冬天感觉不到一丝寒意

你的叮咛是一股清泉奔流不息
我的思念是泉边丰茂的新绿
明知你在月夜里牵肠挂肚
我放飞的鸽子却无枝可依

如果我的梦依旧在天涯漂泊
请不要在夜里叹息甚至哭泣
当地平线的焰火把黎明烧红
献给你的将会是永远的慰藉

故乡的民歌

故乡的民歌是烂漫的鲜花
在常春的四季随手可采
故乡的民歌漫山遍野
处处都有热闹的歌台

故乡的民歌唱盘古开天辟地
唱老了几千年的沧桑
故乡的民歌唱鸾凤和鸣
唱不老年年岁岁的虔诚

岁月喘息着穿过岩石的缝隙
故乡的民歌高举崛起的图腾
民歌的韵脚隐藏于荆棘丛里
民歌的旋律寄寓于海浪声中

赏 画（外二首）

□ 苏少道

一江峰影半江排，水碧山青不染埃。
最爱清风吹柳叶，丝丝凉气画中来。

灯塔

月沉夜海雾纱笼，悚听潮声逐远风。
谁引归帆千里去，沧瀛如墨一灯红。

守望

半掩门窗老屋寒，村翁生火把柴添。
但求风雨夜归鹭，飞入农家暖榻眠。

立秋次日山庄细雨
□ 崔广礼

徐步空苍下，沉吟味不穷。
山音多细腻，塔影半朦胧。
开径漪涟缓，临池菡萏红。
从兹神域阔，入耳是秋风。

教儿做几何辅助线
□ 王永全

画个云帆励志行，春风几笔顿生情。
如教远景峰头见，先造瑶台境更明。

题墨兰图
□ 廖国华

玉萼苍然碧叶长，新题榜墨对秋阳。
气清末合蓬莱隐，影动翻疑鸾凤翔。
栖谷冲寒朝带露，偕梅报岁远摇香。
岂同凡卉论身价，郁勃生机未可量。

南茶公园漫步
□ 金耀淦

■小荷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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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