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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

我是一粒小小米，一粒正在等待
变成人类口中香饭的米。此时的我，
正在电饭煲里享受着桑拿。氤氲润
泽中，我回到了我的过去……

说起来，在我到达这里之前 3000
小时，我还只是一颗平平无奇的水稻
种子，那时的我大部分时间在睡觉。
春天来了，农民伯伯用清水给我洗
澡，听说这样我会长得更快。洗完
澡，我会钻进松松软软的泥土房里睡
上几天几夜。稻族里的哥哥姐姐告
诉我，等我再长大一点，我就能跟着
他们一块去旅游啦！这对本就躁动
不安的我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我
下定决心：每天要努力长个儿，这样
可以早点和哥哥姐姐一块去旅游。

过了 35 天，我长得比泥土房还高
了。哥哥姐姐确实没有骗我，我们被
农民伯伯带到了一个叫水田的地方
游泳了，真的好凉快。

我是一粒幸运的大米：是袁隆平
爷爷多年研究培育出来的稻种，在科
研人员的千挑万选中才成为可以扎
根发芽、完成使命的种子。所以，面
对未来的风吹雨打千万难关，我要不
负众望，努力变成大米。

变成大米的过程可真不是一般的
秧苗能经受得起的。在遭受蚊虫的叮
咬时，农民伯伯要逮虫打药；在烈日曝
晒下，农民伯伯要灌水施肥；很多次我
想躺下歇息，可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导
致我再也站不起来。我坚持了下来，
迎着朝阳，淋着春雨，舔着夜露，听着
蛙鸣。我的头发越来越多，个子越来
越高。就这样，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迅速健康成长。

度过了乡村田野安静的日日夜
夜，我在热切的期盼中，变得浑身金
灿灿的，显得神气十足。“现在我就是
稻谷了！”我美滋滋地想，离成为大米

又更近了一步。
我和其它的稻谷们从稻田跑出

来，跑到了晒谷场上。白天，我们一
起躺着晒日光浴，累了就翻个身继续
晒。之后，我脱去厚重的黄色外套，
换下淡棕色的单衣。在经历重重检
验之后，我终于成为了一粒合格的优
质大米，我真的好开心。

我被送到了大米加工厂，与同伴
们又被人们运往各地，我则被送到了
超市里，随后被一户人家买走。这户
人家将我和同伴们洗净放到电饭锅
里，我和同伴们享受着桑拿。突然传
来“嘀”声，桑拿时间结束，我现在是
一粒晶莹剔透的白米饭，接下来只要
等着被吃掉就好啦。

我静静地等待着自己被人类幸
福地吃掉，可不知道过了多久，饭碗
里渐渐没了动静。“我这是……”就在
这时，一只大手抓起饭碗，只听“噗”
地一声，我和拥有着同样命运的同伴
就这样被倒入了垃圾桶。

“这就是我披星戴月努力 3000 个
小时换来的命运吗？！”我这样问自
己。我抑制不住想起了为解决 14 亿
人吃饭难而呕心沥血的袁隆平爷爷；
想起“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农
民伯伯；想起加工制粮的工人师傅
们；想起为了买到我而辛苦挣钱的爸
爸妈妈；想到了那些因为战争饥寒交
迫的难民们……我的泪水终于忍不
住夺眶而出。

我虽然是一粒小小的米，但是成
为米饭过程中，我承载了无数人的心
血和奉献。一粒米，就是一份沉甸甸
的爱！珍惜我，就是对袁爷爷的最好
回报，就是对广大农民伯伯的最大尊
重，就是对无数父母辛劳的莫大感
恩，就是将爱传向世界的最美的诠
释。

一粒米的告白
■丁乙

蜈支洲岛位于三亚海棠湾内，以
独树一帜的热带风光和独具魅力的海
岛风情，为人青睐，是人们海南之行
必去的网红景点。

去海南旅游，是我构思了多年的
腹稿。农历牛年春天，在 2 月 14 日，我
们在武汉天河机场登上了飞往三亚的
客机，目的地就是蜈支洲岛。

上蜈支洲岛，从蜈支洲岛码头坐
小海轮抵达是游客上岛的唯一途径。
新春的码头，游人如织。排队上船
后，轮船在碧波荡漾的海上航行，在
海面上划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 v 型波
痕，不时有海鸟翔集，逐浪而飞。船
行约二十多分钟，远远望见一座小岛
映入眼帘。有人欢呼，快看，快看，蜈
支洲岛，蜈支洲岛到了。

在裹着浓浓暖意的海风陪伴中，
我们登上蜈支洲岛。岛上的房屋依
山而建，层层叠叠，颇有气势。导游
告诉我们，岛上有些地方是游客不能
随意涉足的，只能乘岛上电动观光车
去。不过除了个别景点，大多数的景
点都可以步行到达。导游接着吩咐
大家注意安全，打趣说，“蜈支”美食
已摆在大家面前，丰俭由君，要细细
品味哟。

我一直认为，海岛，只有与大海
相映衬，才能显示魅力。乘船海上看
岛，岛如海天间镶嵌的翡翠。如今在
岛上看海，海却愈发神奇。海水的颜
色从灰绿色、蓝绿、浅蓝、深蓝呈渐变
化，唯一不变的是清澈。据导游介
绍，蜈支洲岛有东方“马尔代夫”之
称，海水能见度达 6 米至 20 米，是中国

第一潜水基地。水上娱乐项目达 20
多项，喜欢水上运动的朋友，可以选
择“飞艇”或“水龙”等纵情水上。不
过，这些对于水乡而来的我们，并没
有太大的吸引力。倒是眼前白色的沙
滩，充满了诱惑。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海沙，没想到
沙子是如此的柔软而细腻。踩在上
面，温柔而炽热，仿佛在享受情人的
抚摸。在沙滩上远眺大海，波涛随风
起舞，有节奏地拍打着远处的礁石
上，时不时卷起千堆雪……这姿态万
千如诗如画的画面，雄浑壮阔，幽谧
又神密。对于没见过海从内地来的游
客来说，来蜈支洲岛看海，无疑是最
佳的选择。

在海滩小坐片刻后，我们开始环
岛游。岛上植被浓密，山林草地起伏
逶迤，绿影婆娑。如巧手仙女织就的
一块厚重的绿毯，丽质天成。穿行岛
上，沿着石阶而行，浓荫蔽日。沿途
的植物除了椰树，我都叫不出名字，
但置身天然氧吧中，实在是一大享
受。岛上临海的地方，除了海滩如玉
带环绕，还有很多形态不一大小各异
的怪石。有的壁立千尺，有的三五成
群，有的形单影只。无论是栩栩如生
的金龟探海，还是仿佛随时要从山腰
上坠落下来的飞来石，亦或是险峻狭
长又蜿蜒的一线天，都是这无数怪石
中的明星。岩石依着大海与海水互相
磨砺和衬托，被打磨得极有韵致。长
长的海岸线，如琴弦一般，任由海浪
不停地拨动，演奏出时而舒缓，时而
激越的优美旋律，成就着彼此的美

丽。
观日岩在岛的东南悬崖处。站在

岩上俯瞰全岛，辽阔的南海尽收眼
底。是看日出和落日的好地方。可惜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导游说她曾在观
日岩上看过落日。说日落时分，夕阳
在云朵中穿行，时不时露出娇羞的面
庞 ，霞 光 染 红 了 天 空 ，也 映 红 了 海
面。站在观日岩上远眺，红色的海水
从四面八方涌来，热情奔放，呼喊着
拍打岛岸，撞击出的水珠四溅，闪着
红色的光芒……唯美的画面，说得让
人好生向往。

在曲径通幽的情人谷，颜色各异
的三角梅正争奇斗艳，微风带了几份
浪漫的旖旎和甜蜜不时拂过我们脸
庞。在情人谷旁边，还有一片未经开
发的热带植物林，其间不乏藤蔓缠结
的怪树。导游告诉我们，这是和恐龙
同一年代生长的物种，桫椤；这是植
物界的“大熊猫”龙血树；这是……听
得我张口结舌，大为惊叹。既为自己
知识浅薄而惭愧，又为祖国植物多样
化而自豪！

在妈祖庙的不远处，有一个小动
物园。园里有一些散养的孔雀、火烈
鸟和白鸽，一点都不怕人。不过，你
若走近园中，任由几十只鸟儿围在身
边，给它们喂食，也是一种很不错的
体验。兜兜转转，我们来到了电影

《私人定制》景地之一的海盗吧。有
着海岛上最难得一见的淡水泳池，一
弯池水清澈见底，掩映于蓝天白云椰
林绿树之间。泳池一侧，曾经在银屏
中让人高不可攀的“圆梦公司办公

室”，此刻，像一位娴雅的白衣少女，
静静地站在我的眼前。在三角梅、碧
池、椰影婆娑的映衬之下，显得格外
的清幽与恬淡。

岛游的最后一站，是情人桥。据
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蜈支洲岛还
是军事禁区。那时的情人桥，从岸上
到海中的瞭望台，由几根粗大的铁索
相连。俩个人走在上面，需相互牵手
掺扶，宛如情人携手。眼下，当年的
铁索已经不复存在，桥上已经铺上了
坚固的木栈道。先前的瞭望台改建成
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八角翘檐的木亭。
凭栏眺望，远处水天一色，云雾隙处，
对岸高大的现代建筑，海市蜃楼一样
在湛蓝的海空中浮现。近处的浪花，
一次次扑面而来，拥抱着沉默的礁
石，拥抱着亭子。听涛声中和妻并肩
而坐，心里涌出莫名的感动。结婚三
十年，风雨同行，我们历经那么多生
活的酸甜苦辣，没想到半百之年时在
牛年新春，有了走进了情人岛的浪
漫。在情人桥前的红色心形雕塑留影
时，帮忙拍照的小姐姐笑着说：“牵手
啊！”闻言，我赶忙握着妻子柔弱又略
显粗糙的巧手，望着镜头，想这人世
间的美好，在此刻被定格在彼此的心
里，满满的是幸福。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返程踏上归船，我站在甲板远望。听
海风在耳边絮语，看蜈支洲岛在浪在
中一点一点远去，突然间心生无尽的
不舍。刚才还在这天蓝水碧山翠沙白
的岛上流连；和相爱的人在沙滩上漫
步，看身后两行浅浅的脚印很快被海
水抚平，仿佛我们从未来过这里……
多美的人间仙境。这童话里才能有的
世界，就此别过，焉能心甘？

如果还有重游的机会，我一定会
在 岛 上 住 一 晚 ，听 风 弄 笛 ，枕 涛 而
眠。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
想，眼前的蜈支洲岛，就是我私人定
制的桃源。

白 果 落 在 地 上 ，椭 圆 形 的 小 果
子，缀一条纤细的小尾巴，果皮微皱，
温暖的黄红色，看起来软糯香甜。有
的已被踩碎，皮肉涂地，腥腐之气弥
散开来。抬头望望，树上的叶子依旧
繁密，却没有了春夏的碧翠，由青转
黄的渐变之中，仿佛一阵风来，所有
的叶子便会像鸟一样四散飞走，惟余
虬枝铁杆独立风中。

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
凉。时光飞逝，不经意之间，霜降已
过，深秋已暮。秋处露秋寒霜降，冬
雪雪冬小大寒，光阴的年轮又滚过了
四分之三。浮生已过半，早已不是为
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伫立于季节的
门前凝神遥想，心中依然有淡淡的惆
怅。岁月的锦衣温凉如水，不待微风
轻拂，它便一寸一寸悄然滑落，当你
惊觉，伸手揽握，它早已飘过季节的

河流，遁入时光的深海，徒留一袭湛
蓝的幻影。

感慨之余却也清醒自知，花自飘
零叶自落，寒暑易节春秋代序，时光
从不为谁淹留。草木无心，四时有
定，季节从不荒凉——春花秋月夏杜
鹃,冬雪寂寂溢清寒。宇宙无穷，盈虚
有数。上苍自有安排，一切自有深
意。如果内心充盈，恬淡安然，何惧
流光易逝年光逼人？何必忧心孔疚惴
惴不安？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
花皆是妙谛。

可是，天地悠悠，有多少人舍得慢
下来，停驻匆匆脚步，看看身边的那棵
树那株草，听听风的轻吟鸟的絮语，领
略自然的静美赏读生命的轮回？

凝望沉静的草木，我常常忘言。
不管贫瘠还是肥沃，不管绝壁还是沙
漠，无论沐浴和风细雨，还是遭遇风

雷霹雳，它一如既往，淡定而勇毅，在
沉默中低眉，在沉默中挥臂，在沉默
中把根深深地扎进脚下的泥土或者沙
砾。春来舒枝展叶，葳蕤旖旎；冬尽
枯黄萎地，零落成泥。安静地生长，
安静地消亡。迎风起舞，扣雨而歌，
不忧不惧，不怨不诉。

兀自生长的草木赐我以安静，默
默伫立的草木教会我沉默。

谁没有过跌跌撞撞，谁没有过彷
徨迷茫？渺小似粟，蜉蝣如寄，亦要
安时处顺，方能不惑于心不困于情。
或许苍山隐隐前路遥遥，与其忧心忡
忡患得患失，不如宠辱不惊淡然以
待。哪怕风雪载途，心中依然要阳光
不锈。如果行到水穷，那就坐看云
起。像草木一样，落地生根，以简静
之心，渡岁月之河。携一份从容，不
慌乱不盲从，不畏惧不怨尤；留一份
清 醒 ，不 贪 恋 不 妄 求 ，不 放 弃 不 执
拗。拥有一颗安静的草木之心，才会
发现烟火日常中的恬淡诗意。

犹 记 得 那 日 月 下 ，独 自 彷 徨 河
畔，跫音幽幽，暮色淡淡。行至桥上，
夜风来袭。那么多的草木，在月光下

起伏，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从
不介意，我亦不觉得赧然。它在悄然
生长，我在静静欣赏，互不打扰，各自
安好。正如顾城所说：草在结它的种
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
话，就十分美好。

想起那些素未谋面的微友，天涯
海角，默默关注。白首如新，倾盖如
故，没有期待，恰是最好的状态。还有
那些擦肩而过的路人，以及身边无需
多言的朋友，他们与月光下的草木共
同构成记忆里永不褪色的风景。一时
长风浩荡，发丝飞扬，灵魂似乎长出了
透明的翅膀，与草木一道凭虚御风，只
觉清风满袖，快意盈怀，好不乐哉！

光阴流转，季节变换，若得草木
心，何惧寒暑移。每一株摇曳的草
木，都悬着一串快乐的密码。携一颗
简静的草木之心，行于纷纷扰扰的万
丈红尘，方能行止有度，处变不惊。
那么，来吧，坐在岁月门前，剪一段光
阴，捋一片白云，以安静的笑容为针，
以清冽的远意为线，拈来草木花香，
还有知足感恩，让自知穿针，用随缘
引线，一起绣一帧清雅的流年。

趵突泉的美学
■佘正斌

到济南总要迫不及待去见趵突泉
不仅因为趵突泉的名声在外
还在于它骨子里有一种高贵的

品质
仿佛一位美女向你款款走来
闪现着纯朴和古典的哲学命题

趵突泉隐而待射，它把所有的心思
都深深埋藏在地质学的构造里
泉眼犹如星光璀璨，群星闪烁
内心的积怨，三窟迸发，喷涌不息
生活亦如泉水，总是高潮迭起

趵突泉不急不躁，似有厚积薄发
之势

他一旦出手，总是那么精准有力
总以燎原之势抢占人们生活的
制高点。以致，那些观光问道的
先生小姐们不时感觉“眼晴一亮”

爱在七夕
■黄颖

一轮明月
悬挂在故乡的大海上
开捕后归航的船儿
停泊在港口的柔波里
归乡的路，花草散发芬芳
淡淡腥味，离家越近越熟悉
一季凉爽的清风
屋檐下筑巢的喜鹊窃窃私语
今夜，月光如水
枕着故乡的波涛
寻梦而去

槟榔树
（外一首）

■文博

你，槟榔树

亭亭玉立
窕窈的身材
不与椰树争高大
不像绿萝那样爬地求艳丽
个性独立而内敛
山风拂面，似楚女纤腰踽步
如拿扇遮半面的绿衣少女
四月的花期齐聚技头
绿色花蕊徐徐盛开
我顿觉得
那是羞涩的生命正绽放

你枝体上一梭梭金果
是挂满了欢迎八方来客的张张

笑脸
没有苹果那样大和圆滑
也没有苹果香甜
没有桃子那样红润和甜脆
更无芒果的圆大和酸味
你有苦楝的苦
有柠檬的涩
但，我偏爱你
总喜欢反复咀嚼你
生活的味道缺少不了你
因为，你有思想有情感
用你整个生命的历程
孵化秋季的巢
孕育十月一粒粒的金黄的圣果

你别具一格
天空因有你而深蓝
园野因有你而墨绿
生活五味的队列没有你
但有你耿直的依靠
有你苦涩的历程
人生才如此有诗味有憧憬

你就如初守望蓝天吧
在海南岛的热土上
在北纬十八度里
我要随白云飘泊远方
用诀别来表达对你的爱恋

多想送你一份温馨

夏天，阳光散发热量很高
却没有把温度送给你
请包容，这季节轮回很慢
让你心里的冬季仍未逾越

大海，浪花簇拥
而无法送你一朵花
请原谅
这浪花是海水生长的
让你的心花还不能盛开

天空，湛蓝无际
可无法送你一抹蔚蓝
请理解
这天空是云朵剪织的
让你生活缺少了色彩

晚上，星星闪炼
你触摸着窗台的月光
守望着空旷
丈量我人生旅途的脚步

赏月
（外一首）

■彭桐

不必怨月亮太远
看不清桂花与嫦娥
请挪动你的位与身
健步如飞鸟
把心向月神更贴近

月光之手
均匀泼洒香露的天地
没有嗔怪与纷争
草木和你分享
一样绝尘透明的夜色

在走的路

闹钟催响
感觉到时间的奔突
有光速，不等迟疑的脚步

杂七杂八的事，如荒草
差点随晨风，淹没了走向大海的路

那些闲散的人，掩藏得很深
随时都会做出令神惊讶的举动
不肯透露秘密的，回避质询眼神的
还有我的亲人，这让我的心
如光脚板硌到黑石子，麻中生痛

急关窗，扔垃圾，买早点，开快车
与时间赛跑，奔向叫作工作的地方
顾不上理会隐痛和浮云

一路勇士征战中，还有贼心思，忍不住想
我的一片海，应有远航的船在等待

总有结果
值得期待

■王军贤

清风有唱不完的咏叹
明月有说不出的思念
人活于世，事与愿违的事情太多
因此，保持一种心境
显得多么重要

鲜花、阳光、空气和水
这些看似司空见惯的东西
也有到达不了的地方
但我们还是
满怀感激和喜悦

生活处处充满禅意
在极其普通细微的事物中
我们总会发现美
感受到最朴素的真情
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动

总有一个结果，值得期待
寒冷中有相握的手
黑暗中有注视的眼睛
每一个渡口，都有等待的船
每一个思念，都有回归的帆

时光婆娑，岁月斑驳
一些美好的东西
总是闪烁着久远的光芒
走过很长的路
期待着被我们发现

游蜈支洲岛
■蒋绍斌

若得草木心
■王优

《筑梦海之南》

梁增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海南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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