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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朋友来东山岛，常问我
一个“幼稚”的问题：你家住岛内，
一定三天两头看海，也写过不少
关于海的文字吧？“不常来。文章
一篇也没有。”我说。他们的脸上
难免露出惊诧。

我的解释是，“熟悉的地方没
有风景”。有时，我会引用某本书
上的故事：有人向海边农夫称赞
他的门前海景美，农夫不好意思
地指着屋后菜园说：“海没有什
么，屋后的一园菜倒还不差。”

一天，不知谁的触动，我对
自己的“冷漠”也感到惊诧了：
是啊，为什么我从不写海？莫非
真的“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就像我从来没写过自己的父亲、
母亲和妻子？

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山
岛，坐落在黄海和南海的交界
处。海好大，无边无际；岛却很
小，从岛的中心点，无论朝哪个
方向走，不必多远，就可见一角
蔚蓝。小时候，在老家的傍晚，
每天看到鱼贩子用自行车驮两个
竹箩筐经过门口，偶尔吆喝几
声：“卖—鱼唷！卖—鱼唷！”

“卖”音拉得长长，“鱼唷”却短
促。祖母顺手抄个瓦盆或竹箩就
出去，回时鱼仍跳着。那时，我
还没见到海，但跳动的鱼，似乎
已为我带来了一整个海洋。

第一次见到海，是念初中
时。大约秋冬之际。小伙伴一声
平淡的“到啦”，我眼前顿然一
亮，与此同时，仿佛有什么东西
涌进了身体。迎面一条沙滩，接
着是望不到尽头的水。海没有我
想象中的湛蓝，它不过一大片灰
色的凝重的水。但如此浩渺的大
水，把天空拉得低低，自身却如
此安详，甚至懒洋洋。

从此，我来海边的次数多起
来了。

一天中午，和两三个小伙伴

下海游泳，体力不支，差点游不
回岸。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海的滋
味：深不可测，恐怖，无情。嫁
到附近渔村的二姐闻讯大惊：

“你不要命了？！这一带海水，漩
涡多，常有外地人在这里玩水丢
了命的。”

我还有一次几乎葬身鱼腹的
经历。2007年前后，我跟一同事
到另一片游泳者少去的海域畅
游，突然海面狂风兼暴雨，雨点在
风的裹挟下，如粗沙子似的痛击
头部，温顺的海浪瞬间变得愤怒
又粗暴，从各个方向无规则地扑
过来，周围翻滚着白色的泡沫。
我们以为遇上台风了，惊恐地往
岸边划水，十几分钟后，沙滩近在
咫尺，却始终无法靠近。正当精
疲力尽时，风雨停住了，海面恢复
平静，我们靠着最后一点力气，连
滚带爬回到岸上。岸边海鲜店的
女老板对我们说：“在海上游水，
风雨来时，赶紧上岸，如果距离太
远，千万别急着往岸边游，因为岸
边的风浪更猛，相反，在离岸远些
的地方，风浪倒小，要尽量保持体
力，等风雨歇住，再慢慢泅回来。”
这是大海给我的另一次警示。

尽管如此，我承认，我依然是
爱海的。

1987 年，我高考落榜。暑
假，我独自来到二姐家的渔村，冒
着酷暑爬上苏峰山——这是岛上
的第一高峰。通往山顶的是长满
杂草的模糊小径，沿途全是茂密
的小树林。山顶上，四处布满光
秃秃的岩石，没有一棵树可遮
阴。我坐在石上，俯视着脚下的
大海，海水纹丝不动，铺向无穷远
方。我啃着饼干，喝着开水，直至
午后。下山时，脚步轻快了许多，
曾经淤积在体内的苦痛、迷茫，似
乎已融化到海里。

二十多年后，家乡有位音乐
界的朋友告诉我，著名词曲作家

王立平先生曾经到过东山岛的乌
礁湾，那时的乌礁湾尚未兴建鲍
鱼场，绵长的海湾是块处女地，辽
阔的海天之间，唯有海鸥的自由
鸣唱。王立平在海边的礁石上坐
了大半天，一言不发。天暗下来
了，在随从人员的劝说下才离
去。临走时，留下一句话：“我真
想在这里一直坐下去啊。”大概没
人知道那天王立平思考了什么。
我也不想进一步打听王立平是哪
一年来过东山的，他那首出名的
《大海啊故乡》又是创作于什么时
间。我只是一厢情愿地相信，《大
海啊故乡》词曲的灵感一定来自
这里，乌礁湾这一片最最寂静甚
至寂寞的大海——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
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
长⋯⋯大海啊大海/就像妈妈一
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

我想起另一个人，大学教我
唐宋文学的陈节教授。那是
1990年前后，年轻的我们刚进入
一个异常苦闷彷徨的时期，陈老
师在周末的晚饭后常来学生宿
舍，找同学拉家常，我们也不时上
陈老师家，无拘无束地闲聊。
2008年，陈老师来东山岛，我带
她乘船到岛对面的东门屿。屿上
有座著名的东门寺。参观完寺
庙，我们在寺旁的树荫下等船。
陈老师站在礁石上，面对着大海，
不停地喃喃自语：“千江有水千江
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这是刚刚
在寺门口看到的对联。我看不到
老师的脸，夏日的长风吹动她的
白发。突然她转头说：“木春啊，
我退休后如果能来这岛上住，读
书，写文章，多好啊！”我当即轻松
地回应她：“这还不容易，来东山
岛买个商品房，就可以了。”陈老
师轻叹一声，微笑不语。

2015年，我去福州拜访已患
病的陈老师。几个月前，她刚刚

退休。我邀请她病好后来东山岛
散散心，她回答：“好好好，有机会
一定去看望你们一家。对了，你
不是还建议我在岛上买房吗？”说
完，自己先哈哈笑起来。接着询
问我女儿大学转专业的问题等
等，却始终不愿谈她的病情。临
行时，她把这些年编撰的一大摞
书送给我，说：“就这些了，你留个
纪念。”我接过书，竟丝毫没觉察
出她的心意。一年后，陈老师遽
然辞世。后来，每次乘舟往东门
寺，目睹“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
无云万里天”的对联，我忍不住
想：这世界，无论它标榜有多么完
美，永远欠着一位善良知识分子
的一个梦想。

今年7月底，几位四川朋友
来东山岛找我。那段日子，全国
各地普遍高温，有避暑胜地美誉
的东山岛，也像烧着了的火炉。
上午10点左右，我们浏览了几处
景点后，到海边的一个观景长廊
稍作休息。也许天太热，廊上的
游客寥寥无几。坐在廊下的长椅
上，我们都被眼前的海景镇住
了。长廊是今年初刚建成的，位
置极佳，礁石、沙滩、木麻黄、
相思树一一呈现在
前面，而浩瀚的
海洋，海上的

大小岛屿，更是一览无余。此
时，晴空万里，无一丝云影，海
水蓝得发亮；又有阵阵凉风，自
海上来，拂过身体，穿过长廊而
去。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过去
了，我感觉大家似乎无意再走
了，问是否还往别处看景点，大
家纷纷道：“不走了，这样看海
就够了。”

大家静默地看海。许久，L
君说：“木春，之前我很纳闷，你有
那么多机会可离开小岛，却为什
么不愿意。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到哪里都是一种活法，在这
岛上，舞台是小了些，但我原本不
需要什么大舞台，我是普通人，只
求日子过得安静，自由，并且有时
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我说。

“你每周都来看海吗？”年轻
的Y问。

“没有。不过，何必常来呢？
我随时都可以来看海，于是，感觉
海就像装在自己心里一样，闭上
眼就看得见，来不来差别不大。”

他们点点头。我想，大概，
人人心中，都有着一片类似的风
景吧。

（作者系福建省漳州市
东 山 一 中 教 师 ，

著 有 《 先 生
当年》等）

装在心底的海
王木春

青岛的栈桥，和杭州西湖的断
桥一样，成为一个城市景观的标
志，只不过前者多了中国近代史的
沧桑，后者多了民间传说的浪漫。

长达440米的栈桥，剑一般
劈波斩浪，犹如长龙卧波，从太平
路直入风起云涌的胶州湾。这座
桥下是大海的潮涨潮落，桥上是
天空的风云变幻。一端连着青岛
城市史的起点，一端连着青岛的
今天。

栈桥初建于光绪十八年（公
元 1892 年），是青岛最早的码
头。为配合章高元驻防胶澳，清
政府道员龚照屿始建青岛前海铁
码头(今栈桥)，所需铁材产自旅
顺船厂，以供海军停泊舢板、运卸
货物。栈桥自从诞生，就成为青
岛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1897年11月14日早上7时
许，德国海军在晨雾迷蒙中，从栈
桥登上胶州湾陆地。驻防胶澳的
总兵章高元，面对借口“来此游历、
登陆操练”的德军，竟然看不穿无
耻的谎言，信以为真。德军不费一
枪一弹，登陆后很快控制了局面，
武力胁迫，后来签订了《胶澳租借
条约》。栈桥边的狂风恶浪上了
岸。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

今天的游客，来到栈桥，在回
澜阁下，凭海临风，极目四望。白
色的巨浪拍在脚下的防浪堤上，
轰然作响，哗地散开，激荡起万千
碎玉。小青岛上白色的灯塔，耸
立百余年，对应着海军博物馆停
泊的军舰，能想到1897年冬日的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吗？

历史那么远，又这样近。
1914年，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
战，德国无暇东顾，与德国开战。
日本海军在栈桥举行了侵占青岛
的登陆仪式。1922年北洋政府
收复青岛主权前夕，所调派的两
艘军舰也是在栈桥登陆，配合陆
军 完 成 了 庄 严 的 收 复 仪 式 。
1938年，日军再次侵入青岛，并
在栈桥举行了登陆仪式，以炫耀
侵占青岛成功，并将青岛市长沈
鸿烈亲笔题写的“回澜阁”匾额掠
往日本，在东京陆军博物馆内展
出。1945年，美军又以帮助青岛
接受日本投降为名进驻青岛，也
是从栈桥登陆。风雨百年，波涛
汹涌，栈桥成为德、日、美军侵占
青岛的历史见证，同时，栈桥也成
为青岛的象征。

历史的宏大叙事都铭记在这
座与胶州湾相伴相生的桥中。这
是历史的风云。这座城市的历史
上，还晃动着诸多文化名人的身
影。他们的身影伫立在海天深
处，定格在百花苑名人雕塑园。
而我，此时，在华灯初上的夜晚，
在回澜阁凭栏望海，看天上的星
斗，地上的街灯。相互辉映的光
芒，伴随着凉爽的海风，将我的思
绪带到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与
诸多客居青岛的作家邂逅。

1931年至1933年，沈从文
在山东大学执教。他不是酒中八
仙的一员，热闹，从来属于别人。
孤独的沈从文讲完中国小说史，
携一本书卷，走向人迹罕至的太
平角，坐在海边的礁石上读书，看
云，沉思，任拍打着礁石的海浪卷
起千堆雪，散去复回。多年之后，
仍然无法忘却青岛海边的云，他
在《水云》文中写道：“论色彩丰
富，青岛海面的云应当首屈一
指。有时五色相渲，千变万化，天
空如展开一张张图案新奇的锦
毯。”青岛的云天，赋予沈从文写
作的灵感和创作的激情，海市蜃
楼没有出现，但“有青春的嘘息，
煽起人狂想和梦想”。

1934年端午节的前一天，萧
军和萧红到了青岛。萧红创作了
长篇小说《生死场》，萧军完成了
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二萧与
荒岛书店老板孙乐文来往甚密，
在他的帮助下，与上海的鲁迅先
生通信。后来，在青岛的中共地
下组织遭到破坏。一天晚上，荒
岛书店的老板孙乐文，把萧军秘
密约到太平路海滨的青岛接收纪
念碑下，交给萧军40元路费，让
两人悄悄离开青岛去上海，去投
奔鲁迅先生。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雪碎冰
崩浪打礁，萧军萧红从栈桥上船，

又踏上了风雨飘摇的流亡之旅。
在这个美丽的岛城，安静地生活了
半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934年夏天，苏雪林和丈夫
一起游览青岛。他们和东道主山
大教师周先生一起到太平角野
餐。苏雪林描写了盛夏正午的太
平角。观赏海边礁石下的巨浪，
苏雪林感叹，“造化的元气是这末
（么）的淋漓浩瀚；这末（么）的涵
盖万有，弥纶六合，令我们渺小的
人类只有低头膜拜，更无言语可
以赞叹”。

海洋，是如此的浩瀚。一个城
市的风云历史，与永恒的大海相比，
可谓短暂。一个城市的过客，来到
海边，可谓渺小，留下了鸿爪雪泥，
但水云激荡灵感，留下了作品。

又一阵海浪涌上来，潮音弥
漫。历史的风云消退，作家的水
云消逝。个人的记忆登场，如同
栈桥上空的流云。每一位青岛
人，每一位来青岛的游客，都会在
栈桥留影。大海是永恒的，但渺
小的我们，多么看重个人的记忆
和微末的悲欢。

我记忆中的栈桥，有两个最
美的画面：一是冬天的阳光下，波
浪不兴，海面如镜。海水退潮，栈
桥两旁裸露出金色的沙滩、赭色
的礁石。海鸥群集，在沙滩上觅
食。一会儿盘旋着飞向海面，翅
膀拍着海水，又高高飞起。此时，
栈桥上游人稀少，静享阳光海滩
与海鸥，放飞思绪，心灵安宁。二
是初秋的傍晚，在栈桥上漫步，风
鼓荡着衣袂，凉爽宜人。在20世
纪30年代，青岛的游览手册上曾
载有这样的诗句：“烟水苍茫月色
迷，渔舟晚泊栈桥西。乘凉每至
黄昏后，人依栏杆水拍堤。”旧时
青岛八景之一的“飞阁回澜”，指
的就是秋日满潮时的栈桥。思绪
在当下与历史之间穿梭，在回澜
阁下，望着夜色中的小青岛，岛上
灯塔红光闪烁，流光溢彩，飘浮于
海面波涌之上，勾勒出青岛一大
胜景——“琴屿飘灯”。想起一首
诗：“茫茫海湾有红灯，时明时灭
自从容，翠岛白塔沐夜色，琴屿飘
灯传美名。”小青岛形如古琴，水
如弦，风吹波音铮铮如琴声，故又
被人们称为“琴岛”。岛上有一白
色的雕塑，一位少女，手持七弦
琴，将美妙的琴音传向海天浩淼
处。

十几年前，我工作的单位距
离栈桥不远。无论春夏秋冬，吃
过中午饭，要么去高密路上的学
苑书店泡着，要么去栈桥呆着。
那时的我，在栈桥静思默想，幻想
将来写一部小说，就叫“栈桥之
恋”，有关爱情，有关生死，有关离
别。那时的栈桥上，为游客拍摄
照片的，相机用的是胶卷。如今
在栈桥为游客拍摄照片者，虽然
已经换成了数码相机，但是生意
已经大不如从前。因为人人手中
都有手机。

一晃，一个时代过去了。栈
桥依然，而我在这个城市里奔
波，头上开始飞霜。

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过客，
一代代人来了，一代代人离开，
只有栈桥和它脚下的海，是这个
城市的沉默的守护者。

（作者系半岛都市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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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笔下 海是动的，山是静的；海是活泼的，山是呆板的。昼长人静的时候，天气又热，凝神望着青山，一片黑郁郁
的连绵不动，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没有一刻静止！从天边微波粼粼的直卷到岸边，触到崖石，更欣然的溅跃起
来，开了灿然万朵的银花！ ——选自冰心《说几句爱海的孩子气的话》

⦾同题作文

不知为什么，靠得再近，我也
听不见大海的涛声。

浪奔浪流，潮起潮落，这是自
然的呼吸，也是生命的常态。然
而，一路走来，我倾听过无数种水
花的歌唱，却从未领略到大海的
咏叹。

自小生长在江海平原，低眉
就是小河，抬眼可见长江；近只在
咫尺，远不过百步，入耳便是潺潺
的水声。再干旱的年头，也有浓
浓淡淡的水气，在大地与蓝天之
间细细吟唱。

听不到大海的涛声，并不是
由于失聪，也不是缘于自闭，更不
是欺人的妄言。但我，确实迷失
在满眼的苍茫里。我熟视过平原
上芦苇丛生的河流，邂逅过山林
中清浅蜿蜒的溪泉，也惊叹过天
地间烟波浩淼的江湖，能够分辨
出江潮汹涌、湖水荡漾或清泉飞
溅的强弱与清浊，却总是听不清，
甚至听不到海的心跳。

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时间与空
间里，我常常听不到声音，有时甚
至连影像都会失去色彩，只有漫
漫的柔光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翻
转与湮没。仿佛旧年的记忆叠影
在现实之上，一层层地覆盖，让人
渐渐进入或浅或深的睡眠。

人生一万四千多天过去，我
与大海相伴的日子不过数十日。
照理说，难得一见，更应震撼于海

潮惊涛震天的风雷之声、畅享于
海浪此起彼伏的悠远之韵、沉浸
于海波银花玉屑的静谧之息。可
无论是在青岛的黄金沙滩，还是
在南通的新鲜滩涂，抑或在台湾
的太平洋畔，置身于澎湖的湛蓝
海水间，我似乎从未听到过那涛
声、潮声、水声。

小时候，除了在课本、画报与
电视里，我从没见过大海。但那
时，“大海”却是我最谙熟的词语、
最远大的梦想、最陌生的场景。

从童年到18岁，大海好像从
来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黄
鱼、文蛤等海鲜，倒是经常活泼泼
地出场，可我一点都不曾想起，这
是大海的馈赠。

18岁，我和同学骑自行车去
看海，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这“诗与
远方”的存在。然而，无数次魂牵
梦绕的大海，莽苍苍一片，并没有
什么豪迈可言。也许，黄海滩涂
的绵延，让再宏阔的潮头，都不过
是托起远远的帆影，唱不响激越
的情怀。

但这时，“海”开始成为我生
命中重要的关键词。一首首诗词
中的“海”，并不是突然出现，有的
早就读过，终是他者，如风过耳，
这时却仿佛一下子就“立”了起
来，无数磅礴或幽深的主题与意
象，林立在我的语词路途上。“君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的雄浑，“东临碣石，以观
沧海”的高古，“忽闻海上有仙山，
山在虚无缥渺间”的飘逸，“春江
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
流动，“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的旷达⋯⋯我像在观看一部连续
不断的默片，相遇一位位挥洒海
潮、弹拨涛声的古人，遥望他们的
背影，想象他们与大海的交相唱
和。遗憾的是，我只听到诗人的
高蹈与长啸、浅唱与低吟，却没有
与闻大海的声音。

那时候，对我来说，最切近的
海，还不是来自诗词，而是源于童
话，源于一条人鱼的灵魂与生
命。海王的小女儿为了追求一个
人的高洁的不死的灵魂，放弃了
海底自由自在的生活和能活300
年的生命，把美妙的歌喉交给了
恶毒的巫婆，忍住巨痛把鱼尾变
成了人腿，最终，却在热爱、拯救、
等待、奉献与牺牲中，心甘情愿地
化作了水滴。至今，我还记得其
中的句子，“在歌唱中她觉得痛苦
不再显得那么强烈，在歌唱中有
一种美好的东西在生长。”“这是
他从未听到过的最美歌声，它柔
和、微渺又深远，它似是穿过了漫
漫长路向他靠近，这歌声唤起了
他内心的某种激情，又使他感觉
到生命的宁静与芬馨。”但与这宁
馨相伴的，是船发出的“碎裂的声
音”，是纯美的生命“化为水滴”，

“无知无觉”。正如安徒生所写的
那样，我不能知道哪一滴水是小
人鱼，不能知道每一滴水的故事，
不能知道那里的悲和伤。

这是我青春的忧伤，隔着
一 片海，与现实世界遥遥相
望。但很快，这忧伤就在灿烂的
阳光下消散了。海子的诗《面
朝大海 春暖花开》 朴素而快
乐，让人如沐春风，从心底生发
出温暖的光芒。尤其在实习的时
候读这首诗，真的觉得教育就是
一首现实的诗，自己就是一个行
动的诗人。

多少年后，我成为一名校长，

兴建一所新学校，甚至忍不住仿
作了这首诗：“从今天起，做一个
幸福的人/筹划，装修，瞻望梦想/
从今天起，关心孩子和未来/我有
一所学校，面朝孩子，春暖花开。”

我看见那些活泼泼的孩子，
就像看见飞溅的浪花，听见飞扬
的歌唱。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水滴，
在海边，我看向无垠的涌浪，寻找
一滴滴水、一道道光。

我听到内心的声音，为静默的
大海展开了蹩脚而自由的歌唱。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城
中小学三里墩校区）

水滴的歌唱
宋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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