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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的城

赶小海
□林翠珍

周末，家住东海岛的朋友，邀请我和
另一好友到她那儿去赶海。
车过东海岛大桥，
正是落日时分，
夕阳
灿烂，海面平静，协调的色彩搭配，视觉的
开阔无边，
让人的心情也变得辽阔而兴奋。
到了村子里，太阳已完全西沉了。冬
天的暮色来得快，褪去了辉煌的夕阳余
晖，小渔村美丽宁静的夜色开始了。我们
吃了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晚餐，青菜是地里
刚摘的，油炸的鱼仔也是从海边抓的，汤
是鲜美的，就连白饭也觉得香喷喷的，我
们胃口大开。这是一家淳朴勤劳的人。
朋友的婆婆是个高而瘦的渔妇，肤色黝黑
但精神矍铄，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她总
是笑容满面，示意我们不要客气。
吃过饭，我们开始计划明早赶海。其
实去赶海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叫赶
海，也不懂什么时候潮涨，什么时候潮落，
辽阔汹涌的大海有哪些规律可循。但我
们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朋友的公公婆婆都
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渔民，所谓靠海吃海，
他们懂得大海的性格，对涨潮退潮的规律
了如指掌。她告诉我们 10:30 左右去。
次日一早，我们哪里甘愿睡懒觉？这是看
海上日出的大好机会。
我们 6 点就起床了。从朋友家到海
边，不过是两百多米。但我们怕错过，出
了门口就像风一样飞快地跑起来，直往海
边奔去。还没看到海，就听到海浪声，一
拨一拨地传过来。在堤坝上看到海，我们
顿时激动起来，其实看海也不少了，却还
是抑不住激动。跟别的海不一样，这里的
海无边无际，看上去深邃而辽阔，海上的
船只都是渔船，没有人群的喧闹，最接近
大自然的样子。
清晨有雾，尤其是海天相接处，我们
以为看不到日出了。然而，不经意间，东
方的霞光越来越多，橙红色的，一派和谐
而温柔的画面。没想到，太阳真的冒出来
了！刚开始只露一点点，单是这一点点，

便冲破了云雾，一点点往上升，再往上，有
如神话中的大圣降临，光芒万丈，海面也
铺了一片金灿灿的辉煌。太美了！
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回来吃过早饭，
就去赶海了。几乎是全副武装：头戴大大
的斗笠，又裹住了脖子和脸，只露出眼睛，
戴上粗布手套，再穿上塑料水鞋。工具有
桶、塑料罐子、蚝撬、扁头螺丝刀、耙子等。
电车开了很远，我们选一个地方下海
去。这时的海不同清晨的海，没什么浪，
平平静静的。果然是潮退了。一片片礁
石露出来，大大小小的礁石，黑黑的，一块
块的，看着疙疙瘩瘩。没想到美味就藏在
里面。都是野生的蚝！这时我知道为什
么要穿塑料水鞋，因为蚝那么多，它的壳
很锋利，一不小心就会被割伤的。根本不
用去寻，就在那片礁石区域里，搁一个小
板凳坐下来。直接可以打蚝了！但需要
耐心，它们吸附在一起，看起来像石头疙
瘩，有大也有小，你得找准了把它敲散。
这时，撬开丑陋而粗糙的蚝壳，没想到里
面的蚝肉——肥美！洁白！好多好多生
蚝，只要你不怕累，在潮涨之前你都可以
在这里打蚝，根本撬不完。蚝壳有大有
小，但蚝肉都是肥美的，壳的里面很漂亮，
平滑而洁白，有一点黑就像水墨画一样。
饱满雪白的蚝肉，住满了壳内这个小屋
子。一只、两只、三只、四只……朋友的撬
蚝手势娴熟，一只只生蚝在撬子和尖刀熟
练替换之间从壳内脱落，放到盆中。
我羡慕这里的人，海鲜美味短缺不
了。但看到朋友以及当地其他人——男
女老少都在赶海，我看到他们辛勤而踏实
的劳动，心想这美味是他们应得的。不只
是蚝，还有虾、蟹，打蚝打了半个小时，眼
看着潮水不断退下去。有些蟹、虾躲在大
大小小的礁石下，我一搬开，就看到海蟹
急急地爬走。而我眼疾手快就把它收入
囊中了。也有很多海螺，钉螺、花螺，还有
说不出名字的，费些眼力去捡，不一会儿

就可以捡到一小盆。
不远处，还有渔民在挖青口贝，他喊
我们也去，我们因工具不全就没去。不
过，搁浅在礁石底下有不少鱼和虾，活蹦
乱跳的，我一把抓住它们，激动得大叫起
来 。 两 位 朋 友 笑 我 ：摸 鱼 捉 虾 ，大 呼 小
叫！是啊！如此丰收，能不让人兴奋吗？
看看盆和桶里装的，
够大吃两顿了。
到下午 1 点，我们三人才心满意足地
回去。经过一片更近的海域，我问刚才为
何不在这打，朋友说：村里的老人也出来
打 蚝 ，他 们 走 不 了 远 路 ，这 块 近 的 给 他
们。年轻力壮的人都去远一些，大家都这
样的。这平常而又动人的乡情！我们心
中感动着。
迈进门，看到朋友的公公和婆婆都先
于我们回来了。两位勤劳的渔民也去赶
海了，他们去了更深的海域，打渔更辛苦，
但收获也更多：竹篓里的海蟹又厚又大，
青灰色的蟹壳上花纹斑驳，张着一对大钳
子，两只乌黑眼睛骨碌碌地转；鱼虾更是
活蹦乱跳，簸箕也盖不住，最大的鱼有五
六斤重，单单一个鱼头就可以煮一大锅鲜
汤了；贝类则在盆里偷偷地喷水……全都
是最新鲜的海鲜！
我们忙活着，
到地里割了一把韭菜，
拍
两颗姜，
煮了一锅蚝汤，
这是我们在礁石底
下里打来的野生蚝呀，
我们痛快地喝一顿，
那鲜美是我从来没吃过的。海蟹呢，用来
清蒸，
里面的蟹膏诱人极了，
大钳子里的蟹
肉洁白洁白的；辣椒爆炒海螺，吮吸着吃，
辣味和鲜味融合，直叫人吃得过瘾。善良
的主人叫邻居一起来吃，宰好了鱼给隔壁
老婆婆也分一些。大家都很高兴。
回来途中，又经过东海岛大桥，我看
着这片丰饶的大海出了神。我在心里赞
叹着它，不仅辽阔美丽，还赠予人们多少
海鲜美味！但我又想，这应该是相辅相成
的，渔民爱海护海，海才能给人们以大自
然的馈赠。这是最朴素的道理。

云轻天阔。秋天某个周末一个人走
过城北，往日热闹的城，一片安静。秋意
正浓，午后的城北多了一些寂寥，多年以
来走南闯北，我不记得多少次从这里启
程。曾何时，我在城里数过日出日落，伫
立在站台旁边，窥见人来人往穿梭而过，
有些时光已是如此遥远，时间在默无声
息中过去，像流淌过的岁月，短暂而流
长。在此停顿的我，多半时间都在城外
度过，花开花落，城里的余温仍旧在梦
里。
脚下是梦里的城，城里的乡山、城里
的溪谷河流、城里淅淅沥沥的雨声，山中
的晨钟暮鼓、城里呢喃的夜语，曾在梦里
回响。在行走的里程，我们已走过了青
春的岁月，走过城里的一山一水、一村一
舍，顿然回首已是如此遥远。这座梦牵
魂绕的城，在时光流淌过的昨日，来时的
踪迹，在眼前，也在我虔诚的心里。
神电卫，一个古老而熟悉的名字，是
梦里的一座古朴无华的城。我们曾经这
么长久地沉浸在她的梦中。恍然如梦，
如今我置身在小城，带有几分清醒，带有
几分沉醉。
古城包罗万象，城里市井的繁忙、城
内市侩集聚，形形色色，游走梭巡城里，
偶尔与一些城里人打过照面，在不被理
解当中，我宛然就像置身在小城的江湖

□黄俊怡

里。
在城里的一隅，回望故地，梦里悠长
的幽思，从城里漫过城外，逐梦在浩瀚的
远方。此刻，我只是默默无闻的城外人，
我不属于城里的江湖，回首属于我们的
城已是如此遥远。现在的城正追赶商业
发展的步伐，物质条件丰饶，茶楼酒肆鳞
次栉比，觥筹交错下，城内韵味十足。
孑然而行，我寻找从前的那个我，寻
找从前的初心，寻找乡山里那潺潺而过
的一湾清水。天高云淡，月白风清，我一
如既往地寻找的那一股清流，始终是萦
绕在梦里的城。
梦回古城。我以一个城外人，一次
又一次默默地路过。这些年来，我与一
些城里人有过相从甚密，也与一些人渐
行渐远。岁月已把我的棱角逐渐磨平，
一卷旧梦，一袭浮名，终会堙没在无垠的
岁月里。与许多奔走在城外的人一样，
我们终将回到这里。不管走得多远，从
灿烂归于平淡，从繁华回归平静，我们终
归回到梦里的城，当脚步回到这里，小城
变得很大很大，我变得卑微而渺小。
我从城里缓缓而行，有些路已经走
过，我不再迷惑。想起一位明代诗人的
句子：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
红。”

乡思
黄大爷是我桤木河湿地老屋的邻居，
年过九旬，
早年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育
有二女二男，大儿子早年考上大学，远在
外地当公务员，
现在已经退休继续留在外
地城里。小儿子在家务农，
已分到政府拆
迁统一打造的新居，两个女儿早已出嫁。
我回老家见到黄大爷时，
他独自一人坐在
墙角，
吸着本地出产的叶子烟。
我喊他：
“ 黄大爷，还好不？”他站起
来，手拄拐杖，抬起眼睛四处张望，因为
眼疾，他努力寻找，终于看清是我，伸出
满是青筋的手一把拉住我：
“ 哎呀，小侄
儿！什么风把你吹回来了，有空来看你
大爷哟？”我接过他的话说：
“ 想家了，回
来看看。”黄大爷道：
“吃饭了没有？”我赶
紧说：
“吃了，吃了，您老莫担心……”
沐浴在乡村清凉的微风中，和黄大
爷拉着家常，那久违的乡音，久别的故
人，又不由自主地唤醒了尘封多年邻里
一家亲的温暖人心的记忆。
“现在的生活好了，不缺吃穿，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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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永恒
满村少了年轻人，都到外地发展去了。”
黄大爷说。
年轻时候的黄大爷是个高大健壮的
汉子，早年参军入朝作战，后来带伤复员
回家，与老伴一起养育儿女勤俭持家，养
大了儿女又帮着带孙子，如今耄耋之年，
老伴已逝，一个人留守家中。
我也曾踏上离家的征程，在外闯荡，
梦想寻找更美好的生活，梦想事业越做
越旺，我们的梦想越飞越高，以至于我们
与故乡越走越远……
日渐老去的老屋，氤氲在空气中的
饭香；满目金黄的田园，农忙抢收的乡
亲；墙角的老人，把青春和希望奉献给了
这块土地。
发车启动回城，我与故乡再一次愈
行愈远，猛然意识到漫漫岁月里，我与故
乡已渐遥远，我们不再彼此依赖，我们都
改变了彼此的模样，故乡已不再是儿时
熟悉的故乡，我们也不再是当年的我们，
也许，它原本就只能属于记忆和思念。

我愿做一束暖暖的阳光
□林爱珠

诗词六首

鹧鸪天· 夜思

□邹华辉

傲梅
松踪柏影矗寒中，何处遗梅慰瑟冬。
丰雪矮枝荫翳里，尚馀一簇傲霜空。

寒露
寒露晓天泪落英，离人濡梦桑梓情。
一笺乡念安须寄，捏碎红尘万里风。

湖畔夜景

雨后南国
晓来骤起广寒天，霁罢新出蜃世颜。
疑是九重仙作客，骖风驷雾卧人间。

绿肥腰瘦胜芳华，新柳拂开万缕霞。
撩落满塘秋意皱，惟馀玉桂趁清嘉。

惟恐更深念未尘，拈来砚墨黯销魂。
凡尘寂寞躯难却，字里风情骨尚存。
执欲笔，觅昔痕，须臾秋困杳空神。
小窗又种痴情月，照照当年忆满身。

鹧鸪天·乡情
沙幼渚清风作桨。子规薤露啭晶塘。
竞邀凫鹜汀洲漫，惹几流蜞沃稼香。
乡野畔，老垣旁，鞭牛童子捡残阳。
秋波暝奏及时雨，赠我经年稷过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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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用水倡议书

全市各公共机构、广大市民朋友：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高温少雨，各大水库蓄水量也
持续下降，出现了局部旱情，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
正常蓄水位以下，蓄水量与多年同期相比偏少一成多，
其中湛江人民的“大水缸”鹤地水库蓄水量偏少 22%，
抗旱保供水形势十分严峻，节约用水刻不容缓。
节约用水是应对水资源短缺和减少污水排放、改
善水生态环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我们要积极行
动起来，珍惜每一滴水，践行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促
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在此，
我们发出以下倡议：
一、树立节水意识。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生
产之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我们要充
分认识爱水护水的重要意义，自觉树立“节约用水光
荣、浪费用水可耻”的观念，使节约用水成为每个单位、
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二、强化节水责任。要争做节约用水的宣传者、文
明用水的倡导者、科学用水的践行者，从自身做起，积
极带头遵守节约用水规定，用实际行动带动和影响身
边的人，努力打造共同参与、科学规范、节能高效的文
明用水环境。
三、养成节水习惯。尽量缩短用水时间，随手关闭
水龙头，做到人走水停；用淘米水浇花，用洗衣服的水
打扫卫生、冲刷厕所,做到一水多用；用盆盛水洗菜、洗
碗、洗脸、洗衣，做到厨房节约一盆水、浴室节约一缸
水、洗衣节约一桶水；倡导“空瓶”行动，饮用瓶装水应
喝完再丢弃，杜绝
“半瓶水”浪费现象。
四、强化用水管理。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加强用水
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杜绝“跑、冒、滴、漏”，杜绝
出现“长流水”现象。用水企业要大力推广和使用节水
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改造传统耗水工艺技术，提高
水重复利用率，
做好节水减排工作。
“点滴之水，汇成江河”，让我们携起手来，以实际
行动支持全市节水工作，共建人文和谐、绿色生态的美
好湛江。
湛江市水务局
湛江市节约用水事务中心
2021 年 11 月 16 日

工程竣工交付声明

由宜春市交通公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施工位于
营仔镇 X674 线，起点桩号 K0+000，终点位于兰海
高速息安互通连接线收费站广场处，终点桩号为
K8+424。廉江市县道 X712 营石线营仔至息安段改
建工程（兰海高速息安互通连接线）工程已经竣工验
收。本项目所有民工工资及材料款、设备租赁等工
程款项已经结清。未发现任何工程质量、安全事故
和款项拖欠问题。本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登报
公示，公示时间为 15 天，如有任何未结清款项和未
处理结束的事件以及投诉，请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
前来电给我单位工程管理部门，逾期不向我公司申
报备案的，我司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监督电话：
0795-3553383
宜春市交通公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 日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我愿做一束暖暖的春阳
照在尖尖的草芽上
不是因为你缺少生机
而是擦亮你每一天的眼睛
愿你挂着笑弯的眉毛
欣赏千姿百态的人间

我愿做一束暖暖的秋阳
照在你高高的窗棂上
不是因为你缺少光线
而是照亮你每一天的心灵
愿你带着温暖上路
散发每一份余光

我愿做一束暖暖的夏阳
照在圆圆的荷叶上
不是因为你缺少光合作用
而是撑开你每一天的胸怀
愿你仰着甜甜的笑脸
迎接浩瀚无边的蓝天

我愿做一束暖暖的冬阳
照在你坚实的后背上
不是因为你缺少力量
而是唤醒你每一天的希望
愿你扛着责任前行
牢记当初的使命担当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文明骑车 文明驾车
文明停车 文明乘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