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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片 200 多亩的青枣果林，一片在
村前，一片在村仔，一北一西，遥遥在望，
共同装点、哺育着可爱的家乡。每年中秋
节前夕，那两片青枣果树又开花了。
青枣果树是一种速长再生的果树。
青枣树年头种，年尾就结果。清明节前
后，青枣一摘光，就一刀一刀地砍去果树
的枝叶、树干，只留下一桩桩树头，犹如一
位位秃顶的老人，默默地蹲守在空旷的果
园里。时至农历八月，那一个个树头又长
成枝繁叶茂盛的果树，并且开花、结果。
真想不到，青枣树生长如此的迅速，生命
力如此的顽强！
青枣果树并不高大，仅有个头多高，
不用爬树，站在地上伸手就能摘到果实，
得来不费多大工夫。它的枝干旁逸斜出，
呈“之”字形向四面平展开去，株株枝叶相
互交错，相连一片，浑然天成了一个宽广
的绿色大棚，密不漏光，绿意汪洋。微风
一阵阵拂过，枝叶有节奏地摇曳，沙沙沙
地轻响，仿若一波波的绿浪在翻滚涌动，
在浅唱低吟，景象蔚为壮观，令人赏心悦
目。
青枣花，米粒般小，嫩弱黄绿，一簇簇
害羞似的闪躲在茂密的卵形大的绿叶之
中，极目望去看不出来，走近仔细瞧才分
明，所谓是枣花近看遥却无。青枣花香气
也很淡很淡，不凑上鼻子闻一闻，才嗅觉
不到呢。然而，它的花汁相当的丰盛，蜜
蜂酿造蜜糖的好花源。
花不等人，人赶花。谙熟花事的养蜂
人总是不失花时，从异地他乡运来一批批
蜜蜂，安营扎寨在家乡那两片青枣园，抢
抓短暂的花期放蜂采蜜。青枣树下一个
个的养蜂箱，被蜜蜂团团围住，蜂儿钻入
钻出，穿梭不断；果树上蜂儿嗡嗡地盘旋，
时起时落，到处是蜂影，到处是蜂声，青枣

家乡的
青枣果林
◇朱景

果园鲜活了起来，生动了起来。
百花酿成蜜，蜜成花不见。青枣花期
有二十来天，花开不断，蜜蜂也就采个不
停。十天八天，打开蜂箱，取出一面一面
的蜂篦，剥去蜂蜡，一个个蜂窝贮满了蜂
蜜，微黄、澄清、透亮，浓烈的醇香弥漫开
去，连整个果园也甜蜜蜜的了。
不知蜜蜂感谢不感谢青枣树，青枣树

可得感谢蜜蜂。给蜜蜂精心抚摸过的青
枣花，朵朵精神娇艳。花谢后，一条条大
大小小的树枝挂满了一粒粒水灵灵的小
果实，挨挨挤挤，隐匿于绿叶之间，如同弱
不禁风的婴儿躺在温暖的襁褓里，美美的
睡着。阳光的沐浴，雨露的滋润，果农的
喂养，青枣一日日长大，一天一个样，像珍
珠，像玻璃弹珠，像鸡蛋，有的如鸭蛋一般

大小，颗颗饱满可爱，令人眼生光，心生
喜。与此同时，青枣的色素也在不断的变
幻着，嫩青、浅青、深青，越发碧绿发亮，幽
光不停的闪烁，不停的跳动，好像孩子那
样的调皮。果实日益长大，柔软的树枝不
堪重荷，日渐下垂，压弯了树枝，若不是被
早已支起的铁架子托住，不压断树枝，也
是趴在地上。这时，叶不掩果，青枣完全
裸露了出来，满园是果，满眼是果，满心也
是果。
青枣收获期很长，从农历十二月开
始，陆陆续续釆撷到次年清明节前后。每
天，成百村民在这两片青枣园里摘果、拉
果、拣果，或是东家的或是西户的，或在这
块果园或在那丘果园，轮轮回回反反复
复，忙得不亦乐乎，幽静的果园变成了一
个异常繁忙热闹的世界。一棵棵果树上
挂满他们一个个故事，果园里时时回荡着
他们一阵阵的笑语欢声。
近在果园，得果吃。每天，摘果乡民
都带回进不了市场、被淘汰下来的青枣，
除了留下少许自家吃，大部分送邻送居，
家家有果吃，人人大饱口福，整个村子无
处不浸在浓浓的青枣香里。
家乡那两片青枣园属沙石地带，不保
水不保肥，许多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嫌其
贫瘠，懒长歉收。青枣树却偏爱上家乡这
片土地，生长好，果实大，果汁多，果肉脆，
果色靓，糖分足，美味可口，成为青枣中的
佳品，顾客青睐有加，远近畅销，价格稳中
有升，果农年年盈利。村民风趣地说：
“种
上青枣树，如同种了摇钱树。”
这两片青枣果林变家乡土地为宝，提
高了耕田经济效益，解决了家乡剩余劳动
力的就业，为加快家乡的发展做出了贡
献，还造就了家乡靓丽的田园风光，一举
多得，美哉美哉！

原点海滨广场漫步
◇沈时光
时值金秋，习习海风带着丝丝凉意和
撩，似轻云，
更似秋水，让人倍感神清气爽！ 如仪仗兵士的行道大椰王，笔直地屹立在
浓郁的海腥味，迎头盖脸泼来。借着遍布
“ 小 荷 才 露 尖 尖 角 ，早 有 蜻 蜓 立 上
路边，
耐心地候待前来观光的嘉宾似的。
原点广场四周的辉煌灯饰，远远地地眺见， 头”。占地百十亩的原点海滨广场上，有
哇！一墙白色惊涛骇浪汹涌而至。正
那高悬的一行“海上大都会”霓虹字招牌， “草根”
歌手在一展歌喉。那位业余体育健
在惊骇，想马上闪避，可是迟了，待回过神
在夜色的掩映下，显得格外明丽诱人。在
叔，在猛力抛着长线的彩色网球。那来回
来，方领会到那是“踏浪广场”人工雕塑的
那朦胧的远景上，是隔海相望的充满魅力
张束的抛球轨迹恍若火箭升天,亦似流星
公园的主题景致——
“鳞浪”，如团团大海
的特呈岛旅游度假村，以及坐落在中国第
滑落，
煞是生动！
浪花，有序地点缀在公园的四方角落。再
五大岛——美丽的湛江东海岛的钢铁生产
广场偏右的地段，划出了一方近千平
往东走，大约十分钟光景，就到达“踏浪广
基地。这时候，都灯火璀璨起来了。而在
米的旱冰池，让那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
场”了。踏浪广场占地约二三十亩，集中地
演绎着湛江港建港历史主题的海滨公园
年晚晚溜滑驰娉。他们身着蓝燕服，双手
塑造了湛江港历史的大型休闲公园，那重
——保利原点广场上，港湾人的夜生活开
扳腰，随着音乐，一脚一步交替变幻着双
塑的货舱巨型水泥骨骼框架，让人不由对
始了。
足。他们斜着身子，忽高忽低，忽左忽右， 港口建设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屈不挠
每当夕阳西去的时候，周围的住户酒
像俏皮的春燕衔泥戏水，
煞是赏心悦目！
的精神充满敬畏。
足饭饱后，都如潮水般涌向湛江港原点海
“呜——”一声长长的船笛，划破了夜
广 场 之 东 ，是 美 丽 的 湛 江 港 主 题 航
滨广场，去追寻属于自己逸乐悠闲的
“伊甸
晚天空的沉静。哦，现在已是金秋十月了， 道。此时，湾面辽阔，波光潋滟，弥漫着
园”。
“可怜九月初三夜，
露似珍珠月似弓”，
诗人
百舸争流的风景。那满载着湛江美好明
那群年青的姑娘早早地登场。她们抢
所描摹的秋韵景致，眼下正是当时。从美
天的油轮巨无霸，自北往南，正在款款离
占了广场的心脏地位，穿戴整洁齐一，
笔直
丽的湛江港湾上吹来了湿冷的海风，让我
港而去。它身后，犁起滔天的雪浪银墙。
地列成四条长龙队伍。在音响的渲染下， 猛然清醒。夜色加浓，我不得不收起脚步，
“突突突突”，那机动的木制渔船，正在
他们尽情地摇滚着最新潮的劲舞。其中最
折身往回走。狂欢了大半夜的海港人也陆
繁忙地穿梭在蔚蓝的湛江港湾上，撒网、收
惹眼球的，要数那个领队。只见她腰肢婀
续退场，
而城市的灯光依然璀璨迷人！
网，描绘了一幅崭新的
“渔舟晨曲”美图。
娜，裙裾飘飘，在不停地舞动着水蛇灵腰，
翌日，
我起了个大早。那时，东方蓝空
站 立 在“ 踏 浪 广 场 ”的 高 台 上 ，极 眼
俨然群星烘托的朗月。
才微现鱼肚白痕，四围静谧极了。只有猎
展望辽阔的湛江港湾，南面装卸码头的
那些上年纪的大妈，
也不甘示后，也在
猎的海风，
在呼呼劲吹。
巨无霸龙门吊在忙碌地起降。此情此
寻找契机，柔腕轻搭着自己心仪的舞伴，
宛
沿着原点海滨广场新铺的瓷砖路面
境 ，让 人 油 然 想 起 曹 孟 德 的《观 沧 海》：
如双燕翩舞。
《斗牛》舞曲的激越旋律，
牵引
——观海长廊最南端的一段路向东走去，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
着一双双脚步，
在
“嘣嚓嚓”地欢跳。
很远就眺见了海事局塔楼顶端的天线在不
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
身 着 朴 素 唐 装 的 大 爷 ，也 赶 来 助 兴
停地旋转，仿佛巨人正在向你招手表达欢
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
了。在一曲悠扬的广东音乐陪伴下，一口
迎之意呢。
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气娴熟地演绎了一整套太极剑路。那柔中
夹道遍植红花绿木。不过，时候已近
于是坚信，勤劳的湛江人扬帆搏浪、走向
赋刚的肢体忽左忽右，闪挪腾跃，点刺劈
深秋，
“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那宛
世界的美好愿景成真！

秋天抒情
◇张舒涵
打开窗户，秋风吹进来。
一切烦恼都消失了，热乎乎的
空气变得凉爽起来。
享受着香甜可口的枫糖浆，闻
着秋天的气息，感觉进入了一个秋
的世界，品味着美妙的秋天，独特的
秋天。
秋，是五颜六色的地毯；有黄色
的，有红色的，有橙色的，甚至还有
渐变色的枯叶。
秋，是万紫千红的花园。清新
悦目的菊花是柠檬般的黄色，香气
浓密的桂花是乳白，黄或橙红色的；
当然，荷花、睡莲，肯定是拥有着少
女心的嫩粉色，而淡淡的月季却是
什么颜色都有。
秋，是鸟的舞台。有“布谷布
谷”叫的杜鹃,有“依依”叫的黄鹂，
还有“咕噜咕噜”叫的天鹅，最后是
“嘎嘎”叫的鸿雁。秋，是百鸟的合
唱。
秋，是丰收的果实，是甜蜜的时
光，在清澈的空气中，夹杂着成熟的
果香。
秋，是美丽的季节；炎热的夏
天，悄悄地过去了。意味着崭新的
希望和全新烂漫的秋天，不知不觉
的要开始了；秋，是用画笔把所有叶
子都换了色彩的季节。
让我们一起迎接这美得让人难
以置信的秋天吧！一起看看绚丽的
天空，并快乐的微笑着；一起看山里
的枫叶翻阅所有甜蜜的记忆，一起
看大地庄稼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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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

（外二首）

◇陈强
深秋仿佛一本多彩斑斓的画册
包裹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一片片枯叶飘落在音乐广场
与阿姨大妈轻盈的舞姿对撞
在晨光下闪出一道道亮丽风景
深秋，一场大雨倾泻而下
田埂地头涨满着流水
而收割机还在隆隆鸣响
奔驰在辽阔的田野
那个手紧握方向盘的女人
仿佛一条轻灵的鱼
穿梭在千重稻浪里
深秋，我看到南半岛的每个村庄
披着金色的光泽，幸福地站立着
而秋风，就像一位
前来乡下写生的画家
慢慢地着色、涂抹

大海是一架庞大的钢琴
在南海，日夜喧哗的涛声
仿佛一首婉转动听的渔歌
每朵浪花，好比一个跳动的音符
大海是一架庞大的钢琴
任海浪弹奏浅蓝与深蓝的交响
海风像一个职业歌手
与小鸟不停地跑场和唱着
那些螃蜞螃蟹与小鱼小虾
迫不及待赶集在辽阔的海滩上
聆听海风与波涛合奏的歌谣
无垠的海滩，顿时热闹非凡
那些守着潮起潮落的红嘴鸥
与那片站在海水里的红树林
纷纷鼓掌喝彩，为这座海滨城市腾飞
打气加油
南海这片蓝色的海湾
货轮穿梭，汽笛长鸣
每一声波涛都像一曲旋律
每束浪花都是大海的音符

海风一阵阵吹
海风一阵阵吹来，浪花一朵朵溅起
又一朵朵平息
一杆杆船桅摇晃在波涛间
大海在呼唤着远方的航向
海风是海浪的鼓手
风力多大，浪就多高
当风停息了，海面恢复了平静
那排排招手的苇花，又重新
挺拔在颀长的海岸上
几只海鸟衔着梦想，伴随海滩上
一只只起舞的风筝
飞翔在蔚蓝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