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 百花
责编/版式 邓亚明

E-mail：zjrbdym@163.com
2019年7月8日 星期一A06

近日陪同来自广州的朋友，在城乡
转了一圈，也许是因为新人的衬托，我对
湛江的菠萝蜜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
们常说英雄不论出处，仔细看看这随地
生长的菠萝树及其硕果累累的菠萝蜜，
无论是树根树干树枝，爱多大多大，想长
哪长哪。

幸福，好名字！这次行程的最后一
站是雷州半岛中心一个叫幸福的地方，
房前屋后都是郁郁葱葱的菠萝树，树上
的菠萝蜜都在野蛮生长，有的高高在上，
有的拥挤在中，有的休闲在下。下车伊
始，兴奋不已，这里拍照，那里留影，负责
接待我们的当地朋友感慨说，在所有的
水果中，可能只有这菠萝蜜是正儿八经
的自然果了。

口说无凭，品尝为据。在随后切开
的两个菠萝蜜中，一个干包，一个湿包。
当地的朋友说，大家洗洗手就行了，要的
就是这种亲自掰扯的感觉，看中哪里掰
哪里，想吃哪个扯哪个。干包颜色金黄，
味道清香；湿包颜色乳白，味道滑爽。旁

边还有人不忘提醒，果肉里面的果籽是
好东西哦！水煮后像花生，微波后像板
栗。虽然我们无法当场感受这“花生板
栗”，但想想也是一种享受。

用完中餐之后，广州的朋友就要赶回
去了。当地朋友叫人摘了很多菠萝蜜给
他们，本来车就小，尾箱很满了，但广州的
朋友开玩笑说，就算不要行李也不能不要
菠萝蜜，这么好的东西，早就在朋友圈晒
图了，不带回去给大家分享无法交差。

我大概是知道的，在珠三角一带，菠
萝蜜的名气很大，但对于一般人，也是听
说多、品尝少。就像这次陪同的几位朋
友，虽然驻广州多年，其实家乡还是在北
方地区。这次出差湛江，对于菠萝蜜而
言，虽然谈不上是慕名而来，但完全可以
说是意外惊喜。

这就让我想起现居南京的那位朋
友，先铺垫一下：学霸、美女、运动健将、
成功人士。这是我中学时代的一位同
学，名牌大学毕业，还有出国留学经历，
不仅事业上混得风生水起，最重要的是

先天素质就好、后天保养又妥，大家开玩
笑说她是不是吃了唐僧肉，这么多年还
这么年轻漂亮啊？她自己也做了解释，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多吃水果，也许
因为如此，她对国内外的水果比较熟悉。

看到我经常在朋友圈晒水果，这位同
学对我也是羡慕有加，但没想到她竟然对
菠萝蜜这种稀有水果也不陌生，赞赏之余
并邀请我为她奉献几个。问题是，菠萝蜜
很特殊，带过去吧暂时没有机会，寄过去
吧快递又不接单，只好盛情邀请她亲临湛
江做客。说到菠萝蜜特殊，据上了年纪的
人口口相传，一定要懂得尊重，千万不能
用脚踢，否则马上就坏……

其实我的家乡在湖南，二十多年前
开始融入湛江生活，和很多来自各地的
人一样，可以说是湛江发展的见证人和
参与者。因为湛江天时地利，美景美食
众多，尤其是后来有了微信之后，我喜欢
在朋友圈晒图，尤以水果最多。这不仅
引起湖南家乡朋友的“羡慕嫉妒恨”，其
他地方的朋友更是“绝不会放过我”。事

实上，也曾有远方的朋友慕名而来，基本
上被我用湛江的“水果炸弹”收拾得一塌
糊涂，好玩好吃就算了，关键是还有好
送，其中就包括湛江随处可见、外地可遇
难求的菠萝蜜。

也许是容易打理又极具特色，以前随
意生长在乡下的菠萝树开始进城，慢慢变
成了市区公园绿化树的主角。它不仅生
长快、树冠大，四季常青，不怕台风，而且
结果随意、应景上镜。除此之外，我觉得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特别锻炼人们的
素质，传染正能量的风气。虽然这么大
个、这么漂亮、这么美味，但没有人去暗偷
明摘，顶多是合个影，摸一摸就走了。

社会在发展，人性在进步，交流在增
多。无论是从陪同广州的朋友，到想起
南京的朋友，还是从应食而动的大快朵
颐，到声名远播的跃跃欲试——都是因
为湛江这种不论出处的水果，菠萝蜜！

每天早上约五点，被一阵鸟声吵醒，于是，踱
步阳台往下望。

楼下是露天停车场，紧挨停车场南面，横卧
着一个东西走向的篮球场，在这三面邻村的小
区，球场是居民老幼娱乐的好去处。年轻人早晚
打球；老年人在那里放上一台录音机，播放一段
流行音乐，跳广场舞；小孩在那里放烟花，撒欢，
这也算是个热闹的地方了。

近来总在温室里过，虽觉舒服，却也时感腰
酸背痛，正好印证了“久坐伤腰，久动伤筋，久睡
伤肾”那句俗话。为打发无聊，也为消磨时间，我
就喜欢早晚到球场散步，希望疲惫的筋骨得到暂
时的舒展。这样，多日来就仿佛与球场立下默契
似的，每天必到这里。

天刚蒙蒙亮，我就来了。小雨过后的球场还
有点湿滑，我小心谨慎地走，突然，“唧”地一声，
一只小鸟在篮球场上空降落下来。它神色自若，
目不旁视，在球场上蹦蹦跳跳的。当我走到它的
身边，满以为它会一飞而起，谁知它只是伸伸翅
膀，向前跃动一下，又继续朝前大摇大摆地迈着
它的步子。心想：在这个静谧早晨，有个小鸟相
伴而行，这或许也是一种缘分吧。而这个来历不
明的天上飞鸟，为何总是孤单地来到这里？它的
伙伴都到哪儿去了？这就不得而知了。说不定
它只是来球场这里寻找草地的飞蛾吧。

它在不停地走动，然后又梳理一下光滑的羽
毛，对人一点也不陌生，并给人一种“小鸟依人”

的亲切感。看它如此不惊不慌的样子，我故意拍
击双掌，它反而冲着我的方向跳过来，就像家养
的小鸡一样，寻找着主人撒落的谷米。后来，附
近寺庙响起鞭炮声，它才“唧唧”地飞去。

这几天小事缠身，来迟了。看看东方，一轮
太阳正从树冠上升起，邻村老母鸡正“咯咯”地叫
着。在散落碎片般阳光的球场，那只“坡叼鸟”
（本地语）又早在那儿散步了。它原先顺着球场
的纵向走，见我来，便朝着横向跳，动作轻快机
灵，引我久久注目。我为造物主创造如此多动而
美丽的小精灵感到惊奇：本来，上苍给它一对翅
膀，它应当加强羽翼飞行练功才是，却反而练起
操步来，这就有点儿怪了。

我一边走一边仔细打量：它体长，尾巴向上
翘，翅膀黑白相间，嘴小却稍向下弯，两只黑豆般
眼珠放出微弱的光。见我打量它，就静静地站在
那里，待我走过，才跟着我迈步，那样子，仿佛是
在效仿我的行姿似的，我不禁为这神奇的小鸟而
心动。看到如此自由自在，怡然自得的天上飞
鸟，与人这样亲密厮守，心也乐已。

今天，我一早又到这里散步，左盼右顾，那个
小精灵还没降临，内心便有几分失落感，暗地发
问：它不该遭遇弹簧枪的射杀吧？可一抬头，它
就来了，而且不断“吱唧唧、吱唧唧”地叫着，仿佛
在说“我来迟啦！”此时，我做完早上晨练往回走，
它自个儿在球场单脚奔跑，还不时用眼睛斜睨着
附近耸立的高楼。后来，听到围墙外另一只小鸟
鸣叫，才一剪翅膀朝那边飞去。

近日，与邻居闲聊说起这只小鸟，门卫李叔
便插嘴说，这片荒坡曾经是它们栖息、寻食的地
方，它们在这里度过了岁月的风风雨雨，看来，小
鸟对故地也是有感情的。我默默地望着李叔：
哦，人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原来它们也是这里
的一员，这里的每片荒坡，每棵大树，每根小草都
是它们情感所系。我朝翠绿盈目的田野走去，南
调河湿润的清风缓缓吹来，小叶榄的青枝在轻轻
地摇摆。天上的云朵也亲切地贴近这片土地了。

连续数天早上阴雨，我没到球场散步，但打
开窗口，那只小鸟依然冒着毛毛小雨在那里蹦蹦
跳跳的。经多日仔细观察，没发现它有寻食的举
动，或许它也是在晨练，和人类一样，得益于时代
的清明，社会的和谐。哦，它是一只多么幸福的
小鸟！

北纬23度26，世界最远又最近
的地平线，泥土之上，苍穹之下，让你
忘记每个日出日落。

此刻，黑夜掀起了淳朴的诗篇，月
亮悄悄爬上塔顶，蒙住你的双眼，星星
也在青蛙的叫声中跳起北斗七星舞。

风吹过荔枝林，大地便让知了醒
来，倾听时光在塔身上跳跃的脉搏。
那来自苍穹的天眼，和荔枝一样涉水
而来，迎风而至，渐渐地站成一尊雕
像，那是流溪河远眺的姿势。

拾级而上，苍老的地板石，你在地
底下生长出每一次守望的使命。那些
从缝隙里喷薄而出的纹路，窥视着小
镇的厚重与丰收，繁华与荒芜。

北回归线标志塔，像一位慈祥的
母亲，拥抱着从化，拥抱着油麻埔，拥
抱着三甲子坡。

每年六月，仰誉着世界的眼眸，在
广州后花园看遍满城风雨，爱恋每一
片瓦，爱恋每一棵树，爱恋每一朵花。

于是，我开始仰望你的目光。目
光想象成一条河流，在古老的河床慢
慢流淌，冲刷，溯流而上。

于是，我开始在蜘蛛网里寻找厚
重的记忆。有关村庄，有关炊烟，有关
黑夜与白昼，有关生命，有关草木……

那天，我站在你的脚底下，顺着笔
直的躯干仰望，头顶有一颗铜球，宛如
岁月举起斑驳的火把，照亮游子前行
的路。

对视一座塔，它把我的目光护送
到最高处。

其实，人的一生，既要活成一条
河，也要活成一座塔，任凭风吹雨打。

燕子，舞弄着轻柔的剪刀，将田
间偷懒的苗儿一一清理，衔回屋檐
下，然后吐一抹沾满泥土味的沫，筑
成秋里过冬的巢。

站在盛夏，望着芒种的天，无翅
的青蛙捣鼓依旧，助兴禾苗生成镰刀
下沉重的头颅。

有雀舔着花蕊，当着中午的阳
光，轻叩不寂寞的田野。

蛙声的转弯处，蟋蟀不甘寂寞地
趁着夜色，翻犁出萤火虫的吻道，娇
羞了打更的无名虫。

萤火由绿而黄的六月，叠折一首
谷粒满仓的赞歌，献给七月的大地。

待到花生熟了，玉米熟了，稻禾
熟了，颗粒归仓时，鸣蝉低噪，神龛
里，米粒酿成的酒水，飘香休养生息
的村庄。

搁浅的犁耙，开始用流年的文
字，再次季节性地延续千年横亘的农
谚。

凤凰花开时，又是一年的五月天。五月，火红的凤凰
花，恰似一团一团凤凰的羽毛，缀满枝头，映红了半边天。

凤凰树为热带树种，不但适合肥沃且排水良好的土壤
生长，而且也耐瘠薄。凤凰树叶浑如飞凰之羽，其花宛若丹
凤之冠，故名凤凰。凤凰花红红火火，热烈奔放，是吉祥的
象征！凤凰花开花落，其色始终不褪；枝头地上皆红成一
片，甚是壮观。而凤凰花和凤凰鸟却有着同样凄美壮丽的
色彩，无不令人喜爱，使人着迷。

读书时，每当到了凤凰花开的季节，课余时间，我不是
乘凉于学校课室旁的凤凰树下，就是和同学采摘几朵凤凰
花斗输赢。被誉为世上色彩最鲜艳的凤凰花，花大色红，连
花萼内侧都呈血红色，四瓣伸展约8厘米长，第五瓣直立稍
大且有黄和白的斑点，雄蕊红色，花萼腹面深红色，背为绿
色；花序为总状，呈伞房状排列，花萼和花瓣皆为5片，聚生
成簇，好看极了！那时没有什么玩具，我和同学就用这些花
来作玩具，用伞房的花萼与对方勾拉分胜负。

我高中毕业那年，凤凰花开得特别红，红得比火还红，
似乎染红了整个天空。我就是在这样大红大热的盛夏回到

“广阔的天地”务农。数年后，我得到时任吴阳教育组领导
和吴阳小学校长的邀请，去广植凤凰树的母校，当上了“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恢复高考后，我选报的学校又是师范。
毕业后，我连同在家乡母校一共在教育战线服务了8年
多。这8年多来，我看到学生也像我读书时一样，勾拉凤凰
花斗赢的玩法，这朴素的游戏，一代传一代。放学后，每当
我看到学生玩得高兴时，令我回想自己的童年和学生时代
的情景，看到他们稚嫩的脸上绽放出天真的笑容，我也往往
乐在其中。

恰好，我后来工作的地方也有凤凰树，年年盛开火红的
花。每年学生毕业时，正值一年一度凤凰花开红烂漫的季
节。这使我仿佛看见凤凰花不仅盛开在肥沃的庭院，也绽
放于荒瘠野岭，万山红遍；我的学生也犹如绚丽的凤凰花，
盛开在全国各地，年年开出美丽多姿的人生色彩！

我常常沉醉在凤凰花开的时候，沉醉在凤凰树下嬉戏
的时刻，沉醉在人生读书教书的童年青年时代，沉醉在过去
幸福快乐的时光……

凤凰花，我人生中喜爱且念念不忘的花！

不论出处菠萝蜜
傅学军（湛江农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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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花开时
林彬(吴川）

夏日稻香

北回归线
标志塔

林延军（广州）

韦石明（肇庆）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雷州市西海岸生态养猪场新建项目

为新建性质，位于湛江市雷州市企水镇卜
袍岭陈家村林场。项目总占地面积123100
平方米，其中猪舍的占地面积95000平方
米，猪舍总建筑面积90526平方米。建设
内容主要包括猪舍、饲料加工间、沼气池、
粪便有机肥发酵间、深水井及其他配套
等，采用负压通风、雨污分流、干清粪、沼
气发电系统、沼液肥料还田等生产工艺。
预计项目建成后年出栏优质商品肉猪 10
万头。

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广东西海岸生态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吕天文 联系电话：13590000328
邮箱：1185903714@qq.com
地址：雷州市企水镇卜袍岭陈家村林场

三、环评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深圳市宗兴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本公告附件为公众意见表样表，公众

可自行下载填写。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发

送建设单位邮箱，或以电话、信函或者面谈
等形式对本工程建设、环境影响及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
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
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
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司承诺不会用
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广东西海岸生态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7月8日

雷州市西海岸生态养猪场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信息第一次公示

迁坟通告
湛麻府通〔2019〕13号

因麻章区重点项目建设需要，需对项目建设用地范
围内的所有坟墓进行迁移。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位置：麻章区重点项目用地范围四至
为：北至笃豪村，东至笃豪村、冯家塘下村，南至冯家塘
上村、冯家塘下村，西至疏港大道。项目建设用地红线
范围内所有坟墓，具体位置详见项目征地红线图和现
场界址标记。

二、迁坟时间和要求：上述用地范围内的所有坟墓
必须限期搬迁，请有关坟主亲属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7
天内到麻章镇规划建设办公室办理迁坟登记、补偿等
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759－3300469），并在规定期限
内自行迁移清理完毕。逾期不登记、清理，将作无主坟
处理。自本通告之日起禁止在上述用地范围内进行修
建、重建坟墓，违者按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特此通告。
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政府

2019年7月4日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