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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

作者

去海南逛逛
听三哥说要去海南岛，我以为自己
听错了：
“你说去哪儿呀？
“
”去海南岛咱姨
家呀！”三哥说。我很纳闷问：
“有几千里
地吧，
你能摸到咱姨家？
”
三哥从裤兜掏出
一个发黄的信封，
在我眼前晃着说：
“看见
了吧，
那年咱姨寄来的信，
我留着呢，
这信
封上有地址。
“你去那儿干啥？”我不解地
问三哥。三哥说：
“我要去那儿找工作，
在
生产队一年还挣不到一百块钱，
啥时候才
能攒下钱成家立业呀。
”
我说：
“那你去呗，
跟我说这些有啥用，
你也不会叫我厮跟着
一起去。”我说罢扭头就走。
“ 哎！哎！
哎！”三哥快步上前拦住我，笑容可掬地
说：
“ 你正上学哩，长大了想去哪儿去哪
儿。哥现在有事求你呢，
你要帮帮哥呀。
”
一种不妙的感觉忽然涌上心头，就
是啊，三哥如果找我没事，他不会陪着笑
脸给我扯这么多闲话，我两眼惶惑地盯
着他看。三哥看着我说：
“ 是这样啊，咱
这儿离海南岛几千里地，几天几夜才能
到 那 里 。 这 一 路 得 买 车 票 吧 ，得 吃 饭
吧？所以呀，哥就找你帮忙来了，等你老
半天啦。”我憋不住了，慌张地喘着粗气
说：
“我又没钱！”三哥说：
“我平时积攒了
点，又找贾民玉借了点，可还不够，你把
在砖窑场背砖挣的几块钱先给哥救救
急。”
“ 啥？不中！”我禁不住几乎是叫出
了声：
“我要用那钱买塑料凉鞋穿呢。”
三哥收回了笑意，两眼竟然湿润了

起来，他说：
“ 咱家穷，我不能窝在家里
的新衣服，都是你的……”我高兴坏了，心
呀。我要出去看看这世界，找工作挣钱
花怒放地扑了过去……“咚！”跑得太急摔
去！”我低下头看着赤裸的双脚，不吭
了一跤，哎哟好疼，站起来一看，我怎么赤
气。三哥接着说：
“ 我知道你成天没鞋
肚子站在屋里床边呀？四处瞅瞅，三哥也
穿，赤巴脚去背砖，流了恁多汗才挣这几
不见了……哎呀，原来是做了一个这些天
块钱，可是你想一想，乖，你把这钱给哥
以来唯一能连贯起来的梦，心里颓丧、失
先救急用，等哥挣了钱，你还怕没鞋穿？ 落极了……
我还会给你买新衣裳穿呐。”
本以为三哥到了海南岛，会很快给
尽管心里是那么不情愿、不舍得，甚
家里来封信，可是过去快一个月了，没丁
至有点恼恨三哥，可是归根结底，我只能
点音讯。那段日子，家乡天气已热了起
两眼含着泪，抬起头冲三哥点了点头。 来，看到沟渠坡坎上疯长的青草，我不禁
三哥舒展开笑容，拍拍我的小肩头，夸奖
又想起了我亲手养大的那只小山羊。
我道：
“乖，真懂事。”
那只山羊是爹在世时的一年初夏，
不知三哥用了什么办法，第二天就
俺爹拉着架子车去义络煤矿拉烟煤，我
去砖窑场把我饿着肚子、流血淌汗背砖
用根绳子帮爹拉车。回来走到矿口路旁
装窑、出窑挣的三块一毛七分洋，全都给
歇脚喝水时，我看到一位老爷爷在一旁
结走了……然后高高兴兴地坐车奔向了
抱着一只小羊在卖，孱弱的小羊既可爱
海南岛……
又惊恐，透着可怜的眼神看着我，不停地
三哥才走那几天，我仍恋恋不舍地想 “咩咩”叫唤，我的心被它的呼叫声缠绕
着那三块一毛七分洋，吃饭不香，上课分
得快碎了，不由分说跑过去，一把从老爷
心，睡觉做梦，有一次走路分神还撞住了
爷怀里把小羊抢了过来，还把老爷爷吓
墙。乱七八糟的梦，没有一个完整的，一
了一跳。羊抱在怀里我就是不松手，任
觉醒来梦就碎了，啥也想不起来。突然有
俺爹软硬兼施怎么哄劝，我任性地就是
一天，我放学回到家，抬眼看到院子中间
不放开，嘴里带着哭腔不停地说：
“爹，买
高大的梧桐树下，站着个穿着崭新整齐衣
下这羊吧。”俺爹把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全
服的人，啊，那正是三哥呀，我欣喜地大声
拿出来，
买下了那只小山羊。
叫道：
“三哥，你回来啦！”三哥笑着看了我
此后，我与小山羊几乎是相依为命，
一眼，也不说啥，转身去屋里提出了一个
除了上学、睡觉，我走到哪儿它跟随到哪
大旅行包，
“ 刷”一声打开拉链，从里面不
儿，我与小伙伴去野地里打闹，它也不离
停地往外掏东西，掏出了一双塑料凉鞋、 左右在我身旁开心地撒欢，
谁要是敢欺负
一双胶底鞋……一连掏出好几双。三哥
我，
它竟然抵着头勇猛地去攻击他……我
笑盈盈地看着我，说道：
“ 哥挣住钱了，这
每天上学回来不吃饭，要先去割篮青草
鞋都是给你买的，这包里还有好几身做好
喂小山羊。到了草枯叶落的深秋，我惦

编 辑：郭景涛

组 版：张妞妞

记着会提前去拽些红薯秧子、白菜帮子
等等，搭在墙头上或摊在地上晾晒干囤
起来，不让小山羊在冬季饿着。甚至我
参加学校的宣传队，有个节目中，我演老
地主牵着羊去偷吃生产队的麦苗，小山
羊还陪着我上了戏台子呢。
一年后，小山羊长大了，俺爹得了肺
病，家里穷得没有一分钱，连买盐的钱也
没有了，俺娘对俺爹说：
“把羊卖掉吧。”俺
爹枯黄着脸，有气无力地翕动着苍白的嘴
唇说：
“不卖！那是娃子一把草一把草喂
大的，
我死了也不忍心叫娃子伤心。
”
可是到了第二年，
三哥因为想当兵治
感冒，吃错药有了病，家里塌下了太多的
饥荒，
钱都借不来了，
实在走投无路，
我看
俺娘愁得头发都白完了，
再说这羊终究不
能老养着呀。我给俺娘说把羊卖了吧，
俺
娘听了一怔，啥都没说，一把把我搂在了
怀里。羊被卖羊肉汤的人牵走那天，
我放
学回来，习惯地拿起镰刀竹篮去割草，跑
到渠边刚蹲下，
才突然想起羊已经被卖掉
了，
想想羊被卖掉后的悲惨命运，
一时间，
我不能自己，
竟大声号啕起来……
想到这儿，我在心里默默念叨着：三
哥呀，我养了两年卖羊的钱，还有我背砖
卖力气的血汗钱，最后都给你拿去海南
岛找工作了。三哥，你咋不给家里写封
信呀，挣到钱说话要算话，给我买新鞋新
衣裳啊三哥！
（下期请关注《咸水村纪事》系列之
二十六：
永远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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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部 湾 观 海 （散文）
■ 罗腾

犹如天簌之声的笛音响起，
客轮缓缓
驶出北海国际航运港码头，
向北部湾涠洲
岛方向航行。波涛起伏的海面上，
满载而
归的渔船，
驶来驶往的货轮，
色彩亮丽、
造
型酷炫的游轮，
电影般映入我的眼帘。
往日如昨。三十多年前，来自内陆
城市的我在上海实习，为了稀罕地看大
海，我曾经专门从上海外滩乘船到吴松
口，一睹大海美景。后来，同样是为了看
大海，我到山东东营一览近海的神奇。
这两次看大海，留下些许遗憾：那些地方
的大海都不蓝。
土生土长在中原，我这个工薪族难
得饱览大海，此次乘坐豪华客轮，在浩瀚
无垠的大海中航行，心中充盈的新鲜、兴
奋、惬意难以言表。瞧，绵亘的海岸线在
视线中渐行渐远，陆地也变得愈发模糊；
嗅，潮湿海风让我品出了海水咸咸的味
道；听，如雪的浪花欢唱着动人旋律，
“人
在画中游”，
如痴如醉……
“海水共长天一色”，是我读书的记
忆；科普知识让我知道，海水呈蓝色，与
日光中其他色光多被海水吸收有关——
人眼看到的“海蓝蓝”主要是海水反射
光。留意海水被“涂上蓝色”的过程，我
发现海水颜色是由最初灰色渐变为浅蓝
色，再变为深蓝色。
浩瀚的大海，让我读懂了“海的宽阔
胸怀”。远眺海天相连处，让人分不清哪
里是天涯，哪里是海角，全然一片蓝色世
界。耀眼阳光下，
时光碎片记忆里海面涟
漪似游龙般游弋的画面，
此时幻化为鲜活

的图景：
一排排波涛似无数英勇战士永续
轮船员主动与我们调侃。他说，现在的
前进；海面上波光粼粼，仿佛无数小精灵
天气已经很不错了，倘若遇大风，那将是
在跃动。倏然间，一群随游轮飞来的海
另一番景象！船员让我们不必担心：我
鸥，
在海面上、
浪花间忽上忽下自由翱翔。 们 乘 坐 的 是 高 速 双 体 船 ，安 全 系 数 很
面朝大海，望着真实的海之精灵在
高。听了船员轻描淡写的话，我的心情
蔚蓝色海面跳起的“圆舞曲”，我不禁陷
并未轻松，盼客轮能够开快一点，快快靠
入无尽遐思与畅想。此刻，著名歌唱家
岸，那样才有脚踏实地的安全感。
胡宝善成名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萦绕
客轮在大海中航行一个多小时后，我
在我的耳畔。稍顷，高尔基在《海燕》中， 忽然发现前方出现一个小黑点。船员告
热情洋溢讴歌大无畏革命主义精神的名
诉我，那就是北部湾的涠洲岛。看到客轮
句，也在我的脑海激荡。呜呼，
“ 登山则
快靠岸，为了多看一会儿大海，我默诵着
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诚信然亦！ 赞美大海诗句“海水无风时，波涛安悠悠”
为亲近大海，领悟大海，聆听大海心 “观海而心静，临风以志清”，重拾看海好
声，
体验大海，
我和同事随着客轮的荡漾， 心情。此刻，万里晴空下，宽阔的海洋依
一步三晃地走向船舱前面，此刻，我如同
旧张开着博大的胸怀，让我好生敬慕。我
过去带孩子在洛阳王城公园游玩时坐上
任凭和煦海风轻抚，
备感心旷神怡。
下摇摆的海盗船，真感到“鸡窝里拼刺刀
渐渐地，涠洲岛轮廊越来越清晰，其
——刺激（刺鸡）”
。稍定住神后，
我看到， 美丽芳容愈发清秀，她仿佛在热情迎接
客轮前方的海面上波涛汹涌，海浪滚滚， 我们这些远方来客。临近涠洲岛，海浪
阵阵海浪不断撞击着船头，
海水也一浪高
小了，柔风停了，金色阳光映射在絮絮低
过一浪地猛烈涌上甲板，
飞溅的海浪砸在
语的海面上，柔美海面上泛起的金光闪
客轮前身玻璃上后发出声声震响。见此
闪栀黄色，令我陶醉。
景，
我和身边同事都紧张地双手紧紧抓着
客轮缓缓靠岸，
我恋恋不舍地弃船登
船上护栏，生怕出什么状况……我们随
岸。此次看海，让我体会到：要想达到令
着海浪起伏，来回地摇荡着。
“ 奈何疾风
人神往的美好彼岸，
人生的大海得不畏风
怒，忽若砥柱倾。海水虽无心，洪涛亦相
浪、
勇敢前进，
因为，
人活着是为了追求希
惊。怒号在倏忽，谁识变化情。”这次观
望与梦想！是啊，
眼中有景，
心中有爱，
风
海，我对唐代作者韦应物这篇《赠卢嵩》 雨人生才能一笑而过。人生如书，
翻开是
作品有了切身感受，更对自己魂之所系
故事，
合上是回忆，
难道不是吗？
的蓝色海洋增进了了解。
此次乘船看海，我开阔了胸怀、净化
“大海‘无风三尺浪，有风闹翻天’！” 了心灵，经历了风浪、看到了憧憬中的美
可能是因为看到我和同事面露怯色，客
好，余心亦欣欣。

永远的父亲
■ 孙增杰
我时常流连他的古朴厚重
寻找最能接近他心跳的距离倾听
有一种味道无形中让我痴迷
一次次重复的靠近
一遍遍深情的回味
在平仄中不断地推敲
读又读不出他独有的韵律
写又写不了他别样的魅力
每一块被光阴打磨得锃亮的石头
每一面被风雨锤打过的墙壁
青砖灰瓦上的刻痕
铺满了父亲已经变老的曾经
沧桑或许最能体现不腐的内涵
弯弯曲曲起起伏伏的人生
拐弯抹角处香甜的话语
闲谈亭前那纯朴的身影
巍巍而立的身躯
无一不是你值得骄傲的财富
今年的初冬季节
你的模样
可爱了多少朦胧的意境
你的身影
滴滴答答一串串滴落着你的欲言又止
蓦然间转身的莞尔一笑
醉了多少踉跄的脚步
让我在这个初冬陪你慢慢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