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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晚上，县城内街的一条小食
巷，山羊粥的香气在游来游去，像迫不
及待要与什么人邂逅相遇。档口文火
中沸腾的汤里，羊肉、羊骨微微颤动，
瞅着就垂涎欲滴。

羊粥香在于羊品好，即材质优。
“徐闻黑山羊”可是上了经典。《古今
法》《说文》云，徐闻黑山羊是晋咸宁二
年（公元276年）从山东烟台地区引
进，经过长期饲养，驯化选育成优良品
种，距今有1700年历史。明清时期，
县城内有条羊行街，每逢墟日待沽的
羊少则几百只，多则近千只。

羊粥的烹煮其实很简单。它是由
羊肉骨煮出的羊汤作为汤底熬成，粥
里没有添加任何香料，只放些少香菜，
入口绵香爽滑，无感觉有膻味。吃羊
粥一般要与羊肉搭配着吃。从羊汤里
捞起的羊肉和羊骨，蘸点芝麻蒜蓉酱
油，喜欢吃辣的加一二粒小辣椒，着实
是美晕人。还有人用吸管往骨头里汲
骨髓，“啾”一声，髓液射入喉咙，那种
快感令人陶醉不巳。

山羊粥于徐闻，不只是寻常百姓
的最爱，曾深得文化名人的钟情和喜
欢。据传宋代大学士，也是美食家苏
东坡流放海南返程在徐闻鹅房村（后
改名放坡村）上岸，等候的村人端来一
碗山羊粥，他一边吃，一边称道味道媲
比海南东山羊。明代著名文学家，戏
曲家汤显祖，被贬徐闻当典史时，下马
问俗亲近百姓中，喜上羊粥、槟榔和寄
生酒，成为当时的佳话。

当然，不只是羊粥，羊肉、羊骨、羊
汤都是香饽饽的。羊肉本是肉中上
品，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高蛋白、低脂
肪，多纤维，易消化。且不列《黄帝内
经》中羊御膳的经典，只摘几句徐闻乡
下人口头禅。“吃了羊肉，通宵不打
烊”，是讲来精神了。倘若有人口生热
疮，不妨喝一碗山羊粥。有人夜间尿
频，筋骨酸软，可用北芪炖羊腩。女人
坐月子，就得吃羊肉，祛风暖身。男人
更需要，“男人吃羊，得意洋洋”。

在我的记忆里，上世纪60年代上
小学那阵，当秋风乍起，父亲便宰一只
小羊羔，切小块热炒后，加猪油、红糖，
文火慢炖好储于一个大瓦罐，入冬后
自然变成“羊糕”。不时夹一块出来拌
着热饭，光那股香味就可送一碗饭下
肚。吃了“羊糕”干起活来也不觉得
累。

黑山羊好吃，奥秘全在于放养。
俗话说“见青就吃”，羊吃的是满山遍
野的青草。徐闻山青泉甘木盛草茂，
灌木丛里，尽是奇花异草，山羊“通吃”
等于吃进了强身健体的药膳。这也如
蜜蜂采百种花酿一品蜜。所以，有人
直言“羊吃百草，能治百病”，还把细细
圆圆的羊屎称为中成药“六味地黄
丸”。这虽有点夸张，正说明食材与药
材同源的原理，只不过是羊吃草，人吃
羊罢了。

山羊每天要走七、八十公里，又顿
顿吃“药膳”，肉质自然富有纤维和低
脂肪。远比圈养的猪、牛、鸡、鸭的肉
受青睐。大妈上市场不就是买“生
猛”，专拣“走地鸡”“深海鱼”“一号土
猪”吗？奔跑于丘陵峻岭的黑山羊，慢
悠悠，汽车靠近驶，它们也不觉陌生而
躲闪。

现在城里人吃得清淡，吃羊肉，有
人涮着吃，如北京的“客来顺”酒家，要
排队等“号”。有人炖着吃，买些竹蔗、
椰子肉，萝卜与羊肉一起煲。其实，煮
粥吃，既清淡又温补。我就是眷恋内
街“山羊粥”的风味和那个吃法。近日
出差，特别去了一趟内街食巷，满足自
己后还打包捎回给住在宾馆的同伴。

“种姜养羊，本少利长”，这是当地
一句农事谚语。至今，饲养山羊乃是
徐闻的一个产业，即使现在深山密林
不多见，但灌木荆丛，山涧泉眼不少。
有南亚热带的阳光之吻，雨露滋润，奇
花异草疯一样生长。可以想及，村庄
的近坡远岭，风过处，山羊群黑压压一
片游来游去，站在风里的牧羊人，心里
一定比这风景还美。

好山、好草、好水自然资源的禀
赋，加上又有名人效应与传说做佐料，
成就了徐闻山羊粥的经典，使许多人
食过返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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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直就是在一颗露珠上寻找自己
晨光闪烁。大风从指缝穿过
我站在脚板踩踏了无数遍的田野
泥香动心，草木煽情
心中的念想努力向上，蹿动

小虫鼓噪似是有意的安排
花以四季的名义开放
适合牛车和步行的土路
依稀看到草尖上赤脚奔跑的日子

老态龙钟的大爷，坐在
被目光磨得发亮的小板凳上
昏花的老眼，依然
认得久不归家的后生
霎那间，热风击中了我的眼睛

熟悉而亲切的邻居
一个蹩脚的玩笑，快活好多天
心灵的脚步，找寻着
路，或咫尺、或天涯

二

一粒细小的土块，贮存着
朴素的农事。祖辈
在炊烟飘腾里亘古生息
老牛与犁耙默契组合
在幸福来临的方向，深耕

燕子飞越往事，衔回春天
竹笋在料峭的春寒中
顶破坚硬的泥土
青苔厮守着风雨，绿色之上
花朵开出陈年的心愿
花开花落，满是潮湿的声音

三

风吹叶落，流年沙沙作响
白鸟的哨音在高空盘旋
飘扔下一片羽毛，在半空蹈舞
被秋天榨黄的小草，快乐地点头
教会我谦卑地向大地致敬

米饭的香味带着阳光的味道
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秤砣
米粒的来历和重量
从歌谣里走出，让我感慨万千
土地的满眼金黄，是幸福的功臣

陈海清（麻章）

泥香醉人

历史，曾经在这里搁浅过
留下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公港村，风生水起千百年
潺潺的海浪花，将村庄溅蓝

雨水打点过的土地，凸起又平下
这方肥沃水土，孕育出这方村民
从村庄里走出与归来的村民
他们从那条海水打湿的小路穿过
踩出了一条宽广而幸福的长廊

千百年了，青石砌成的村巷
仍然蕴藏着风采，阳光照射的土地
长出稻谷、番薯与甘蔗
长出村庄、炊烟、白天与黑夜
长出了海湾、船只与赶海的渔夫
长出村民的梦想与富庶的日子

那些旧坊、红墙、古井与炮眼
早已随着时光的流逝渐行渐远
海风吹拂与松涛环抱的公港村
到处是阳光、花朵、白云与稻香
那些红砖砌成的楼房，矗立在
阳光下，闪烁乡村振兴的新貌

渡口

落日像一个庞大的火盆
把渡口燃烧在暮色中
那些漫不经心的苇草
脸颊上露着一道道红晕
风一吹，朝一个方向

远处海面，海浪一阵阵涌动
把小船一步一步推赶过来
靠泊在岸上的水稻田边
几只海鸟，蹲在桅杆上

黄昏的渡口，一片静寂
没有人叫渡，我看到那个
撑渡的老汉，站立在船头
与泛黄的稻穗点头傻笑

公港村
（外一首）

陈强（坡头）

小时候，姐姐们每次去城里的大
舅家，都会带回来很多漂亮衣服——
表姐们穿过的旧衣服。

虽然是旧衣服，说是漂亮衣服却
也非常合适。我们家在乡下，穿的衣
服都是又老土又破旧，大姐穿过的二
姐穿，二姐穿过的我穿，从小到大感
觉没买几件新衣服。而表姐们就不
一样了，她们是城里人，衣服又多又
好看，碰上哪件稍微逊色的，就落到
了去探亲的姐姐的行李袋中。所以
每次姐姐带回来的衣服，都是很好看
的，我甚至怀疑是新衣服剪了牌子而
已——根本看不出哪里破旧啊，怎么
就不要了呢？

只可惜我年纪小了点，表姐们的
旧衣服还轮不到我穿，只能眼巴巴地
看着姐姐们穿那些新潮的，漂亮的，
几乎是崭新的旧衣服，心里面那个羡
慕啊，急啊，恨不得自己马上长大，明
天就能穿上那些漂亮的衣服！

六年级那年，我意外地发现，这
次姐姐带回来的衣服里，有一件我能
穿的！那是一件紫蓝色的长袖衬衫，
领子比普通的衬衫要大，还是圆形
的，上面有一条黑色的带子，带子环
着领子一圈，还长出来许多，可以在
领口打个蝴蝶结，真是漂亮极了！我
试穿的时候，看起来还是显得有点宽
大，但是我真的太喜欢那衣服了，眼
睛热切地看着姐姐，那时候姐姐已经
在城里读中专，或许是她觉得衣服不
合她穿，也许是她看到了我很想要这
衣服，当下大手一挥：这是你的了！

我如获珍宝，第二天就穿去上学
了。穿着有蝴蝶结的衣服，我仿佛也
变成了一只小蝴蝶，到处飞来飞去，
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都不一样了，
好像他们都在后面悄悄地指着我说：
那衣服真好看！

可惜好景不长。那时候我们要
上晚自习，农村学校，经常断电，没电
的时候，我们就从家里带个煤油灯
去，或者是买根蜡烛。回想起来，那
时候每个停电的晚自习，根本没有人
学习，老师们都让我们放任自流。都
是山里的孩子，我们个个都贪玩得
很，在那样无人看管的夜晚，几乎每
个人都在“玩火”——或者是用小刀
一点点拨弄蜡烛燃烧时流出来的蜡
油，或者是用煤油灯捉蚊虫，更有甚
者，捡块破瓦当锅，搭个小支架在火
上“炒菜”。

话说回来，那天晚上自习，停电，
我们照例是买蜡烛的买蜡烛，带煤油
灯的带煤油灯，教室里照例各种“玩
火”，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我后
面的同学买了蜡烛，他一直就在那玩
他的蜡烛，一会儿刮点蜡油捏小人
儿，一会儿又把捏好的小人儿放到火
焰上烧，一会儿又给蜡烛挪个地……
我也没闲着，一会儿和同桌说说话，
一会儿又和后桌打打闹。

突然，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后桌的蜡烛猛地一下就倒下去
了，毫无预兆地，就往我身上栽。我
尖叫了一声，赶紧躲，可是已经来不
及了，蜡烛翻了个跟斗，掉到了我身

上，我除了感觉到手被烫了一下有点
疼，好像没什么地方受伤。然而我还
没来得及庆幸，马上发现了心疼的事
——我的衣服破了一个洞，手指大的
一个洞！而我那天穿的就是那件最
喜爱的蓝紫色的有蝴蝶结的衬衫！

同学们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后桌
的同学更是内疚，不知道如何安慰
我。委屈的我，看着衣服上那个破
洞，心疼得眼泪溢满了眼眶，但已经
是六年级的学生，不好当着那么多人
的面哭，咬咬嘴唇，喉咙哽咽着，把眼
泪憋了回去。

衣服破了，我还是舍不得丢掉，
妈妈看我实在是喜爱，再看破的地方
在左侧腰的位置，不是在正前面显眼
的地方，就用相近颜色的布，帮我补
好了那个破洞。

后来再穿起那件衣服，我都是小
心翼翼地，每次经过人多的地方都故
意用手挡住补过的地方，人也文静了
许多，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
疯玩，没事就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
同学们都以为临近毕业我变得爱学
习了，其实我只是害怕别人看见我穿
了件有补丁的衣服。

事情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年，当年
的小姑娘已经三十好几，这些年里，
自己会挣钱了，不能免俗地买买买，
衣柜里总是塞得满满当当。

时值换季，下定决心收拾衣柜，
发现衣柜里满满装了自己的旧衣服，
看起来还很新，却已经多年不穿。现
在日子越过越美，谁还缺衣服穿呢？！

旧衣服
钟小玲（廉江）

老同学阿贵请我们几个好友相
聚。正谈得高兴，一阵手机的振动
声，那声音很微弱，阿贵边伸手从贴
身的衬衣里掏出手机，边向我们致了
个歉意的表情，向外面走去。我们都
惊讶地注意到，阿贵此刻用的并不是
他那台名牌大屏幕，而是一台很小巧
的手机。

当阿贵回到饭桌时，我们一齐起
哄他，坏笑着问他是哪所大学的女学
生打来的电话，还是专线呢。阿贵看
我们几个都是一起长大的儿时小伙
伴，就和盘托出：

这是他和他妈妈的专用电话。
他妈妈老了，很依赖他，有时打

电话一时找不到他，就很着急。
有一次，他主持会议4个小时不

能接电话，他妈妈以为他出了什么意
外，失魂落魄地到处找他。会后，他
见到妈妈时，老人的头发衣服都被汗
水湿透了，那是大冬天啊。老人已是
风烛残年，每一次病痛都是不可逆的
伤害。

阿贵曾多次对妈妈解释他的工
作有时不能及时接电话，老人也表示
理解。但他一不接电话，老人就是忍
不住着急。

“钱，有大把机会挣，但妈妈的电
话不知还能接几个，妈妈80岁了，就
是想和儿子说说话。”

每天晚上，阿贵尽量赶在妈妈睡
觉前回家，不论多疲倦，阿贵都和妈
妈说上一会儿话，坐在妈妈床前一张
矮矮的小板凳上，像小时候一样向妈
妈仰起头，拉着妈妈枯柴般的手，给
妈妈谈公司里的趣事，更多的是听妈
妈絮絮叨叨地说以前的陈芝麻烂谷
子。扶妈妈躺下，阿贵总是认真地对
妈妈说了自己第二天的时间安排。

虽然说了，但妈妈总是记不住，
第二天还是随时打电话找他。

阿贵不论多忙，不论在干什么，
妈妈的来电一定第一时间接听。

“妈，昨天晚上我已经告诉您今
天中午我去机场接朋友，等会儿我和
朋友一起吃饭。妈，我会吃饱饱的。”

为了妈妈打电话避免因占线而
打不进，他特地买了两台旧式按键手
机，一台给妈妈，一台放在他贴身口
袋里，就是睡觉也让它贴着。阿贵调
了振动功能，妈妈一打电话来，不论
睡得多熟都被振醒。因为人老，不会
用智能手机，阿贵知道操作简单的旧
式按键手机更适合年迈的妈妈。阿
贵知道妈妈眼花，脑子也记不了许
多，就在老人的手机里设置好号码，
让老人一按重拨键就通。

有一次，他和客户进行一场艰难
的谈判。这是一笔特大生意，但谈判
的进展对他越来越不利，客户对他步
步进逼，如果按照客户的条件，这单
生意他将是赔本的。他的心一阵阵
发凉，嘴里却像含着一块烧得正旺的
炭，滚烫滚烫的，明显感觉牙龈正一
点一点地肿起来，还伴着钻心的痛。
好想跳进一池冰水里冷却一下发热
的脑袋，他顾不上平时温文尔雅的形
象，有点失态地牛饮了一大杯水，努
力让自己挺住。他润了润干得开裂
的嘴唇，搜索枯肠想方法打破僵局。

这时，他妈妈打电话过来。
全场的目光都看着他，特别是那

个客户老总，有点虎视眈眈地盯着
他。他不好意思走太远，走在一旁，
把谈判桌上的情绪放下，调整了一下
脸色，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才按
下接听键。他妈妈带着哭腔的着急
声音传来：

“孩子啊，你在哪里？”
阿贵温和地慢慢说：
“妈，昨天晚上我已经告诉您今

天上午我和一位好朋友谈生意，我们
正谈得好好的呐。”

原来老人刚才打盹做了个梦，梦
见儿子被火包围着。

阿贵心疼地说：
“妈，您还不承认自己身体虚弱，

心血虚的人才做恶梦。像您儿子我，
睡觉总是好好的，恶梦都不敢来……
哎呀妈，那是小时候，小时候我总梦
见您揍我屁股，嘿嘿嘿，现在呀，我经
常梦见您轻拍着我的屁股给我唱童

谣，妈——在您的轻拍中儿子总是睡
着特香。妈，您儿子命大运气好，没
事的。阿娟呢？叫阿娟陪您睡，您就
不害怕了。今晚我早点回家，听您唱

‘养牛侬仔真快活’，或者我唱‘雨仔
下下下怏怏，老鼠捉猫扔过窗’……”

在场所有的人都凝神屏气地听
着，客户老总也许是想起了自己的妈
妈，愧疚地低下了头。他们交换了几
个赞许的眼神，微微地点了点头。

老人满心欢喜地挂了电话。
阿贵松了一口气。
当他再回到谈判桌时，客户感动

地站了起来，和他握手，还钦佩地轻
轻拥抱了他一下，好像要把那份孝心
分抱过来一点。

客户爽快地签了字！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阿贵好久回

不过神来。
客户老总还郑重地告诉他，以后

会长期和他合作：“我是和孝心合作，
您的孝心已足够把我那些苛刻的条
件换下，和您合作，时刻学习您的孝
顺。赚钱，有的是机会，而孝顺可不
是处处可学得到。”

阿贵取出那台手机给我们看，翻
出号码，打开扬声键。

扬声器里传来老人苍老的声音：
“孩子呀。”

阿贵的声音温柔得好像水波在
微漾：

“妈——我和同学们在一起
……”

老人一听儿子在应酬，赶紧说：
“我儿快去和同学玩吧。”
阿贵撒娇地：“妈——大家同学

想听您的声音呐……”
同学中不乏大腕大款，都见多

识广，但这样的电话，让大家都睁大
了眼睛，几乎不敢呼吸，怕呼吸声惊
扰了这份人间至真至纯的真情、温
馨。

那台便宜的旧式按键手机，在大
家的手里小心地传阅着，大家脸色凝
重，好像在传阅着一件稀世珍宝，又
好像捧着阿贵那颗金子般的孝心！

母亲的电话
吴伟兰（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