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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花园

□ 金谷

□ 茅俭

诗韵悠悠

碧波环绕的鼓浪屿，是我国东南

沿海的一座弹丸小岛，与素有“海上明

珠”之誉的港口风景城市厦门一衣带

水，隔海相望。明代学者池显方有诗

咏曰：“连天荡溟渤，小峦揭突兀，古树

夹寒烟，兴波相出没。”形象地描绘出

鼓浪屿海阔天空、烟波浩淼的美丽风

姿。在今年7月8日第41届世界遗产

大会上，鼓浪屿正式通过终审，成功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

项世界遗产项目。鼓浪屿一时成为世

人关注的焦点，让我不禁回忆起30年

前在岛上小住半月的情景。

1986年夏天，作协上海分会在鼓

浪屿举办创作夏令营。我们一行近

20位上海作家、诗人下榻在南京军区

鼓浪屿疗养院所属的一九四招待所。

这是一座日式建筑风格的鹅黄色大

楼，坐落在碧波荡漾的鹭江之滨，距离

轮渡码头只有一、二百米，交通十分方

便，当我们从“山无高下皆行水，树不

秋冬尽放花”的厦门乘上轮渡，横越五

百米宽的厦鼓海峡，不到五分钟便踏

上了鼓浪屿这个海上花园。热情好客

的主人，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宽敞舒

适的住所。

鼓浪屿是远去的风帆留下的一只

彩色的海螺，是海洋交响曲中一枚绿

茸茸的音符。这个面积不到2平方公

里的小岛，气候温润，四季如春，有植

被茂盛、礁石成趣的海岛风光，更有积

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别具特色的闽南

风情，有如一幅融自然风景、历史文

化、民俗风情于一体的美丽和谐的画

卷。岛上最高点俗称龙头山，著名的

日光岩就在山顶上，因山脚有一座日

光寺，寺正中的红太阳浮雕已有数百

年历史，每当太阳照到这里时，岩石就

会显得银光闪闪，故名日光岩，也叫骆

驼峰。山上巨石嵯峨，林木葱郁，亭台

楼阁，掩映其间，风景幽绝。明末清

初，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此屯兵，操练水

师，山寨遗迹，至今尚存，山麓有郑成

功纪念馆，建成于郑成功收复台湾

300周年纪念日的1962年2月。日光

岩南边的港仔后海滩上，铺设有 300

米细沙的海滨浴场，一年四季均可游

泳和日光浴。旁边的菽庄花园依山傍

海，景色别致，建筑精美，为厦门名园

之最，漫步园内四十四曲长桥之上，顿

有置身波涛之上的飞仙之感，让人情

趣盎然。

紧张的写作之暇，我们也抽空游

览了厦门胜迹。特别是这个不到2平

方公里的鼓浪屿，更是处处留下了我

们的履印。怀着孩子般天真的欢乐，

我们跃入大海，与碧浪嬉戏，用万顷波

涛洗涤心头的尘埃。倦了，累了，就仰

卧在温柔的沙滩上，承受日光的爱

抚。这时候，创作上的忧虑，生活中的

烦恼，全都抛进了汪洋大海，心灵充满

了宁静的怡悦！怀着攀登者坚定的信

念，我们登上险峻的日光岩，凭栏四

望。厦鼓风光，涌来眼底。天蓝云白，

阳光灿灿。顿觉视野宽广、胸襟开拓，

天风浩浩，把我们心头那丝丝缕缕的

尘虑俗念全都荡涤而去！心头空灵明

净，洋溢着一股创造的激情！

鼓浪屿虽有街区闹市，却无车马

之喧，是一处不能通行汽车、自行车的

地方。这里空气清新，整洁安静，树木

茂盛，一年四季鲜花竞放，整个小岛，

是一座名符其实的海上花园。在岛的

西南隅，海边有二块相叠的岩石，长年

累月，受海水侵蚀，中间形成一个竖

洞。每逢大海涨潮时，波涛撞击着岩

石，发出如鼓点般的浪涛声，人们把它

叫做“鼓浪石”，“鼓浪屿”也就因此而

得名了。岛屿虽小，却拥有颇多胜迹：

有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此训练水师、准

备渡海收复台湾的“水操台”遗址，巨

石上刻着“闽海雄风”四个大字，使人

不禁有豪气凌云之感；有郑成功驻兵

鼓浪屿时挖掘的“国姓井”，泉水清沏，

从不干涸；有米兰夹道，林木蔽天的

“延平公园”……人民对英雄的怀念之

情，如大海波涛，绵绵无尽。菽庄花园

沙滩上有千万匹战马奔腾而来的“白

马潮”；龙头山上有“九夏生寒”的“鹭

江石窟”……

其实鼓浪屿最负盛名的是各种风

格的建筑，号称“万国建筑博览馆”。

虽然有点儿夸张，但是岛上据说有十

几个国家的领事馆，有华侨兴建的东

南亚热带建筑和中西合璧建筑一千多

幢，其中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处。那些古色古香的中国式传统

庭院民居、西洋人和东洋人带来的纯

欧陆式建筑、日本式平屋，形态各异、

色调不一，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

我的朋友老诗人蔡其矫写诗把鼓浪屿

比喻成一艘彩色的楼船，浮荡在如梦

似幻的大海上，气象万千，实在是非常

形象又贴切。

鼓浪屿真正的大街只有一二条，

其它都是羊肠小巷。我们黄昏时都喜

欢出去散步，在忽高忽低的柏油马路

上或时宽时窄的八卦小巷里，随心所

欲地信步而行时，会有一种曲径通幽

的意境。街巷路面都很洁净，就是有

一些飘落的树叶或凋残的落红，也不

觉得狼藉，反而会生出一些野趣。我

有时也会在白天溜出去瞎逛，因为和

我同居一室的老作家王若望是个闻

人，来找他的人很多，一谈半天，甚至

到深夜，有时一些话题会比较敏感。

我在房间里便坐不住，就出去一个人

走走，徜徉在街角巷尾，仿佛是在探寻

掩埋于历史尘埃中的小岛往事。特别

喜欢去旧使馆区的鹿礁路、别墅区的

漳州路和复兴路，因为那里环境十分

幽静、深邃，走着走着，有时伫立在一

幢别墅前，看着牵藤攀藓的小楼发上

一阵呆。那气派的拱门、廊柱虽已斑

驳残缺，犹可见考究的古典浮雕和欧

陆式建筑的宏伟与精致韵味。园中的

桉树挺拔秀俊，野性的三角梅爬高窜

低，洋溢出茂盛的生机；海风轻摇着因

岁月的侵蚀而松动的百叶窗，发出一

阵阵轻微的声响……我似乎看到了客

厅里久已熄灭的壁炉与往昔煌煌的枝

形烛光，听到了留声机针尖下淙淙流

淌的华尔兹舞曲的悠扬旋律和相拥而

舞俊男靓女的潇洒舞步声。有时，竟

会突然响起叮咚的琴音，一双温柔的

手轻敲钢琴的键盘，随之空气中飞扬

起莫扎特或贝多芬的华彩乐章，使我

悠然神往。听罢涛声听琴声，我知道

鼓浪屿被称为钢琴之岛，人均钢琴拥

有量为全国之最，最盛时，这个只有2

万人的小岛拥有钢琴近500架，音乐

世家近百个，音乐氛围浓郁的小岛，钟

灵毓秀，孕育了举世闻名的音乐人才，

如中国第一个女指挥周淑安、著名钢

琴家殷承宗、郑小瑛等一大批著名音

乐家，使鼓浪屿这个“浪漫之都”也成

了“音乐之都”。

鼓浪屿小住半月，这个美丽的小

岛，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遍地流淌

的浓绿的色彩：推开窗户，绿色的凤

凰树探头伸了过来；走出大门，绿色

的相思柳夹道相迎；街上，少女穿着

绿色的衫裙；山上，海边，到处是浓绿

的树木，连空气、阳光、月光、星光也

充满了绿的色彩……哦绿色是希望

的颜色啊！

人在旅途

□ 丁惠贤

崇明土布，渐行渐远的生命霞彩

夜宿土坯屋

在斜斜密密的细雨里

我们的穿行就像一把把梭子

寻访的小路踩踏在脚下

一会儿是一根经线

一会儿是一根纬线

在乡村空间的某个交接点

我们终于找到了你——

何永娣

一个喜欢收藏崇明土布的女人

一个有点文化意识和文化气质的

女人

一

哦，两间屋子、楼上楼下

或挂或躺、或长或短

全是秀气十足的土布

那经线和纬线织就的色彩

多像春天里的七彩阳光

令人目眩又闻到了花香

这浸染着人间烟火和历史烟云

揉进丝丝情怀的土布

扑面而来的尽是母亲的气息

一个不懈劳作的背影

二

深深地织进每寸布匹

用好看的纹理和花样

表达她细腻含蓄的心思

经年累月，织娘的头发侵入了生

活的风霜

当年那双稚嫩光滑的手已经粗糙

不堪

寒夜里微弱摇曳的烛火下

她有时会仰起身子打个长长的

哈欠

然后双手合十在祈求着什么

她深知做女人不易

在命运的经纬线上

女人是一把沉浮不定的梭子

也是熬尽心血、不停吐丝的蚕

三

她小心翼翼扶起烛火一样的心

在岁月流转的光和影里

不断燃烧自己

把珍贵而美好的青春色彩

一缕缕织进了布匹

每条纹路都留有她吐气如兰的

芳香

和劳累时发出的声声叹息

土布是浓缩的日月

是织娘生命的一部史记

是她渐行渐远背影投射下的片片

生命霞彩

啊，崇明土布

人们对你有多少个赞美声

时间老人就会有多少个叹息声

四

新疆乡村土坯屋三面封闭，通外

的门窗只开在前墙。土坯屋墙体均厚

约五分米，是用模具把湿泥捣实筑成，

或用预制土块砌筑，在喀什地区也有

用树枝扎成篱笆糊泥的笆子墙。不同

于黔滇一带土坯屋的双坡屋顶，新疆

土坯屋全是平顶。土坯屋顶略有前高

后低的坡度，其结构为梁木上架椽木，

椽木上铺苇席或木板，然后涂抹十几

厘米厚的草泥。探究其建筑工艺与材

料，平顶土坯屋要比“茅草年年盖，寒

风岁岁入”的茅草屋更古老，也比“土

墼为墙，敷瓦于椽”的土质起脊双坡屋

更原始。出天山下昆仑，我这个看惯

水乡别墅的崇明人在南疆走乡串村，

所见的维吾尔族农民住房都是与荒野

浑然一色的土坯屋，使我好奇，更是惊

奇。公元前八千年西亚人为宜居，脱

离岩穴石窟，创造了土坯屋，向文明进

化了一小步，万年后的今天仍有人居

住土屋，难道这是生活习惯吗？

秋天是季节河枯水期，几公里地

宽的河道缩小成几米宽的小水沟，公

路桥在修筑，车辆绕道，我的越野车轻

松越过水沟，驶离遍布鹅卵石的宽广

河床，眼前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土坯屋

群落。难解之惑使我又一次停车走进

村子，村头的第一户人家是三间正房

与一间更矮小的厢房及牲口棚的组

合。此时，一个商店开在大路口的汉

族店主赶来，他的微型卡车要我帮助

拖发动。微卡不点火，但店主仍请我

吃玉米棒。店主说我找的是队长家，

他全家会说普通话，攀谈很方便。夜

幕下垂，大路上才见人影移动，农民络

续收工回家了。店主在忙活，我独自

去找队长。

木制的驴车没有撑脚，双辕着地，

车体纵向倾斜着。不见队长，大概牵

着驴子喂料去了。门灯下的棉花包上

仰天躺着身体瘦弱的队长的儿子，他

是个中学生，新疆棉区的中小学生都

在停课摘棉花。木板铺在场地上，个

儿高挑的队长的妻子虎着脸伏地揉压

面团，只当没有看到我。她把面团拉

成面条下到土块架着的铁锅里，做成

二大碗汤面。另做成加上菜椒和羊杂

碎的一盆拌面，端给她儿子吃。队长

来了，握着我的手说：“朋友，找我有

事？”我说：“和你聊聊。”“吃了聊。”队

长要请我吃面。队长知道我吃了晚

餐，便狼吞虎咽地吃完面条，走到驴车

旁，踢一脚断了榫头的车梁，双眉紧锁

地说去借锯子，走了。门灯与室灯同

时在明灭，我判断那飘动在屋顶上的

进户线有问题。带电维修不难，无光

操作危险，为接近队长，我取了随车工

具壮胆爬上屋顶，见是铝线接头氧化，

得重新做接头。我爬下屋顶时独自嘟

囔：“怎么会是铝芯线！”“省钱呗！”站

在梯子旁的队长妻子竟然接腔。看来

好事不会白做，冷漠也能融化。

突然，队长大喊着奔过来，抓住我

的手说：“真主派来的好人，救我的大

叔。”我听得糊涂，跟来的店主说有人

摔倒昏迷，要用我的车送县城的医

院。我赶到商店，队长从家里取来一

沓钱给病人家属，并说他在医院里有

个亲戚可以照应病人，他也得上车。

于是我让队长坐在副驾位上，方便与

他聊天。谁知车子驶上平坦的公路，

队长起落有序地打起了呼噜，疲惫地

歪倒着头睡着了。到了医院，病人急

救住院，我遂告辞。队长焦急地说：

“我要回去修车呐！”我故意说：“你本

不该来。”队长并不分辩，只是搓着

手。这位个儿不高，宽脸浓眉，憨厚淳

朴，忘我为人，仍穿着白天单薄的衣

衫，在秋夜凉风中打颤的健壮中年汉

子已是我深深敬佩的人。

在午夜的公路上单独送队长，我

关掉聒噪的导航，抓紧时机向他讨教

问题。队长说：“要是不住土坯屋，别

的事就办不成啦！”我听不懂，追问：

“有什么事更重要？”“培养孩子，不能

没钱，要是生了病更不能没钱，嗯嗯―

―”说时队长鼾声又起，坏了我的聊天

计划。回到家，队长抱着一条新棉被

要我同他的儿子睡在厢房里。体验原

始民宿，我乐意在土坯屋过夜。低矮

的厢房檐高不足二米，屋分前后间。

前间置一小方桌，土墙壁橱的各层搁

板上堆满了书籍，像是书房。掀开腰

门挂帘，里间是卧室，木板架成的床铺

约有五个多平方，占据了大半间屋，余

下的活动空间窄小得压抑。队长儿子

扭动身体时发出木板的咯吱声使我知

道他醒着。我便说：“小朋友，想不想

住砖瓦房？”“想也没用！没钱。”“你上

了大学挣上钱就能改变住房条件。”

“嘿！我有钱就去买摘棉机。”“摘棉机

哪有住房重要。”“呸！你不懂。”话不

投机，队长儿子生气了，不再理我。我

打开棉被，其实这是一只棉睡袋，可以

不铺垫被，体现的是节约。

我在黑夜的土坯屋中有着被囚

禁的感觉，但钻进睡袋后竟然也能

很快入睡。我在睡乡做屈腿转体动

作时似被捆绑，睡袋中的别扭驱除

了我的睡意。醒后难眠，我回想队

长的话，觉得他的观念有同当代杰

出的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消费者

选择》理论：当消费能力不变，鱼高

于芒果价格时，可以少吃鱼；当鱼是

奢侈品，消费不起，可以放弃食鱼。

队长如果造砖瓦房，要花光所有的

积蓄或背债，从而会恶化其它方面

的生活质量。对于儿子的培养、不

可不防的伤病就会失去资金保障。

那损坏的驴车，易损铝导线就更没

有能力去更新，这些消费不同于住

房，是不可回避的。当地人把重大

消费压缩到最低程度，是去应对眼

前的许多迫切需求，他们对于贫穷

的生活有如此活法，其生存智慧，使

我感慨万千。忽然，我发觉队长的

儿子不在，因为我的鼾声使他睡在

屋外的棉花包上。我重返梦乡后醒

来，开启虚掩的前门，场地上的驴车

不见了，队长一家赶早下地摘棉去

了，他们又要去经受十多个小时的

弯腰曲背的劳作，难怪队长儿子的

头号消费选择不是住房。晨曦入

门，见那小方桌上放着馕饼和一大

盆羊肺肝肚加土豆青椒的杂烩，队

长给我拿出了家中最好的食品。

我去县城的路上，收音机播放当

地电台新闻：“根据国家《新疆农村安

居工程建设规划》，我县在年内将完成

百分之二十安居工程，明年，我县农民

能够全部住入安居房……”我手握变

速杆自语：“政府安居富民。队长，真

主真的派来了好人！”

詹建新 篆刻作品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十四岁一个花季的年龄

织娘虔诚地坐上了冰冷的板凳

开始皈依布机

在阵阵刺耳声中诵读自己的

《心经》

她喜欢把爱和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