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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华雪糕 黄蟮焖猪肉
成了赤坎人

“我要红色的！”
“我要红色的！”
两个个子差不多，长相相似的细佬哥在餐桌旁争吵得

不可开交。他们一个约六岁，一个约五岁，都头戴水兵帽，
身穿蓝白相间的海魂衫和蓝色吊带短裤，脚穿白袜小皮鞋，
旁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对亲兄弟。餐桌上有红、黄、青、白
四碟雪糕，可是他俩谁都争着要红色的那一碟。那时的雪
糕是放在碟子里盛着，让人用小勺子勾着吃，而不像如今这
样盛在脆皮筒里，让人拿着吃。

“大B，不要争，让细佬！”
“二B，不要争，让大佬！”
同桌的一对成年男女赶快出声制止，旁人一看也就知

道，这是这两个细佬哥的阿爸阿妈。那男的梳着分头，戴着
眼镜，穿灰色中山装；那女的梳着两条用青绸带扎着的大辫
子，穿着白短衣黑长裙，抱着一个大约两岁，头扎着两只牛
角辫子的白胖女孩。那女孩的嘴一边吹着口水泡，一边断
断续续地说：

“大B哥，不要争。二B哥，不要争。”
旁边有人停下手上的动作和嘴里的动作，满有兴趣地

看着这对高州口音的细佬哥的争食表演。
亲爱的读者，这是1954年初秋的一个晚上，发生在赤

坎街南华大酒店饮冰室里的小小一幕。赤坎是广东省湛江
市的一个区，赤坎人习惯将赤坎叫做赤坎街。

大B二B的“B”是从英文字母那里借来的。最初广东人
把吹哨子叫做吹BB，后来BB便成了细佬哥的昵称。各位想
一下，细佬哥吹着口水泡学讲话时，毕毕叭叭的不像是在吹
BB么？以前小名叫作B仔或B女的细佬哥多着呢。顺便说
一下，广东人是把小男孩叫做细佬哥的。细佬哥也可以泛指
小孩子。

好吧，言归正传。
大B二B先礼后兵，他们用嘴讲不来就动手抢，够丢人

的。当阿爸的赶紧采取措施，用手在两人的屁股上各拍打
一下。

“哎唷！”
“哎唷！”
争执马上停止了，两人同时伸手到后面去摸屁股。这

一招为什么这么灵，原来两兄弟的屁股上都有一道“黄蟮焖
猪肉”。“黄蟮焖猪肉”本是一道家常菜的名称，这里是指鞭
子抽在白生生的屁股上。各位，那鞭痕不正如黄蟮么？那
时调皮捣蛋的细佬哥没几个没吃过阿爸的这道菜的。

大B二B的“黄蟮焖猪肉”是昨晚吃到的，说起来笑死
人。

晚饭后，金老师（就是大B二B的阿爸）在厨房里用菜
刀截一条竹枝来做教鞭，准备开学上课时用。大B二B在
水缸边的大木盘玩水冲凉（广东人把洗澡叫做冲凉）。两兄
弟洗着洗着忽然就拿各自的生殖器争吵起来……

金老师的气不打一处出，过来用那竹鞭给他俩的屁股
各来一下子。这样，那竹鞭还未来得及在黑板上显身手，便
在大B二B的屁股上派上用场。按理说像金老师这样识字
识墨的文化人，不该打仔才是，可是凡事总有个原因的。

怎样巧妙地向细佬哥讲解有关生殖知识，那时的大人
大多是不懂的，凡是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不是避而不谈就
是随口胡说。譬如有细佬哥问阿妈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得
到的回答不是捡来的就是由小猴子变的。

金老师当细佬哥时父母没在这方面给过他开导，他在
浙江大学求学时，教授也没给他传授过这方面的知识，所以
他只能像一般人那样告诫儿子，用鞭子教训一下，好让他俩
有个记性。

金老师这几天特别忙，可是这对宝贝儿子偏偏在他回
家时调皮捣蛋，搞得他头昏脑胀的。

譬如昨天吃晚饭时，因阿妈切鸡的刀法不准，两个鸡腿
一大一小，两兄弟便争着拿那个大的。金老师只好停下筷
子，把已经讲过多次的孔融让梨的故事再讲一遍。好了，这
下他们又争着拿那个小的。其实他俩并不在乎鸡腿的大
小，只是觉得争吵着好玩而已。

又如在新家安置下来的那个晚上，两兄弟又为谁靠外
睡谁靠里睡争吵起来。他俩曾听人说过：三个人一起走山
路，老虎咬走在中间的那个，因为走在中间的是胆小鬼，老
虎专吃胆子小的；两个细佬哥在床上睡觉，贼佬进屋偷靠里
睡的那个，因为靠里睡的胆子小，贼佬专偷胆子小的。他俩
谁也不愿被贼佬偷走，更不愿别人说自己是胆小鬼，便在床

上推来推去。正在隔壁房间写文章的金老师只好过来调
解，好不容易才忍着没给他俩的屁股各来一下子。

谁家有这样的两个细佬哥，谁就会头痛。金老师已经
积聚了很多火药，这次咸瓜巴事件正好撞到枪口上，不给他
俩各来一下子才怪呢。

金老师打过儿子之后，后悔了好一阵子。睡觉前他来
到儿子的床边坐下，分别摸摸他俩的屁股，问还痛不痛，并
说以后只要听话不调皮，就给每人买一支玩具枪。

两兄弟欢喜得马上忘了对阿爸的仇恨，在床上讨论他
们将要得到怎样的枪。接着他们的阿妈也过来了，她给这
两个小家伙的屁股涂红药水之后，摇起扇就唱起来：

“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
大B二B在温柔的歌声里渐渐睡着了。
今晚金老师带大B二B来吃雪糕是作为对打屁股的补偿

的。现在让我们回到南华大酒店饮冰室里的那张餐桌来吧。
“你们看一团饭多乖，不像你们只会争吵。”尤老师（就

是大B二B的阿妈）对大B二B说。一团饭是大B二B妹妹
的乳名，这个乳名起得可笑又可爱，跟这小女孩白白胖胖的
长相十分贴切。

一个戴白帽穿白衣的阿姨拿来一碟红色雪糕，把一碟白
色雪糕撤走。于是，大B二B便忘了屁股上的痛，各自把一碟
红色雪糕拉近自己，用小勺子勾着一点一点地吃了起来。

雪糕又香又甜，是细佬哥的至爱，如今的细佬哥跟父母
上街，没有不吵着要吃雪糕的。可是在大B二B当细佬哥
的那个年代，雪糕在赤坎街可算是高级食品，只有在南华那
样的大酒店里才能吃得到。他俩这是第一次吃雪糕，美得
差点儿连舌头也吞下肚子里。

桌上无战事，金老师也品尝起雪糕来，忽然听到有人叫
自己，一看，原来是在高州教书时的熟人欧老师。欧老师过
来跟金老师尤老师客套之后，便伸手分别摸摸大B二B的头，
说大B二B都长这么高了，以前在高州见到他们时还要阿妈
喂饭呢。大B二B听到有人夸奖，欢喜得不得了，为了显示已
经不要人喂，就把嘴伸近碟子大口大口地吃，两人的嘴巴都
沾上了雪糕。

欧老师在前两年已经调到湛江市工作了，现在是市二
小的副校长，他请金老师和尤老师在有空时到他家去作客。

大B二 B吃完雪糕想舔碟子，被金老师用眼光制止
了。这两个小家伙不能舔碟子，就舔自己的嘴巴。大B一
边舔一边说等将来他长大有了钱，就每天来吃两碟雪糕。
二B也一边舔一边说等将来他长大有了钱，就每天来吃三
碟雪糕。大B马上改口说每天吃四碟，二B又改口说每天
吃五碟。

南华大酒店是当时粤西最堂皇的酒店，在这地方这样
丢人还得了，金老师赶紧把他俩带出去，免得出更多的洋
相。大B二B怏怏地跟父母往外走，还依依不舍地往回望。

2015年1月12日，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许钦松率20余名弟子到湛江与美术家们进
行交流，并到湖光岩写生。

天公虽不作美，冷雨淋漓，但淋漓世界
的湖光岩却以别致的情趣迎接远来的客
人。冷雨，浇不灭艺术家们写生的热情，他
们乘坐着观光车，眼前冷雨潇潇的葱茏世
界，嶙峋的山岩、苍虬的古藤、繁茂的古榕
树、迷漓的湖面，分明就是一曲“云水谣”。
导游的介绍更令人想入非非：这个大约形成
于20万年前的火山湖，是世界上除德国的
Manderscheid之外仅存的玛珥湖，2006年9
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地质公
园……

古榕广场是最佳的观湖点，许钦松和弟

子们下了观光车，各自选择最佳的写生点，有
的依亭而立，有的傍湖而坐，有的直奔寺院而
去。

许钦松选择在湖边写生，头顶大雨伞，身
边围着数名弟子。蘸墨、落笔，廖廖数笔，已
经在纸上勾勒出湖光山色。围观者，认真观
摩者有，用手机现场拍摄者有，都屏息凝视，
生怕错过了哪一笔。

举目回望，岸边的屋檐、走廊、拐角、树林
……都有画家写生的身影。他们画得如此专
注，顾不上雨洒落在身上，雨滴顺着发根掉下
来。一幅完成，再画一幅，这些写生习作会成
为将来的创作素材，在某幅作品中呈现。

一个多小时的写生，看着一幅幅笔墨里
的湖光岩，你会惊讶于艺术家的独特视角，以
及笔墨艺术的神奇和美好！

本报讯（记者刘金凤 通讯员庞洁）
日前，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小组
莅临我市，对我市申报的第二批“广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进行实地
考察和评审，着重指出在保护和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时，要注重“民俗性”、“真
实性”和“完整性”，处理好保护传承和
开发利用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喧宾
夺主。

这次专家评审小组共分四组，深入
东海岛、廉江、麻章、雷州等地考察，采
取“一看二听三座谈”的方式，与各地主

要分管领导、保护单位负责人以及代表
性传承人交流，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方法、传承方式、认识范畴给予指导，
批评指正了当前在非遗传承上的某些
误区，着重强调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
化遗产时，要注重继承传统，而非创新；
要原汁原味地传承古老传统，充分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性”、“真实性”
和“完整性”，处理好保护传承和开发利
用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喧宾夺主。

为推进我省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和传承基地的建设，省文化厅于5月分

别发出《关于申报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的通知》和《关于开展第二批“广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申报与评
定工作的通知》，全省共申报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10个，传承基地131个，经省
非遗专家初评，列入实地考察评审的省
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4个，传承基地
56个，我市申报的7个传承基地入选5
个，包括湛江人龙舞、湛江傩舞、雷剧、
廉江石角傩戏、粤西白戏等，是我市继
广东醒狮、舞鹰雄、吴川飘色等第一批
省级传承基地后的又一次成功申报。

本报讯 2015年 1月 10日《华语童声金曲
榜》在广州举行隆重颁奖仪式。35名获奖小
歌手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名人，大小明
星、亲友团、音乐爱好者近2千人参加了盛大
的颁奖晚会。

《华语童声金曲榜》是从2014年4月开始
接受报名参选，在900多名参选的小歌手中经
过8个月筛选后评选出35名优秀小歌手。而
这35名优秀小歌手又评出十大童声和十大童
声金银铜奖。我市小歌手林锦榆以纯摇滚唱
法，扎实功底演唱由王锦清作词、李健作曲的
《木屐歌——雷州童谣》夺取了2014《华语童
声金曲榜》年度十大童声奖和2014《华语童声
金曲榜》十大金曲奖。

这次小歌手林锦榆能获得2014《华语童
声金榜》十大童声、十大金曲奖，惊动了整个颁

奖会场。著名词曲作家、全国流行音乐学会常
务副会长陈小奇说：“湛江也能培养出那么优
秀的童声，真是可喜可贺，这次虽然是一个童
声获奖，一枝独苗，但日后可能是群声齐放、百
家争鸣。

大会主持人在晚会上说：“彩排时听到林
锦榆演唱这首《木屐歌》时就有一种很特别的
感觉，虽然我不知道这首《木屐歌》是属于哪个
少数民族或是哪个地方特色，可是让人一听就
感觉旋律优美，非常动听，印象很深。”而参加
晚会的选手和嘉宾也纷纷向林锦榆道贺。

经过这次颁奖盛会，进一步推动了湛江的
原创歌曲、原创歌手的发展。同时也肯定了本
土文艺工作者取得的成绩和作出的贡献，可以
说湛江的原创音乐已经冲出全国走向世界。

（文讯）

湖光岩的水墨风景
——许钦松率弟子到湖光岩采风写生侧记

本报记者 刘金凤

我市小歌手林锦榆荣获
《华语童声金曲榜》年度十大童声奖

省非遗评审专家组莅临我市指导

◎本土长篇小说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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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坎那些细佬

哥》是我市作者钟向

安撰写的一部湛江本

土题材的长篇小说，

讲述的是赤坎老城老

街几个细佬哥的成长

故事，年代是上世纪

50到60年代，故事以

赤坎的风土人情、地

方掌故、奇闻趣事作

为背景展开，通过儿

童的所见所闻，再现

上世纪赤坎的社会风

貌，像是一轴长卷风

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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