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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人生

东坡之我本儋耳人
□ 李盛华

■连载（105）

（接上期）他又伸出左手，让夕阳让霞色在手心
里柔柔轻轻流淌。他仰面朝北，那空中仿佛是有
一条云做的空中浮桥，东坡仿佛此时此刻纵身
一跃，踏上云桥，就可以回到他魂牵梦萦的北方
大陆……

这壮丽景色，何逊于东坡在黄州赤壁见到
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澎湃
心情，更比《赤壁怀古》之“大江东去”来得恢宏
大气。面对此景，谁敢说我东坡“已有老人疲惫
之气乎？”谁能妄我东坡“故作旷达语，暗洒辛酸
泪”哉？

“我苏东坡绝不会向那些昏君贼臣们低下
头颅！”东坡疾声向北大呼道，“吾绝不为海外
人！吾归无疑——吾归无疑矣——”

然而东坡正在儋耳峨蔓海边龙吟虎啸般
大呼“吾归无疑”时，他万万没想到，就在此时，
朝廷已彻底根绝了他的念头。当时年幼荒唐的
宋哲宗皇上在章惇宰相等人的鼓噪撺掇下，正
式颁文铭刻了所谓“元祐党人碑”，这是继“乌台
诗案”又继“朋党之争”两次大的朝廷乱政以后，
大宋王朝正式把以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党”
列入黑名单，打入九死难生、万劫不复的十八层
地狱里了。“元祐党人碑”宣告，奉圣旨将三百零
九人列入碑名中，苏轼首当其冲，凡与苏轼有任

何瓜葛的人都逃不了干系，诸如苏辙、黄庭坚、
秦观等等。碑刻其后圣谕再道：皇家子女或六品
以上官员子女不得与此名单上之后代通婚；三
百零九人其后延三代人不得参加科举不得为
官；此碑全国名州各县皆要刻制树立，昭示天下
云云。孤陋寡闻的东坡在儋耳的峨蔓海边频出
豪言壮语之时，他万万不知他已经被朝廷牢牢
地钉死在了“死亡之柱”的黑名单上了。

今天东坡确实目睹发现了峨蔓的大景观，
曰：龙门激浪！他兴冲冲地趁着夕阳未落，快步
赶回驿馆，一路走，一路吟道：

吾生本无待，
俯仰了此世。
念念自成劫，
尘尘各有际
尘尘各有际
尘尘各有际……”
东坡回到中和镇，正是暮色四合，村里炊烟

袅袅，人们做晚饭的时候。东坡兴冲冲回到驿
馆，准备向过儿好好描绘一下今天看到的景象，
今天路上吟作的诗句，但却发现房间里悄然无
息，也不见“咿哩哩”炊事，也不见过儿掌灯，房
子里黑麻麻一片。东坡心感不快，不知又发生了
什么事情。

东坡先摸索着点亮蜡烛，凑到床边看看过
儿，只见他蒙着头纹丝不动。

“过儿，怎么了？”东坡揭开被角摸摸儿子的
额头，看他还发烧不。还好，不烫手。东坡说，“过
儿，爹爹今天一个人去了传说中的峨蔓，那地方
的‘龙门激浪’……”

过儿又拉上被头，转过身子去。
“‘咿哩哩’呢？去了哪里？”东坡觉得纳闷，

情况有点异样。
“她走了。”过儿嚅嗫了一句。
东坡发愣。他刚准备去四下里找一下“咿哩

哩”，可听到蒙着被子的过儿“呜呜”地哽咽了起
来，像个挨了砖头的可怜的小狗。

“是背上的伤口还痛吗？”其实为父的东坡
心里更痛。

“不是……这不算什么……”过儿哼哼唧
唧道。

“那又是怎么了？”东坡从未见苏过这个小儿
子哭过，他整天都是乐呵呵的，吃什么喝什么从
不抱怨，在外面受了多少酸苦忍了多少委屈从都
不说一声，陪着倒霉的爹爹一贬黄州二贬惠州从
没流过一滴泪。他这次抛下妻子代替两个哥哥只
身一人来儋耳，遇到多少事经过多少磨难，东坡
知道，可过儿都是死死地包藏在心里的角落中，

从未点滴流露。可能是和“咿哩哩”斗气了
吧？——“男欢女爱，会折磨死人的哟！”东坡猜。

果不其然，经过东坡老爹反复追问，过儿说
出了刚才爹爹出门后，他和“咿哩哩”发生了冲
突。

“不会吧……”东坡乐了，想必“咿哩哩”像
是过儿的跟屁虫一样，一会不见她的“过儿哥
哥”，就魂不守舍地满天下地找。苏过饿了，她跑
去家里偷点东西悄悄给他吃，苏过受伤了，她天
天是一分一秒都不离开，端茶喂饭换药。尤其是
那天驿馆着火，她见坡老爹爹被救出来了，还不
见她的“过儿哥哥”，就死命要往火海里冲，几个
大男人都拽不住，似乎要去同归于尽，吓得她的
爷爷“白头翁”老爹往她身上只是泼水，怕她真
地冲进去会被烧着，急得她奶奶“春梦婆”躺在
地上，死死抱住这个宝贝孙女的双脚，任凭“咿
哩哩”怎么拖，就是不撒手。这么好个姑娘，怎么
也会和过儿拌嘴，东坡想不明白这宗无头案。

苏过把事情从头到尾向爹爹说了一遍：
东坡爹爹一个人刚出门不久，邮差就托

人捎来了一封信，信是苏过妻子写来了。这次
来信与以往不同，以往都是问吃什么，穿什
么，安心把爹爹伺候好……说爹爹年纪大了，
平时又不干一点家务， （未完待续）

■诗苑撷芳

随着一代伟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
庄严宣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举国上下沸
腾了，全世界所有的中国人沸腾了。
目视着电视机里一片欢乐的海洋，我
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多少往事又涌
上心头。

我工作和生活的这座城市，原先
是人烟稀少的小山村，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来，它与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成为祖国宝岛西北部
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名符其实的“越
挪越大”。据史上记载，明朝万历年，
这里有两个村庄，一个叫“大同”，一个
叫“那恁”，因两个村庄的民俗、民风和
村容村貌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于是知
府建议将两个村名各取一字，合并为

“那大”，意思就是兴旺发达、越挪越
大。

若干年后，原本是封闭落后的山
区，开始有了商人进入开发，小圩镇有
了规划，街道也逐渐形成，商铺也多了
起来，加上这里的气候宜人，吸引着外
地人进入经商和举家搬迁来居住。清
末时期，一位洋人旅游到此地，得天独
厚的地理环境让他萌发在此居住的念
头。诡计多端的洋人，宴请当地头人，
酒过三巡后，他提出要征用一块像牛

皮那样大的地方来建房，性格直爽、头
脑简单的头人以为这牛皮地不是什么
事儿，当场应允他的要求，丈量土地那
天，这位洋人把刚杀好的一张大水牛
皮，用剪刀把牛皮剪成数百条绳子，然
后连接起来丈量土地，其面积竟达五
亩之多！为让后人记住这段耻辱的历
史，前辈人又将那大叫着“牛皮地”。

解放初期的那大，是岛西有名的
茅草屋镇，1957年5月设立那大县，
次年底，上级决定将设在新州的儋县
与那大县合并为儋县，县城设在那大，
县委、县政府分别在新建的两层钢筋
混凝土大楼、“老人委”办公。县委招
待所建在东南方向的一座半山坡地
上，房屋的建筑风格基本按苏联模式
来建。1962年2月9日，敬爱的周恩
来总理视察儋县时就下榻在靠近东北
面的一幢小别墅，在这里，周总理挥
毫泼墨，为西联农场、热作两院、松
涛水库亲笔题词，如今，这幢“红色
小别墅”依然完整地保留下来。从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那大人民公
社对那大旧城区全面改造和整治，拆
除了所有的茅草房，并对仅有的三条
街分别命名为“解放街”“东风街”

“胜利街”，创办了那大中学和五间小
学，县城的主要街道也建起了“百货
大楼”“宝岛餐厅”“红岛餐厅”“新

华书店”“华侨戏院”“工农兵照相
馆”“红卫照相馆”“那大旅社”“那
大车站”“那大食品厂”，最早的县人
民医院建在东风街一座庙堂里。
1963 年初，松涛东干渠道建成通
水，环绕那大而过的12公里渠水就
像一条漂亮的带子飘绕在这座城市。
有人说，那大的美丽得益于这条水
渠，再现了朱熹那首名诗“问渠那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诗情画
意，我不知当初的设计者是有意的安
排，还是一种天意？

我认识这座城市始于上个世纪的
60年代初，那是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
候，代表北部小学乒乓球冠军队到县
城参加总决赛。第一次走在县城宽敞
的柏油马路上，望着眼前一幢幢的“高
楼”，一排排挺拔的“千层树”，我们仿
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出于好奇的童
心，我们几个小顽皮徒步逛完整个那
大只需一个小时左右。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至进入21
世纪初的三十年间，我有幸的在这个
城市的几个部门工作，并熟练掌握当
地各种方言，有机会与农民、城市居
民、教职员工、部队官兵打交道、接地
气，察民情，见证和参与那大开发和建
设的历史进程。

70年代的县财政收入不足一千

万，而距县城约5公里的石屋大队是
海南乃至广东“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
帜，石屋人在胡松的带领下，创造了粮
食储备100万斤、集体存款100万元
的奇迹；1984年县政府对人民大道进
行拓宽和改造，并对道路两旁进行绿
化美化，一条长达4公里的标准马路
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1988年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儋县抓住机遇，聘请
中国顶级的城乡设计规划院对整个那
大镇进行全面规划和设计，为以后那
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3年3月18
日，儋县撤县建市，迎来了那大千载难
逢的发展机遇，开发商像潮水般地涌
入那大，一夜之间那大成了全省最富
有的乡镇。东西走向、10公里长的中
兴大道贯通，人们开始懂得“要想富先
修路”的含义，10万吨自来水厂、年产
50万吨水泥厂、美扶开发区、云月公
园和一批重要基础设施，那大成了全
省改革开放的热点；1997年，东成至
那大高等级公路的建成，“灯城、花城”
成为那时那大的靓丽名片；2006年至
2015年，那大文化广场、恒大小区、怡
心花园、佳华小区、兆南熙园小区、全
省一流的超市夏日广场、海南西部高
端酒店福朋喜来登酒店、城北、城东、
城南、城西新区的高层建筑物如雨后
春笋，层出不穷，与人民大道、中兴大

道东西走向平行的“站前延西大道”
的建成，使那大的城市交通纵横交
错、错落有致。近年来，市委、市政
府号召全民参与的“一创两建”活
动，使整个那大的市容市貌如同用水
洗过那样整洁干净。人们期待的“国
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已
为期不远。如果说，70年代骑着自
行车逛完整个那大只需要15分钟的
话，现在恐怕一天的时间也拿不下
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那大城
市规模已相当70年代的十个那大，
那大在改革开放短短的几十年间，已
成为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如今，每当夜幕降临，那大宽阔的
街道璀璨灯火便满城燃明，一派繁荣
景象。休闲的群众在文化广场跳起广
场舞，每逢节假日，有的唱起愉悦的山
歌、调声；有的喜逛商场夜市；有的漫
步在银河公园欣赏城市美丽的景色
……这座城市的历史嬗变和文化振
兴，已经在流水线般的灯火、川流不息
的车流和幸福愉悦的人们脸庞上得到
很好诠释和充分展示。那大的巨变，
得益这个伟大进步的时代，生活在这
座城市的人们一定倍加珍惜和呵护这
个美丽的家园，不忘初心、感恩前行，
与新中国同呼吸，与新时代共奋进，开
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漫说挪大
□ 吴文生

■岁月峥嵘

奶奶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奶
奶的童年，生活在一个小山村，十几岁
就开始在家中独挡一面。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奶奶从小就在艰难困苦中磨
炼出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品性。

嫁到石家以后，她侍奉公婆，毕
恭毕敬；照顾子女，严管厚爱；对待亲
友，不求回报。繁重的家务，她用自
己的勤劳，默默奉献，成了整个家庭
的“顶梁柱”和“主心骨”。

奶奶的一生，是操劳的一生。日复
一日的生活，就是从早到晚地操持家
务。她一生唯一的兴趣爱好，是养花种
菜，劳动，为她的家人创造价值。

奶奶的一生，是仁爱的一生。每一
个接触奶奶的人，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友
善宽厚。我20多年在奶奶身边长大，
从没见过奶奶和别人红过脸、发过火，
一次也没见过她对人高声斥责。奶奶
往往通过自己吃亏的方式团结别人，感
化别人，用大爱帮助身边的人。对我们
的教育，奶奶也是这样做的。我从小
调皮淘气，父母管教严格，往往采用
激进的方式。我挨打之后，晚上总是
躺在床上向奶奶倾诉，奶奶成了我童
年的依靠。

就是那时候，奶奶教会我，要从父母
的角度考虑问题。奶奶只念了小学，但
是她天性中的仁，她血液中流淌的爱，一
辈子感染着身边的人，在我20多年的人
生中，无论读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学、
研究生，奶奶始终是我倾诉的对象，她教
会了我凡事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

在奶奶最后几个月的人生中，病

房里每天都有从宣恩乡村里包车来
看她的亲朋好友。有小时候在她家
住过的侄儿侄女，有几十年前她帮助
过的朋友，有被她一言一行感化、感
动的后辈。大家围着她，讲以前的故
事，握着她的手，感激她以前的帮助。

奶奶的一生，是智慧的一生。奶
奶像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是她一
生的真实写照。有人说她傻，一生为
他人奉献，从没得到回报；有人说她
过于厚道，太好欺负。只有我知道，
奶奶心中的幸福观究竟是什么。

两个月前，爸爸带着爷爷奶奶到
北京看病，我拿着手机迎面想给他们
拍照，奶奶拖着病躯独自走在最后，
看到我的镜头后，面露微笑，对着我
伸出大拇指比了比，在她的心中，永
远充满着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奶奶就是这样一个如水的人，润物
无声，用她的大爱融化人，感动人，教育
人。但我们不会忘记：她的一生，没有
追求物质的享乐，她的一生，以家人的
快乐为快乐，以他人的幸福为幸福。这
是奶奶的人生大智慧。

奶奶像山。不是像那名山险峰，
而是像随处可见的最平凡的山。

奶奶生活奋斗过几十年的宣恩黄
河沟里的那座山，奶奶称为“对门坡上”。

“对门坡上”，生长粮食蔬果养育
着我们，一年四季矗立在那里，供我
们栖息。那座山，是我们的起点和归
宿；那座山，是我们精神和灵魂的故
乡。而奶奶，对于我们一家的意义，
就和那座山一样。

如山似水的奶奶
□ 石野

■人情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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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聆友人独奏
《我和我的祖国》

□ 浪子
如寐似醒，晨曦初起

一声呵欠吹开了满天彩霞

鹊鸟嘤鸣，春风拂过

一条小溪从远古迤逦而来

带着儿时熟悉的乳香

所有的思绪和记忆如花

缤纷开落

听惯了母亲锤子敲打着岁月的声音，一

副铁铸的脊梁

我的五十六个兄弟姊妹个个

被锤打成顶天立地

母亲的镰刀咯咯吱吱

不停地收割，除了麦穗

还有静好祥和

捧着那双开满茧花的手

那是一双，补过天窟窿的手

在织机上织过天河传说的手

抚过战火硝烟

磨砺着苦难

擦亮着日子的母亲的手呵

无比温暖宽厚……

弓弦缓缓收起

五星红旗，仍然在风中

猎猎飘响

海之夜
□ 周通

携着朝阳所有的恋情

步入你美丽动人的身影

在你的怀抱里

让柔软多情的沙滩

勾勒出一张张羞涩的景致

在开放的花蕊里

月亮如飘满的彩虹

鱼舟和竹筏点了灯，浮系在我们的两旁

海浪也多情

星星挤满我们的左右

多少美丽的梦随你而来

像春花一样

一簇簇萌生

真是美丽动人

暮雨思君
□ 陈钟鹏

敲窗暮雨絮纷纷，说似相思有几分。

化作清风潜入梦，意中多半为秋君。

同诸友游大佛寺
□ 沧海

红尘离梦两徘徊，覆地清阴化未开。

新雨已施云路净，好花总傍佛门栽。

虚凭一悟明千劫，难藉馀生隐众哀。

今日春浮十万界，随缘再上妙高台

临江仙·又是重阳
□ 何其三

记得牵牛藤满院，无猜两小邻家。有蝉

有蝶有鱼虾。屋前酸豆树，树下共分瓜。

又到重阳时节尽，故乡归路云遮。那人

那日那黄花。天涯离未远，最远隔心涯。

在我的生态园里，有一条篱笆，
不知何时爬满了牵牛花。

近看，牵牛花层层叠叠，如同起
伏的小山峦；远看，牵牛花密密麻麻，
如同绿色的云海。牵牛花，酷似喇叭
的花朵，张着希望的嘴，天质天然，楚
楚动人。微风吹拂，轻轻摆动，好像
在欢迎我到来似的。

早春，春寒料峭，牵牛花在凛冽
的风中抽出新芽，把篱笆染上浓浓的
新绿。夏天和秋天更是葱葱，浓浓的

绿色展示着生命的蓬勃和感召力。
每到生态园，我驻足凝望。看见

牵牛花的叶子向上伸展着，藤枝蜿蜒
缠绕。虽然它已赢得人们的仰视和
赞美，但它还要向上。不管风吹雨
打，还是严寒酷暑，它依然不屈不挠
地坚守岗位。这是它力争上游的品
格。

冬天，有的牵牛花儿谢了，叶子
枯了，却不愿离开躯干；有的藤蔓枯
了，却执着地留在那里，坚定不移地

熬过严冬。等到春来时再撑起那一
簌簌的丰姿绿色。每当我看到牵牛
花，我心中涌起一股激动和欣慰。我
喜欢它顽强生长、执着向上的品格，
更喜欢它勇于挑战困难的气概。

牵牛花坚实地生长着，大小藤蔓
绕满了整块篱笆。它不畏艰辛地攀
爬，那是它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和拼
搏。它那蔓延的绿意，是对梦想的渴
望；它笑意盈盈，生机勃勃，那是对生
命的热爱。

牵牛花
□ 曾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