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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文 体

任何人都没资格说故乡是自己
的，但任何人都可以说故乡是自己
的。就像世上的路，没有人敢说路是
自己的，又可以说路是自己的一样。

时光的背后总跟着一群庄稼，庄
稼的背后是一群青蛙，蹦蹦跳跳地
走。岁月原本无声无息，因为有着这
憨厚的庄稼和蹦跳的青蛙，乡野也就
生动起来。

故乡的原野，不仅种着庄稼，也
种芒果、香蕉、菠萝、荔枝等岭南佳
果，更有连片的甘蔗林。大地是有情
义的，也是悲悯的，只要尊重它，珍
爱它，就会永远滋养你，庇护你。

对于苍茫的乡野来说，我们实在
是太渺小了。但再卑微的生命都有其
存在的价值，都不应被忽略，被践
踏。故乡的树，故乡的水，故乡的
人，就连那些小鸡小狗小猫，都是故
乡的一份子，不能分割，不能抛弃，
不能被损害。

没有谁的脚步能够追赶流水，也
没有哪一个村庄能留得住所有的时
光。有人说乡村是寂寞的，其实寂寞
与否，关键是能否被激活。只要乡亲
们仍在，土墙和屋檐仍在，水井与明
月仍在，校舍与戏台仍在，村庄的记
忆就仍在。

我敬佩广袤的乡野，不管接纳了
多少杂质，受到了多少污染，也不管
遭受多少剐削与蚕食，都义无反顾地
为我们提供食粮，这种以德报怨的情
怀，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的心胸变
得更为宽广。

我的故乡是雷州半岛南渡河畔的
一个小山村。乡野里，白天有白鹭飞
起，夜晚有蛙声奏响，一切都带着泥
土和草丛的气息。故乡虽然贫瘠，但
再瘦也是故乡。在清贫而苦涩的岁月
里，不乏人世的温情。村口那棵老榕
树，站成不变的风景。千百年流传的
村名，保持着那份质朴与耿直，即使
是今天，那些开进去的豪华小车，也
会拘谨得不知道以何种方式抵达。

在乡野劳作的乡亲们，最能体味
农村底层生活的艰辛。汗水是实实在
在的，来不得半点虚假。许多乡亲，
常常在鸡啼两三声的凌晨就要起床，
到三五公里远的村墟买菜，天未亮，
集市已散，想不早起都不行。

生活若能与庄稼等价，乡村也不至
于如此艰难。面对乡野，我常常陷入沉
思，只想找庄稼说说话，但庄稼很谦
逊，摇摇头，一言不发。风儿却自告奋
勇地带来一些乡野之外的消息，譬如，
地沟油爆炒出油腻的世事，毒奶粉搅拌
出浑浊的人心，甚至白天出门的脚步，
夜晚回家的影子，都带有污染的气味。

感谢诗歌，为我打开通向故乡的
门。返家后，从村井里打起一桶清
水，勺一瓢饮，甘醇甜美，沁入心
脾。与其说我走进故乡的门，不如说
故乡走进我的心。如果我的诗歌不写
乡野，不写庄稼，那还能写什么呢？
我笔写我心，我心连乡野，乡野长庄
稼。不要小看那些不起眼的庄稼，每
一株庄稼都是有感情的，虽然表面上
看不出来，它们对生活是满足还是缺
憾，对未来是憧憬还是悲观。

诗歌深处总有一种笑容，真诚的

人可以看得到。人的一辈子，若能留
下一两首让时间和人们都能记得住的
诗，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从这个
朴素的愿望出发，朝着这个美好的目
标走去，既无悔于心，也无愧于笔，
就这样年岁匆匆，将近五十而两鬓染
霜。

写诗如种田，是一件辛苦的事，
需要花费无数的心血。个中况味，只
有身历其中的人方能体会。正如土地
的耕种是长年不息的，诗人的写作往
往也是彻夜不眠。世事随着年月而苍
茫，我们无法改变这一切，只希望能
在苍茫的乡野上，种出一些有意义的
东西，里面会有人性之美、梦想之甜
和生活之乐！

在我们中国人的记忆里，几乎所
有孩童都会背诵几首唐诗，其中少不
了骆宾王的《咏鹅》。是小孩子喜欢
鹅？还是小孩子喜欢诗？这些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鹅离不开水，离不开
乡野的池塘和小河。

乡愁是永远的牵挂，不管故乡多
远。也许有人觉得，眷恋乡村是小农
思想，缺乏现代意识，殊不知，最现
代最进步的思想，莫过于亲近自然，
回归自然。只要乡愁在心中，你就会
对故乡刮目相看，甚至脉脉含情，恋
恋不舍。

安详的诗歌，就像与卑微的泥土
谈心那样亲切。人一旦写诗，就会投
入思考，思考着庄稼的命运和乡亲们
的命运。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普通
老百姓的心愿，为达这一心愿，不仅
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也要维护
人与自然的和谐。

不要自视乡村低人一等，也不要
把城市看得高人一头。乡村与城市，
就像地瓜与番薯，称谓不同而已，皆
是我们的家园。走向城市，并不意味
着要抛弃乡村；眷恋乡村，也并不意
味着要疏远城市。若能做到城乡交
融，彼此平等，城连着乡，乡连着
城，那么，进城与返乡，便是同一意
义上的回家了。只有到那个时候，我

们才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美
好！

我一直在想，该以何种方式表达
对故乡的爱，最后我还是选定了诗
歌。我不想用泪水书写乡愁，生活虽
然长着一张委屈的脸，但我蹲在墙
边，打一盆清水为它慢慢地洗净。当
然，生活毕竟是生活，理想代替不了
现实，更多时候，需要一种面对现实
的勇气。人间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就
是抬头能够看到月亮，分享一份不带
歧视的月华。仰望碧空，我愿做一个
虔诚的祈祷，那就是让写诗的人与不
写诗的人，都能健健康康。

生命因疼痛而存在，没有疼痛
感，生命何寻？跟在时光背后的庄
稼，它的脚步可以停下来，但它的语
言停不下来，并且以更加笃定的方式
向田野发表。所有的苦楚，都无法改
变庄稼与生俱来的初衷，那就是生
长、抽穗、成熟，颗粒归仓。

庄稼的喜悦属于种庄稼的人，他
们之间心有灵犀，配合默契。并且彼
此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不期
而遇的温暖，总会有生生不息的希望
在。乡野的尽头仍然是乡野，天空依
然是那么的蓝，河流依然是那么的
宽。

家乡的门已经打开了，我的诗歌
也就安顿下来。在今后的日子里，故
乡已从一种远距离的牵挂，变成了零
距离的归宿。而这种归宿，对我来
说，是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似乎苍
凉，实则温暖，愿这种温暖常伴在我
的身边，为我加油，为我鼓掌。现将
我写的一首小诗《抒怀》附上，以表
情志。

苍茫世路费吟哦，
乡野诗成梦亦多。
鹭影清风山谷帖，
蛙声明月子瞻歌。
年华似水谁携酒，
事业如云我种禾。
敢羡陶潜归有计，
扶锄莫笑背微驼。

荸荠润冬
□钟正和

某个午后，我散步时在菜市场门口看到
有农妇在卖荸荠，一个个洗得圆润通透，有
的呈深紫色、有的呈浅黑色，茎芽有短有
粗，好似五彩糖球般吸引了我的双目，遂上
去称了几斤。

返家后先挑出一部分，削了皮留作晚间
烧菜用，多余的则刮毛去芽，依着小时候的
习惯，直接塞入口中，用门牙一点一点啃去
外皮，直到露出白生生的果肉，再一口咬进
嘴里。伴着那咀嚼的喀嚓声和满嘴的甘爽汁
水，脑海中竟泛起对那往事的回忆来。

荸荠，是一种生长在河泥里的球茎植
物。它有好多别名，除了“凫茈”的古称
外，还因其外形，被称为“马蹄”，又因生吃
口感爽脆甘甜，水分多而无渣，与梨酷似，
民间也谓之“地梨”。

我们平时见到或吃到的荸荠，乃是它的
球茎。按理说应归为蔬菜类，然在乡间孩子
们的眼里，更多时候仍偏爱将之视为水果。

我的童年时代，可不像如今，好吃的果
品多得几乎让人分不清春夏秋冬和东南西
北。那时的孩童，不缺快乐，不缺美景，唯
独缺吃的。尤其在几乎见不到什么水果的冬
季，全赖这不仅常见，且价钱便宜的荸荠来
弥补味蕾上的不足。

我至今记得，那会每年一入冬，外婆隔
三岔五就会买回一大盆硕大的荸荠，也不削
皮，只洗上两遍后，用慢火烧成荸荠汤。

煮熟的荸荠甜丝丝的，还带着些许清
香。小孩通常是缺乏耐心的，由于觉得削皮
麻烦，削的时间往往比吃的时间还要长，所
以多数情况下，都是直接扔到嘴里，用牙齿
边啃边转，待咬开外皮后再大嚼一番。荸荠
不像其他瓜果那样，甜中多少含着些酸涩。
荸荠的甜是一种纯然的甜，加上别有一股子
略带泥塘水泽气息的清味，所以特别爽口，
是童年值得回忆的味道之一。

吃完了荸荠，汤也不浪费，汤里的荸荠
味最浓。当茶喝，呷一口，回味悠长，据说
还可以清热降火。

荸荠独特的清香，使之呈现出与众不同的
饮食魅力，既可作为果物生吃，又能搭配别的
食材，给菜肴平添几分添清甜怡人的风味。

譬如，将荸荠与荠菜合炒。荠菜有鲜气
而素淡，和荸荠搭调，二者都不会过于表
现，而是同仇敌忾地成就一盘子的鲜美。此
外，荸荠配以鱼片亦炒。端上来一盘雪白，
点缀着黄的姜末、绿的葱花，单是看着就让
人垂涎欲滴。吃上一口，鱼片的鲜香与荸荠
的清脆相辅相成，沁进舌尖，今日多吃两碗
饭是肯定的了。

在吾乡，有一款“荸荠球”，是著名的
“松江三球”（荸荠球、松子虾球、八宝球）之
一。此菜以豆沙为馅心，荸荠去皮切成小粒，
拌入少许糯米粉（也可用面粉）捏成球状，下
锅用温油煎炸至颜色金黄，即可出锅。趁热食
之，豆沙的甜香与荸荠之爽口汇于一球，那个
味道，真叫人“挨巴掌都不肯放”。

荸荠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耐储存，新鲜的
荸荠在冬日可存放2个月不坏。早年时，有不
少乡人喜欢在荸荠大量上市的季节，多买些回
家，将它们放到竹篮里挂在廊檐下通风处，让
冬天的寒风慢慢收干荸荠的一部分水分。

这种风干的荸荠，因失去了水分的滋
润，个头由原先铜板左右干缩成围棋子般大
小，紫黑色的表皮，起了密密的皱褶，变得
跟黑枣似的。莫看它们模样不抢眼，却因水
分浓缩，较之新鲜的荸荠滋味更甜，独具一
番佳趣。

通向故乡的门通向故乡的门
□何武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