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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保国

春之歌

■尤爱花

外(一首）
在茫茫时间洪流中
万物裹挟
春天被一眼认出
被万紫千红安排着
悬而未决的冰封
已泄露秘密
突破坚硬的壳
在明媚春光里
吐露姹紫嫣红的花蕊
不必忧虑 不必神伤
对春天好些
初生的脆弱
终会由蜷缩变为舒展
将肃杀之气融化为温情的暖流
青春如飘扬的白云
在画出道道海阔天空的场景后
放飞自我
沿着手中抓紧的风筝
仰望上方
在家乡和草地的上方
展露头角
要对春天好些
倾听身边的绿叶
发自土壤深处的声音
爱抚鲜花
在水的柔弱里 稚嫩如霞 如粉
携灵魂前行的高蹈

一棵树
站起来，是一片天空
释放白云、蓝天和万千纷呈的绿叶
在高空
与鸟为伴
搭巢鸟雀
托付飞翔的梦
一个木匠
根据屋前屋后的尺寸
以及一棵树的影子
美颜雕刻理想的生活
在墨线戒尺里
成镜成窗
没有一棵树是孤独的
就像一把椅子
给予的陪伴
跑起来，是一阵春风
大量复制
栽插的榕树
在朝南的方向
一棵又一棵
枝繁叶茂
通向幸福的密码

牛年咏牛
（外二首）

■陈连
憨厚辛勤不计酬，
任劳任怨任鞭抽。
只求饱腹啃青草，
甘愿奋蹄耕垄畴。
情有独钟红土地，
义无反顾乐春秋。
丹心映日平凡里，
死后成膏献骨头。

咏春
春风裁柳柳枝新，
布谷频催早奋勤。
挥汗农夫耕沃野，
绿披大地百花欣。

路灯吟
平生默默欲何求？
磊落光明耀九州。
立地顶天经雨雪，
铮铮铁骨竞风流。

外(二首）

近乡情不怯
大冷天，上完课，我到市场买一些菜，
准备回家拾掇一番，让父亲喝上一碗暖暖
的汤水。
每次回家的时间都是花在路上，真正
跟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够路上的一半
呢。但那种幸福、心安、踏实和满足是无法
估量的。
其实我在车上的时间也不算虚度。我
的心早已飞回家中，
我的脑海里也不断地涌
现之前在家的记忆，点点滴滴，丝丝缕缕。
想着想着，仿佛我早已置身于家中，而不是
坐在公交车上。不！我的的确确是坐在车
上，
而且坐了两辆车。一辆车载着我身子慢
悠悠地向前，
一辆车载着我满满的记忆和念
想飞越千山万水，
在时空里向故乡穿梭。
也许你会疑惑:你很久很久没有回家
了吗？不，也不算太久，但又感觉是很久:
离家一天，距乡一里，都觉得像是在天涯海
角飘转了多年。我虽然还没有诗中所说的
“近乡情更怯”，但一接近家乡，似乎心里的
念想，
脑中的记忆一下子爆满。
每次一回到东海大桥，只见那座银蛇
横亘在沧海上，特别壮观。窗外刷刷而过
的郁郁葱葱的红树林似乎更显蔚然，翔集
的鹭群悠游得意……这些似乎都以各自最

优美的姿态来欢迎我这个回家的孩子。
是的，
我还是个孩子，
是一个在时间里渐
渐苍老了的孩子。我的父亲，
他大概是伫立
在余晖里目送着我离开家，
又晨起凝神静听
我踏返归程的足音的吧。在这样的岁月里，
有多少静悄悄的等待。因此，
我每次一回到
路口，
一看到老芒果树，
一见着家中房子的一
角，
我一开始是狂奔着喊父亲的。最近几年
毕竟为人母，虽年纪不老，倒学着稳重一些
了，
只加快脚步，
但我还是突然
“砰”
的轰开铁
门，
让父亲听到，
喜出望外地跑出房间来。
接着父亲的猫也欣喜地跳出来，
在父亲
脚边绕来绕去。平日里多亏了这只猫，
时时
刻刻陪伴着父亲。父亲常向我表扬它，
说它
聪明。它三岁了，是一只成熟的公猫，身子
健硕，走起路来有股雄风，威慑八方。眼睛
像黄色的玛瑙闪烁着动人的光芒，
特别有灵
性。父亲说它抓老鼠可厉害了，
有一次抓了
一只很肥大的老鼠，
吃不完还懂得把一半藏
起来。父亲发现后打算把它的“剩菜”丢掉
以免“变味”。它见状马上扑过来抢走紧紧
咬住，
任凭父亲怎么拉也拉不出来。我听到
这儿就想父亲当时俨然在跟一个孩子抢东
西，
十分有趣。
恰巧我前几日读了季羡慕几篇有关猫

的文章，他在耋耄之年也养了一只老猫，与
我父亲说的相差无几，尽管他们一个学者
一个平民，但同样酷爱猫，而且随着春秋逐
增，对猫的情感越深。他们对待猫的态度
都是一样的:把他当做朋友一样礼遇，当作
孩子一样疼爱，当作知音一样珍视。
也许猫就是老人最好的陪伴，是老人
最贴心的慰藉吧。老人在孤寂的岁月里，
子女忙于工作疲于生活，陪伴得少。有猫
在一旁喵呜喵呜地回应，有猫在一起面对
晨起昏落，日子不再黯然失色，时光不再坚
冷如冰，多好！
能回一趟家真好！父亲体谅我的不
易，总是说没什么事不用回，打电话就可以
了。可“百闻不如一见”，打百次电话也比
不了见上一面让人放心舒服，尽管每次待
在父亲身边的时间都少得可怜。
家里的百香果结了一些，我出门前逗
父亲说:“ 爸，如果吃不完我摘去卖了。”父
亲忙阻止:“ 说什么话，都不够我吃。吃这
个百香果胃口很好，吃饭都香。”我闻此偷
偷地笑了。
裹挟着凛冽的寒风去坐车了，感觉背
后灼灼的，心窝却暖暖的。挂在院子里的
百香果，是我最美的乡愁。

星期二

何
■晨枫

春满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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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枝头
已经温柔躺在春风里
那些睁开的小眼睛
一定是春天带来的消息
寂寞成为过去
缤纷多彩已成定局
我们开始重新
走一回千山万水的距离
那些曾经路过的风景
既陌生而又熟悉
春光明媚，春风得意
从此人间步步欢喜

乡情
蜂儿在菜花丛中惹了一身骚
却找不到最钟意的一朵
它的心随着春光越来越荡漾
老牛在田地里低头觅食
把春风拽进草丛中
变成一米阳光的模样

甲岸三记
■王国华（深圳）

一座没人住的老屋
红砖墙上长出几株草芽
和一丛枯草交接
围栏里的兰豆花开
青葱渐老
游子的离程近了

春天

一
两杯糖水。一杯叫做“红豆双皮奶”，
冰凉，放在我的面前。一杯叫做“香芋西米
露”，常温，
放在妻子的对面。
相向而坐，用勺子轻轻搅拌，吃几口聊
几句。快吃完的时候，我发现了不同。抬
头问从身边经过的老板娘，为什么一个铁
勺，一个用塑料勺？老板娘说，香芋西米露
用的是方形的浅盘子，塑料勺短而宽，可以
多盛出一些；红豆双皮奶用的是圆形碗，铁
勺长而细，
可以轻松探底。
哦。
其实还有一点老板没说。红豆双皮奶
比西米露凉，铁比塑料寒气重，可以更大限
度地保持双皮奶的凉。
至于为什么香芋西米露用方形的浅
盘，红豆双皮奶用圆形碗，老板没讲。这么
细致的经营者，她的做法一定都有自己的
道理。
糖水店遍布深圳。最初，
一位朋友请我
吃糖水，
绿豆海带粥。这两种食材搭配，
在我
看来颇奇葩。盛在一个小碗里，
口感有点甜
有点沙。绿豆很凉，
海带很凉。吃一口，
一身
的劳累和濡湿一下子被压下去了。
名为糖水，绝不止糖水。仅从名字上
看，
“ 木瓜提子西米露”、
“ 椰汁芒果凉粉”、
“杂果凉粉”、
“ 白果莲子百合”、
“ 芦荟芒果
双皮奶”……凡你能想到的食材，几乎都可
拿来做糖水，或炖或煮，干稀结合，遂成一
份解渴扛饿的小吃。在街头走累了，可补
充水分，也可解一时之饥。
糖水是口舌的情人。适合没食欲时吃
一点，又不能天天吃。偶尔一次，便难舍难
分。隔一段时间必须重温一次。
甲岸村里有几家糖水店，最著名的是
对门两家。一家名为“董记糖水店”，一家
名为
“正宗化州糖水店”。
“正宗化州糖水店”空调开得很凉快，
店面大一些，其实也不过二十平米。对面
的董记，大概十来平米吧。一般要求顾客
打包带走，
不欢迎在店里坐着吃。
门对门，自然有竞争。
“董记”店中贴着
红纸，上书：
“请认准本店铺地址及招牌，甲
岸村 179 栋 3 号铺”，另一张红纸则写“对面
开的糖水店不是我们的”。
“正宗化州糖水店”不示弱，门楣上一
个电子屏，滚动播发：
“ 本店是甲岸村第一
家真正来自化州的糖水店，真金不怕火炼，
正版不怕山寨”。
两家糖水店主打都是芋头糖水。用新
鲜的芋头，蒸煮各一个多小时，以传统工艺
配置。我们来吃，一是尝鲜，一是看热闹。
两 家 糖 水 店 的 表 演 式 叫 阵 ，已 成 本 地 一
景。故，两家店里都坐满了人，周末傍晚还
有排队等候者。

二
2020 年 11 月 29 日，再次到饺子李吃
饭。老板李鹏得知我写过他的小店，开心
地和我合影。
郭德纲相声里讲，一个赌徒清晨回到
家，脸上写满了内疚。妻子质问他，孩子有
病，让你去买药，你却彻夜不归。还有，谁
在你脸上写了这么多
“内疚”？
“饺子李”的小店里写满了幸福。不是
比喻，墙上真的写着呢：
“朋友，我正在幸福

的路上。祝你幸福”。
以试试
“荣基”，
我们都吃这家的外卖。
此外还有价格表。当地报纸报道过这家
试了一次，便有了依赖感。妻子尤其
小店，
店主裱糊起来，
贴在显眼处。曾有顾客
喜欢他们的红烧带鱼。一个简单的菜，让
将二十万元遗落店中，
店主拾金不昧。电视
你愿意反复吃，那个菜里一定包含了经营
台播出的画面截屏也贴在显眼处。
者的心血，而不是随意做出来的。
顾客一边吃一边抬头看墙，不用担心
“荣基快餐”离医院颇有一点距离，辐
寂寞。
射这么远，亦可佐证店主的经营能力。
夫妻两人，来自东北的李鹏和来自江
盛夏，高大的异木棉上站着数不胜数
西的谢金华，永远在包饺子，他们戴着口
的粉红花朵。偶尔一朵，承受不住阳光的
罩，遮住了半边脸。七八个盛菜馅儿的钢
重量，掉落下来，在滚烫的柏油路上颠一
盆，葫芦娃一样排列在案板上，盖着保鲜
下，滚到阴凉中。短裙的长发女孩儿挤满
膜。和好的面放在另一个盆里。他们一边
了街道。从后面看都挺靓。她们有的流进
干活一边小声聊天，妻子还时不时笑出声
旁边的商业综合体，有的流进荣基快餐店。
来。笑声在狭小的店铺里流淌开来。
店里摆着做好的一碟碟，一碗碗的菜，
室内仅有两张桌子，全部坐满也不过
荤素兼有，牛肉炒蛋、麻婆豆腐、鱼香茄子、
八个顾客。拼桌是必然的。等位的时候， 冬菜肉片青瓜、豆豉鲮鱼凉瓜饭、榄菜排
我们出去转一圈，回来看到还是坐满人，一
骨、酸菜大肠……均家常菜，少则三五块，
拨舌头走了，换了另外一拨舌头。
多则八九块，两元钱一份白米饭随便添加，
村中的农民房本来就离得近，所谓握
附近的打工者十几元二十几元可以吃饱吃
手楼。饺子李隐藏在一个更狭窄的小巷子
好。店员以中老年妇女居多。不仅讲味
道、口感，讲营养，还要讲服务，讲品质，讲
里，一米阳光从天上露下来，不会让行人见
到自己的影子，影子都被楼墙遮蔽。
性价比。饭店能长久做下来，一定在各种
有时候突然来一阵太阳雨，直直地落
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
在行人头上。没处躲，便闪进饺子李。李
荣基快餐的创办者是两个年轻人，阿
氏夫妇赶紧让开。夫妻收腹，
贴在一起。
荣和阿基，都在工厂打过工。2002 年合伙
这里只卖饺子，没有任何多余的菜，除
创办快餐店，他们自己做饭自己送，是今天
了酱油醋等调料，连咸菜都没有。不卖酒
外卖小哥的雏形。两个人骑着自行车穿行
和饮料，给一小碗饺子汤。原汤化原食。 在附近的街道上，接到电话就出发，从上午
屋内禁烟。不送外卖，
可以打包。
十点跑到下午两点，一个看车，一个上楼送
就是要把食客摁在这里，老老实实地
餐，四十多份外卖，二百多块钱的营业额。
吃一盘饺子。
合伙四年，基本没利润，阿荣看不到前
我 喜 欢 牛 肉 馅 儿 ，妻 子 喜 欢 猪 肉 白
景，选择退出。现在老板就是阿基一个人，
菜。在这里吃过多次。皮薄，馅儿大，多
带着团队硬挺过来。除了总店，他们在流
汁。小份儿的十二个一盘，
个个饱满鲜亮。 塘榕树路上开了一个分店。能挣多少钱真
按报纸上写的，
店主的冰箱里从来不存
不好说，这种小本生意。
冻饺子，
都是现做现卖。每天到市场上挑最
他们的口碑在坊间越传越好。他们的
新鲜的蔬菜和肉，
香菇馅、西葫芦馅、芹菜猪
烧腊饭最有名，金灿灿的一块烧腊，一刀斩
肉馅、
羊肉青椒馅。馅儿就是一道菜。
下去，啪地扔在案板上，端到桌上，仿佛香
那些来来往往应酬的人，吃过见过，味
港电影里的场面。
觉已麻木，坐下来认真品上几个饺子，被饺
甲岸村，本名“隔岸村”，粤语中“隔”读
子拉回到人生之初始，对美重拾好奇与惊 “甲”，以讹传讹，遂成现名。村民均姓黄。
讶。瞬间，
世界复活了。
传说，祖先从珠江东岸的广东中山迁徙到
老李说自己多的时候一年可卖 90 万
珠江西岸的新安县，两地隔着珠江入海口
个饺子。我拿出手机计算了一下，90 万除
相望，取名隔岸村。另一说，当年一条河将
以 360 天，平均每天 2500 个。一个饺子能
村子一分为二，村民隔岸相望，故称隔岸。
赚一毛钱（或者两毛钱）纯利润吗？我希望
临街处，古香古色的牌坊上写着“隔岸
他们多挣一点。90 万个饺子可是一个一个
村”三个字。汽车和高楼淹没了村落。原
包出来的，外加和面拌馅煮熟销售收拾碗
住民都是靠这一个牌坊来找到自己的家。
筷。让你站在路边数数，从 1 数到 90 万，数
比如著名的“皇岗村”，名为村，实则市中
上一年，给多少钱能干？
心，若不见“皇岗村”牌坊，村民必迷失方
他们把平和包进饺子里，把自己的生
向。新移民见之，想起多年前这里曾是稻
活态度也包进饺子里。食客轻拍小腹，买
田和石砌小屋，不由肃然起敬。
单之后都会收到老李的一声“谢谢”。幸福
穷困的时候，甲岸村民常逃往香港，因
填满了彼此的空间。
此香港亲戚特别多，双方往来也多。村中
最近一次，店主忧心忡忡地说，生意不
有“华光大帝”庙宇，每年农历九月二十八，
好做了，以前每到周末挤得水泄不通，现在
村民会请粤剧团演出助兴，连唱五天。原
人流不旺了。房租高，
住户也都搬走。
住民集体吃大盆菜，定居香港的亲人们也
我是个消费者，只能多买几盘饺子帮
都回来。十分热闹。
他。我看着他，不知道自己是在亲历一个
村子坐落于特区关内关外的交界处，
兴衰的波峰波谷，抑或只是目睹了一个无
一度成为交通要道，后经不断治理，车辆停
常的个案。后者最好。
放整齐。盆栽的鲜花一个挨着一个。走在
城中村，不用去注意花草，但心思已经受了
鲜花的感染。市场自然筛选，村里村外遍
三
布饭馆饭店，精致美食，一个晚上可以吃遍
荣基快餐属甲岸村，但不在村子里。 全国。这些美食是附近居民的日常。
面向着大街，亦人来人往。
即 使 是 很 旧 的 楼 房 ，你 也 看 不 到 斑
有一次住院一周，中午吃饭成问题。 驳。在这里感受到的是鲜活的，向上的，怀
妻子按塞进病房的宣传单点了几次盒饭， 揣着希望的东西。整个城市都弥漫着这样
口感一般，颇像应付病人。护士推荐说，可
一股气息。

春天来了
她充满着希望与生机
纵然岁月
在心中留下了感慨
可流年又会在时光的枝头
开出淡雅的花
生生不息的春天
催动了万物的苏醒
也唤醒了心头的斗志
春风到处
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春天，
我与
家乡合个影
（外一首）
■谭科琦
春天，我与家乡合个影
我以良好的心情梳理照片，一张又一张
你看，山脚下的田野，狭小的脸上
笑满了春天的绿意
我知道，那池塘藏满一肚子春天的心事
还有番薯，玉米，卷心菜，野草野花……
我都认得她们，她们也都认得我
相互点头，我们笑在春风得意里
人勤春早，不远处一对夫妇
播种春天的故事
你看，乡村振兴，生态宜居
村道洁净如云
三层别墅，一袭现代服饰
是新郎也是新娘
你看，庭院深深，天高云淡
一棵树，一只鸟，默契无间
两丛椰树，两个田鸭，原创乡村爱情
忽然，音乐骤响，村子东西，鸟声四起
吟诵春天的诗篇
呵，春天！我和家乡合个影
是今天，是明天，更是将来

日出故乡
故乡是少女
薄雾是她的面纱
故乡是少男
薄雾是他的春梦
薄雾轻轻，婀娜故乡的身姿
故乡前面是山，山前面是海
山上松树静立，风摇不动她的真实
看不到的大海，那是太阳出没的地方
慢慢地，树林的空隙，风开始躁动起来
条状的叶子也兴高采烈，耸耸肩
我明白，新的一天正含苞待放
紧紧握住手机，心沿着眼光的方向奔跑
树梢头的麻料鸟，奏响了她的成名曲
以经典的仪式迎来故乡的日出
时间在跳跃，太阳在跳跃，色彩在跳跃
故乡也在跳跃，牛——
在田野里吐出一股股乳白色的牛气
太阳出来了，故乡涂上了胭脂
忽而粉红，忽而桃红，忽而鲜红……
这是故乡日出，还是日出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