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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吃过早餐后，77 岁的张发结已
经习惯从家散步去“上班”。在三亚边海路上一
个名叫“疍家人文化陈列馆”的地方，开始他一
天的工作，主要内容是向中外游客讲解疍家文
化。

相隔七十多公里外的海南陵水县新村镇海
燕村委会，74 岁的郭世荣在自家二楼，一间不
到 15 平方米的房间内，召集了 8 位疍家妇女，
排练起了疍家人的歌曲——— 咸水歌，引来了村
里不少人驻足观看。

作为疍家人后代，张发结和郭世荣都在尽
力让更多人了解他们和祖辈的生活方式。这是
一个以海而生、以船为家，漂泊于海上，从不登
上陆地的特殊族群，分布在我国广东、广西、福
建、海南等沿海地区，他们也被称之为“海上吉
普赛人”。

人不离船 逐船而居

进入 11 月，北方寒意已浓，海南陵水县则
艳阳高照，新村港上 600 多个疍家渔排星罗棋
布，一间间红顶小木屋散落在渔排上鳞次栉比。
远远望去，如同一座壮丽的水城。人们在小木屋
里吃喝拉撒，在渔船上养家糊口，有的渔排住户
还养了狗。

郭世荣的家族在这里谋生已有 5 代之久。
他整个童年时光都是在船上度过，直到 15 岁那
年，他家才在港边的沙滩上建起了高脚屋。在他
的回忆中，儿时的住家船只是简单用木板钉成
的。有的经过风吹浪打和锈蚀，已经破败不堪。
除了是在水上，内部布置与陆上房屋并无二致，
都有厨房、客厅、卧室和卫生间。

如今，渔排上一些人家仍延续了这一居住
习惯。作为疍家后代，新村镇海燕村委会主任杨
明坤家就安在渔排上，一间不足 10 平方米的小
木屋内，厨具、风扇等家具家电应有尽有。小木
屋一侧，被子衣服还有渔具堆得满满当当。

“孩子们已经住进了楼房，我偶尔过来住
住。”今年 57 岁的杨明坤大部分时间在村委会
的办公室度过，但他仍怀念童年时光。出生在大
海上的杨明坤说，老辈的疍家人吃住都在船上，
常年过着漂泊的生活，饮食起居都在这片海域
解决，人不离船、船不离海是疍家人生活状态的
真实写照。

杨明坤告诉记者，满 3 岁后，长辈就要教孩
子们游泳。为防止孩子跌落水中，在学会游泳之
前，每一个孩子身上都一直绑着绳子，绳子的另
一头要么在船上系着，要么就紧捏在长辈的手
里。

到了上学的年纪，船上的孩子们也都上岸
去上学。每天早晨，几家的孩子聚在一条船上，
由长辈摇橹送到岸上。放学后又由小船接回住
在船上。

同样，出生在渔船上的郭世荣儿时的回忆
更为深刻，家中共有 11个兄妹，一家 13 口人挤
在一条 20 多米长的木船上，生活非常不便。

狭小的空间并未影响郭世荣的成长。父母
做了一个小木人形状的玩具绑在郭世荣的身
上。“小木人染上红色，万一孩子意外落水，父母
能第一时间看到。”郭世荣回忆，“我们小时候都
不穿鞋袜，光着脚踏波涉水。”

以海为生 以鱼为食

疍家人的起源学术界并无统一说法，分散
记载于各类著作中。海南疍家人自秦汉时代从
东南沿海迁徙而来，聚居在渔业资源丰富的海
湾滩涂。海口港、铺前港、昌化港、三亚港等港
口，都曾生活着疍家人。目前，海南的疍家人仍
超过 1 . 2万。
十几岁就跟随祖父和父亲出海打鱼的张发

结对儿时的记忆尤为深刻，如何看天气行船，如
何撒网捕鱼，从小受到父辈们耳濡目染，等到他
们十七八岁就可以独立行船捕鱼了。

那个时候，疍家人还没有大船，驾驶着小船
航行在大海上，凭勇气和运气。

椰林映影下，疍家人的精壮汉子结伴而行，
组成船队，在朝霞映红海面时，扬起风帆，准备
又一次出海捕捞。

这是张发结脑海里经常浮现的画面。就是
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造就了疍家人吃苦耐劳，
不怕风吹雨打的顽强性格，练就了疍家男人劈
波斩浪的本领。

在大海上漂泊了大半辈子的张发结一直觉
得命好，自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张发结说，
疍家人最怕遇到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以前航
行技术落后，绝大多数疍家人只能凭借世代传下
来的潜捕技巧和航行路线图在海上谋生。

张发结回忆，30 多岁时和父亲驾驶小木船
从榆林港附近出海捕鱼，从上午到下午，打了近
400斤鱼，就在收网之际，天气突变，他和父亲
驾驶的小船几乎被风浪打翻，身上被吹得几近
赤裸。靠着顽强的意志力，父子俩在大海上坚持
到了次日，才被同伴发现获救。

类似的经历在海南疍家人的记忆中并不少
见，大海演绎着疍家人与风浪搏斗的故事，大海
也滋养着疍家人茁壮成长。

一灶、一壶开水，再将刚捞上岸的海鱼、海
虾洗净放入水中，加些盐、姜，辅以蒜、酱油，这
就是疍家人的一日三餐。

歌中作乐 婚礼“哭嫁”

辛勤劳作的疍家人，还有引以为傲的咸水
歌，也被称之为疍家人的《诗经》。

“我们那个年代，疍家人一定会唱咸水歌，
不会唱的肯定是‘哑巴’。”张发结说。

“南海碧波滔滔，鱼香飘过五洲，潮涨潮落，
几度秋，淘尽渔家几多愁……”“祖宗漂流到海
南，各种条件都困难，茅草盖顶住水棚，旧时人
叫疍家人……”每当夜色朦胧，华灯初上，在海
风吹拂下，新村镇海燕村委会靠近码头方向，总
能听到疍家人引吭高歌，歌声中有幽怨，也有喜
乐，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郭世荣带着 8 位妇女正在排练着祖辈们流
传下来的咸水歌，准备参加新村镇举办的咸水
歌大赛。

《水仙花》《渔家哥妹织网又唱歌》等咸水
歌，堪称咸水歌的经典，在年长的疍家人中几乎
家喻户晓。“祖辈们没有什么文化，一边打鱼，一
边创作咸水歌，这些流传下来的咸水歌，有些写
得太美妙了，让人回味无穷。”郭世荣对祖辈们
的生活智慧，发出啧啧称叹。

从 1995 年开始跟踪拍摄海南疍家人的摄
影师杨威胜在其纪实相册《海南疍家人》中写
道：疍家人以从事捕捞业和水上运输业为主，不
仅与风浪相搏，为生计操劳，还曾忍受歧视和压
迫，以求生存。疍家人通过歌声来宣泄，用以调
剂生活，见人唱人，见物咏物，托物寄志，这是咸
水歌产生并得以传唱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由于没有田地，以水为生，疍家还形成了一
些有别于陆上社会的习俗，在旧时也因此受到
陆居族群的排斥与歧视，由此也造就了疍家人
在族群内部相互通婚的传统。

张发结、郭世荣老人便是如此，他们的妻子
也都是疍家人。而他们的婚礼也在船上举行，男
方用小艇将女方接到男方船上，以大罗伞遮阴。

新娘出嫁前则有“哭嫁”习俗。新娘先“以唱
代哭”向亲朋好友回忆身世经历表达感恩之情，
动情之处便情不自禁哭出声来。出于对家人的
眷恋和不舍，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担心，新娘会在
“哭嫁”中告诉自己的弟妹要好好照顾父母长
辈。女方的婶婶或嫂子也在哭声中回劝新娘不
要惦念娘家，嫁过去后要好好侍奉公婆和丈夫，
过好自己的日子。

次日，新娘上船后，新人便开始拜祭祖宗和
海神，以及一一跪拜家中的长辈，亲手为长辈们
献上茶水。这期间，咸水歌是少不了的。

除了婚礼祭司外，在每年休渔期结束后，疍

家人要集体举行隆重的祭海仪式，而端午节则
是疍家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古疍家人相信龙王
会在这一天显圣。在祭海仪式上，有个核心人物
叫“请公婆”(妈祖)，这是疍家人对“附灵人”的
称呼，以此祈求出海平安。

郭世荣老人介绍，渔民以船为家，每次出海，
要择好吉日，膜拜“公婆”(妈祖)。吃鱼的时候，第
一筷不能先动鱼头，因为鱼头被视为龙头、船头，
先吃鱼头就会把船毁了。吃完一条鱼的一侧后不
能把另一侧翻过来吃，否则就会翻船。

离海上岸 两栖生活

随着时代发展，独具特色的疍家文化，逐渐
被现代文明同化或逐渐消失。今年 86 岁的海南
大学教授、《海南通史》作者周伟民说，疍家人受
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专
门为疍家人建立了学校，疍家人的后代也陆续
开始上岸接受教育。另一方面，疍家人捕捞水产
已不能满足自身需求，开始到沿海港湾进行贩
卖交易，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一个显著变化体现在疍家人的居所。从早
年间以舟楫为家到沿海搭建的高脚楼，再到如
今的两层砖瓦结构小洋楼。

如今，三亚从一个小渔码头跃升为著名的
国际化旅游城市，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耕海牧渔的疍家人也来到岸上谋生。

在海上漂泊了大半辈子的张发结，在晃晃
悠悠的渔船上总能很快进入梦乡，就连来往大
船发出的轰鸣声也成为睡梦的摇篮曲。

登陆后，张发结反而不习惯“脚踏实地”的
生活。2010 年，当地政府为疍家人安排了保障
房，他住进去第一个晚上就失眠了。连续数月，
张发结都是往返木船和岸上，过着“两栖”生活，
后来才慢慢习惯陆上生活。

现在，在三亚市南边海渔村，已经难觅小船
的身影。几艘零散的小船孤零零地停靠在岸边，
船主通常是年龄较大的长辈，照顾着孙辈，而孩
子的父母则选择去工厂或商场打工。“他们觉得
打鱼辛苦又没前途，宁愿去酒店做服务员。”张
发结感慨着说，“你这一路走来，看到有几个 90
后在这里打鱼？”

越来越多的疍家人离开水面，成了新一代的
“陆上疍家人”。陵水县新村镇的 8000 多疍家人，
大多数已在岸上盖楼。他们已经完全改变了往日
以出海打鱼为生的习俗，除了造大船捕捞、网箱
养殖、海产品运销外，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年轻疍家人开始创业或进企业工作。

“现在很少有人会唱咸水歌了。”郭世荣无
奈地说。虽然咸水歌成功申报海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但文化传承并不乐观。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族群，2015 年，三
亚市天涯区出资 200 多万元修建了 500 多平方
米的“三亚市疍家人文化陈列馆”，疍家人的生
活习俗、打鱼技艺、造船技术，在这里都有介绍。

张发结老人仍然坚持每天步行到陈列馆
“上班”，在向中外游客讲解时，他时常会说，“你
们脚下的陈列馆就是以前我们疍家人出海打鱼
的地方。”

下班后，张发结步行回家，穿越南边海路，
老人的背影渐行渐远，在高楼大厦的映衬下，老
人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远
方。

最后的“海上吉普赛人”

王王宁宁

在 11 月 26日举办的佳士得香港 2018 年
秋季拍卖会上，传为苏东坡画作的《木石图》，以
4 . 636亿港币的价格成交，创下了中国艺术品
拍卖的最高纪录。由此可见，苏东坡在我国文化
历史上的地位无以比拟。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唯有苏东坡，
人们毫无异议地给了他“千古第一文人”的美
誉。林语堂说：苏东坡这样的人物，人间不可无
一，难能有二。

也许，人们喜爱苏东坡，不仅是因为他的诗
词文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更多的还是敬
佩他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淡泊名
利、不忮不求的文人气节，还有他悲天悯人、济
世救民的仁爱之心。

仁宗嘉祐二年(1057 年)，年仅 22 岁的苏
东坡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进士。其实本为第一，
主考官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
为了避嫌，改为第二。苏东坡一鸣惊人，从此名
扬天下。

才华熠熠、年少得志的苏东坡，本该有个大
好前程，但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受到诬告与排
挤。他心灰意冷，上疏请求离京任职，随后被外
放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开始了颠沛流
离、四处漂泊的一生。

元丰二年(1079 年)七月，已经 43 岁的苏
东坡又因“谤讪朝政”入狱，两次直面死亡。出狱
后，又接连贬至黄州、常州、登州等地。

6 年后的元丰八年(1085 年)，年仅 10 岁
的哲宗即位，由一向欣赏苏东坡才华的高太后
代理国事。苏东坡重获重用，先后任杭州太守、
扬州太守、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端明
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等职。在任翰林侍
读学士知制诰期间，为皇帝拟写八百道圣旨，达
到了仕途的顶峰。

然而，世事无常，风云突变，元祐八年(1093
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一直对高太后垂帘
听政深恶痛绝，刚一亲政，便立刻驱赶旧臣。苏
东坡首当其冲，很快被罢黜高官、攫去厚禄，连

降四次，贬谪惠州(今广东惠阳东)，官级由三品
降至六品下。

年近花甲的苏东坡，跋山涉水，走湖口、达
九江、过庐山、经南康、赴都昌，翻越巍峨险峻的
大庾岭，再过英州、到广州，最后抵达惠州，行程
1500 里，历时半年之久，从中国北部来到南部。
仕途的大起大落，人生的大风大浪，苏东坡

经历太多。面对像坐过山车一样的人生，他渐渐
恬然淡定，甘之若素。

虽然远离宋都，隔绝了与朝廷的政治联系，
但苏东坡仍然关心民瘼。即使没有签书公事的
权力，但对待民众疾苦，他不会坐视不管。

在市集上，他看到一件非常痛心的事：农夫
拉着满车的谷子向官家缴纳捐税，官家却因为
谷子丰收、谷价下跌改收现款。农夫不得不低价
卖掉谷子，换取现金，而官家却要按高粮价计算
税金。这样一里一外，本是一斗的粮税，却需要
用两斗谷子缴纳。农民，歉收是苦，丰收也是苦。

了解到这种情况，苏东坡立刻给一位做广
州提刑的亲戚写信，建议当地官府按照市场价
向农民征税，言辞峻切、雄辩滔滔，就像之前上
奏表章那样。不久，他听说有三位地方官员向朝
廷联合呈请此事，十分欣慰。

在惠州，他还做了件让当地人民敬仰的事。
惠州贫瘠落后，无医无药，再加上暑热难当，瘴
毒流行，死在路上的人难以计数。苏东坡在野外
看到许多枯骨，一任风吹雨淋，无人掩埋，不禁
恻然。他找知州商量，筹款建造公墓，并带头捐
钱。安葬好枯骨，他又写祭文，告慰那些无名死
者。他为有些骸骨残缺不全、必须合葬而愧疚，
希望那些阴魂能够和睦相处，就像一个大家庭。
他还在城西修了放生池，为那些无名亡灵祈福
超生。直到清末，当地还保留着放生的习俗。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当
苏东坡打算终老惠州时，绍圣四年(1097 年)四
月，又被贬至海南儋州。

苏东坡吟诗作赋，批评臧否，是顺乎天性的
自然流露、发乎内心的真实表达，完全没有功利
目的，也很少考虑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这次被
贬，起因还是诗词文章。

这年二月，苏东坡倾其所有，新建了一处住
宅。乔迁之喜，他写了一首题为《纵笔》的七言绝
句，以抒发喜悦的心情：“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
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苏东坡身体不好，睡眠不足。五更十分，他
被附近道观里的钟声惊醒。家人说：值夜的道人
知道苏先生春睡正美，不忍心打扰，五更例行敲
钟的时候，手底下特意轻慢了些。

就是这么一首诗，辗转传到了宋都汴梁，被
苏东坡昔日的朋友、同事，如今的政敌、宰相章
惇看到了。他很是气恼，本以为苏东坡到了蛮荒
之地，日子应该过得非常凄惨，没想到还是这么
从容悠闲。好吧，再把你贬到绝命之地，看你还
嘚瑟不嘚瑟。

一叶孤舟，又把 62 岁的苏东坡送到了山险
水恶的海角天涯。

那时的海南岛，还在中国文化藩篱之外，被
称为“中国之外”。到了海南，便意味着几乎没有
生还的可能。苏东坡也做好了“生还无期”的心
理准备。出发之前，他与长子苏迈交代了后事，
说死后就葬身海外，不必扶柩内迁。到海南后，
他第一件事就是预备下棺材、修好坟墓。

苏东坡心中悲怆凄然。环顾四周，看着无边
无际的茫茫大海，悲叹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
个岛呢？

命运一次次将他抛向深渊，他又一次次顽
强地昂起头。

战国齐人邹衍说：“中国之外尚有九州；九
州之外有大瀛海。”庄子说：“计中国之在海内，
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苏东坡如是说，天与地
都在盈盈大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
中。那么，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有谁生下来不是
在岛上？贬与不贬又有何不同？他顿时超然物
外，升华的灵魂翱翔到一个没有蝇营狗苟、朋党
争斗的自由天地！

他还讲过一个故事：把一盆水倒在地上，一
片草叶浮起，上面的蚂蚁非常惊慌，茫茫然不知
道要漂到哪里去。不一会儿，水干了，蚂蚁从草
叶上爬下来，径直走了。见到同类，蚂蚁哭着说：
“我本以为见不到你们了，谁知很快就出现了四

通八达的大道。”
这个故事看似是个笑话，但它告诉人们，绝

望只是暂时的，希望，才是永恒的。
苏东坡的心结全然打开。他面朝大海，仰望

苍穹，畅然大笑。
苦难，永远无法摧垮一个高贵的灵魂。
苦难，对智者来说，不过是人生百态中的一

种体验。
初到海南，苏东坡“食无肉、病无药、居无

室、出无车、冬无炭、夏无寒泉”，更别说书籍和
笔墨纸砚，再加上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生活十
分艰难，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注民生。

当时人们还是饮用咸滩中的积水，既苦涩
不堪，又不卫生，很多人常年患病。苏东坡亲自
带领乡民挖井，取用地下水。饮水洁净了，患病
的人也逐渐减少。他的挖井方法在当地广泛使
用，人们亲切地称为“东坡井”。

苏东坡是海南文化的拓荒者、播种人。当时
的海南岛，教化未开、文明迟滞、生产落后。苏东
坡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风俗，变化人心。他开设
学堂，亲自编写教材，讲读四书五经，传授中原
文化，不仅受到海南百姓的敬仰和爱戴，就是那
些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学子，也冒着惊涛骇浪
前去求学。

苏东坡渐渐把海南当作自己的故乡，乐不
思蜀。他在诗中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
州。”

苏东坡并不追逐政治，但政治却在一直追
逐着他。元符三年(1100 年)正月，哲宗去世，其
弟徽宗继位，被贬的元祐诸臣开始内迁，苏东坡
也是其中之一。但一年多的舟车劳顿、跋涉颠
簸，年迈体弱的苏东坡行至常州，身染重病，于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七月病逝，走完了
他 66 年的坎坷旅途。

苏东坡的经历，令人唏嘘嗟叹。
虽饱受人生之苦，却始终坚守本心，纯真温

和、豁达乐观，不抱怨、不颓废、不刻薄。这或许
就是他的最大魅力。

面对苏东坡，我无法言语，但神清气爽，犹
如重生！

天价苏轼画 ，无价苏东坡

海南
陵水县新村
港上 600 多
家疍家渔排
星罗棋布 ，
船不离水 ，
人不离船是
疍家人的真
实写照 .

摄影
本报记者
李金红

王军

在乡村，打水漂是小伙伴们最常见的一种玩耍
的比拼游戏，也是童年的一件乐趣。

那时，在湾里池塘边，年岁大的或是年长的叔叔
们见孩子们有吵有闹地玩着，他们也参与进来，伸手
向孩子们要几块拾来的瓦片，““嗖”的一声向池塘的
水面上“漂”去，那漂匀称而娴熟、清脆而洒落，在池
塘的水面上，一串串地直奔对面的塘边。孩子们见了
拍手叫好，我心里也暗自称绝。心想，什么时候能有
这样的水准，敢在小伙伴们面前露上一手，叫他们佩
服多好。

记得在没上学之前，初到池塘边玩水漂时，只有
一个，很少超过两个水漂的。

那时，根本不知道打水漂怎么个玩法，也没人教
我。时常学大点儿孩子的模样，拾起石头就往池塘里
扔。这种打水漂，懂事后，觉得滑稽可笑，也觉得做好
一件事的不易。

一次，母亲见了，在责备我不要把石头扔进池塘
的同时，也传授我打水漂的方法。

母亲说：“傻孩子，哪有用石头打水漂的。石头
沉，圆不格棱的，扔到水里哪能漂起来。”母亲不识
字，也是从长辈那里悟出的道理。那天，母亲教我用
破残的瓦片或是薄石片玩水漂，还给我比划了样子
和姿势。

玩水漂是个细活，也是个熟练功夫，在中学时才
知它有其中的奥妙。沉的石头在水面上是打不了水
漂的，水漂打得好还是要靠农村盖房子用的瓦片。记
忆中，用瓦片玩水漂一般都是四五个，有时也能打上
八九个水漂。

慢慢地，我与小伙伴们跑到房前屋后，拣些破残
的瓦片来到池塘边，看谁打水漂多，漂飞起得更远。

每玩一次，见小一点儿的弟妹们不会打，心里开始嘲
笑他们，他们哄着吵着要我们教他。于是，我们也便
学会了“偷懒”，让他们到屋后的乱石堆里帮我们去
找瓦片，来供我们玩耍，我们高兴时，就拿一块瓦片
教他们，弟妹们心里当然乐意，也从中学会了打一两
个漂漂。有时，见掉了牙的弟妹笑得合不拢嘴，那高
兴的劲儿、那兴奋的表情、那咯咯的笑声，是那么的
酣畅，那么的释怀，那么的开心。

那段时间，玩得有点儿野，忘了抱柴烧火做饭，
忘了与弟妹去水井里抬水把家里的水缸灌满。那时，
湾里屋后破残的瓦片基本找不到了，不知是谁出了
个馊主意，到房屋的边檐上抽出整块瓦打碎，来打水
漂玩。

往后，在大人们去田地里干活时，没有瓦片在池
塘里打水漂，我们就让不大点儿的孩子搭个人字梯
偷偷地上房揭瓦，不管是自家的，还是邻居叔叔的，
湾里的人家屋檐上的瓦片，我们基本上揭个遍，那个
乐趣，真如神话里的世界，逍遥自在。

记得有一天，下起了大雨，父亲见雨水从屋后的
墙壁上往下流，嘴中不停地念叨着，“好好的房屋，后
檐怎么漏起了雨呢？”母亲私下把我叫到一旁，问是不
是我干的，我见母亲认真的样子，吓得不敢说话。不一
会儿，隔壁的二爷也找到家里，说我带一帮小孩子揭
的瓦，他家屋后的墙壁漏得不成样子。父亲知道事情
的原委后，对我一顿狠打。那天，父亲打我时，我没流
一滴眼泪，觉得是自己闯的祸，应该长点记性。

上学后，我懂事了，也知道打水漂的原理。原来
打水漂是有技巧的，身体弯曲要有倾斜度，用臂膀的
力量甩出去，瓦片或薄石片擦水面的漂才多，这个惯
力的物理作用，是我上中学后才知道的。据书里记
载，二战期间和今天的航天事业，有人还把它应用到
科学技术上。

长大后，每次遇上河面或池塘，打起水漂，总是
要比同行的人多出几个，也总是那么得心应手，有时
心里像得了冠军似的，老人见了点头称赞，同伴见了
拍手叫好。

打水漂

张修智

阿迪姆·里佩尔是距离首都萨拉热窝 96 公里处
的一所村庄的村民，今年 87 岁了，戴着一顶黑色无
檐帽，两道雪白的眉毛，西服便装，笑容灿烂。

最近，关于他的一段 10 分钟的视频在波黑一家
媒体上播出，让他成了明星。

阿迪姆放了一辈子的牛羊，自小就喜欢唱歌。如
今他每天坚持唱歌、骑车两小时，外加同样两小时的
散步，让他看起来精神健朗，谈吐流畅，不见老态。

阿迪姆唱的是一种叫“西弗达林卡”的波斯尼亚
古老抒情浪漫歌曲，歌声充满波斯尼亚式的忧郁，内
容以歌颂炽烈的爱情与痛苦的精神探索为主。

波斯尼亚有句古老的谚语说：一个人唱歌时，就
不会想着对别人做坏事。唱歌是融入阿迪姆血液中
的爱好，成了他的生存方式。放牧牛羊，参加婚礼，外
出旅游时，阿迪姆都要放歌。

为了避免这些歌曲湮灭不传，83 岁时，在儿子
与朋友的帮助下，阿迪姆刻录了一张 CD ，把自己唱
的歌曲全部记录下来。

没有录音室等设备，也没有任何配乐，CD 中阿
迪姆唱歌的场景，多在他煮咖啡时的灶台前，有的是
在全家人吃饭时的饭桌旁。阿迪姆的嗓音并不洪亮，
但悠扬高亢，略带嘶哑，有一种原生态的美感。

阿迪姆骑的自行车，是几年前他参加新特里尼
克(Travnik)市的自行车赛时得的奖品。当时参赛的
有 150 人。阿迪姆对自行车做了改装，新装了按铃、
走夜路用的灯。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村里漫游，速度
与年轻人没有分别。

阿迪姆的故事感染了许多都市人。《萨拉热窝时
报》主编吉娜·叶塞尔尤特对记者说，她太喜欢阿迪
姆的故事了。“它洋溢着生命的美好与温暖。”

波黑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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