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是一个因盛产椰子而闻名的
地方，一提起海南，很多人自然就会想
起海南椰树牌椰子汁和春光牌椰子
糖。

小城化州不是盛产椰子的地方，
勤劳精明的化州人却能充分利用海南
的椰子为馅料，做出具有化州特色风
味的化州水籺和椰丝包，这在化州人
的心目中，竟然具有与海南椰子汁和
椰子糖同等魅力的地位，而又有别于
椰子汁和椰子糖不同风格的美味，令
吃过的人都会赞不绝口，铭记在心，更
让化州的游子念念不忘。

我第一次去化州，是上世纪七十
年代读小学的时候，那次去化州不是
跟父母来趁街的，纯属一次偶然的机
会，是因为学校组织四年级以上的学
生观看电影《卖花姑娘》而去的。那年
我正好读四年级，作为深居穷乡僻壤
的农村孩子，从未踏出过杨梅的我感
到十分庆幸，激动得一连好几天晚上
都睡不着。看完电影回去，村里邻居
的叔叔伯伯知道了我去化州街，一见
到我就关切地问：“屎桶头（我的小
名），你去化州吃到椰丝包吗？”我老老
实实地回答：“椰丝包没有吃到，只是
哭了一场。”他们又说：“去化州都没吃
椰丝包和水籺，算是去什么化州街
呀！”大概也是读小学的时候，化州街
有个单位的同志下乡驻村，大家都叫
他阿理，就住在我生产队叫哥五的一
个社员家里，他们一起同吃同住了两
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驻村结束后，
他们依然保持联系。哥五知道阿理平
时喜欢吃杂粮，家里出产有番薯、芋
头、花生等杂粮，就大袋小袋的背去化
州街探阿理。哥五有一个孩子阿生与
我同年，一起长大，一起读书，有一次
阿生随父亲到化州街探阿理，回来后
第一时间讲我听，他在化州看到了火
车，阿理带他趁街，吃到化州鉴南酒家
最好吃的水籺和椰丝包。听他讲得眉
飞色舞的样子，我的口水差点儿流了
一地。当时我就天真地想，将来自己
一定要到化州工作，那样就可以天天
吃到化州椰丝包了。

记得当时化州以鉴南酒家和化州
旅社的椰丝包最负盛名，一般老百姓
都把吃到化州的水籺和椰丝包作为一
种荣耀而引以为傲，但作为远离化州
街的乡村孩子，又有几个像阿生一样
能吃到化州街鉴南酒家的椰丝包呢？

虽然在相当长的日子里，我都没
能吃上化州的椰丝包，但我能吃上母
亲亲手做的椰丝包。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物质还是相当的匮乏，不像现在的
市场这样活跃和繁荣，只要有钱什么
都可以买得到，而在当时的环境则不
同，哪怕是面粉在圩镇上都是买不到
的。我家的情况与一般的农村家庭又
有一点不同，因为我父亲在乡村信社
工作，他不在单位饭堂吃饭，国家配给
每人每月27斤的粮食是可以买回家里
的，配给工作人员的 27 斤粮食不能全
部购大米，有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是
配面粉的。一个月的几斤面粉怎么办
呢？不可能全部用来做刀削面，吃多
了令人生厌，心灵手巧的母亲就用来
做椰丝包。一般来说，农村人只会做

籺，没听说过谁家会做面包的，我不知
母亲是从哪里学到做椰丝包的手艺，
难道是无师自通？母亲虽然没有读过
书，但她除读书不行，其他的活儿样样
都是行家里手，手把眼见的杂活学得
快，做得又好，母亲做的芋头籺、田艾
籺、木薯籺等糕点都是一流的。

由于父亲工作在外，儿女尚小，一
家九口人的农耕都是靠母亲一个人扛，
因此，母亲做椰丝包不是一气呵成的，
是利用工余的时间空隙来做，分步实
施，计划安排，不是想吃母亲马上就做
得出来的。如果母亲知道村里人上化
州街，就叫人到解放路买回椰子，然后
自己动手刨丝晒干用袋包好，这是第一
步；花生是家里种的，一有空就剥开，拣
出最好的花生仁装袋存放好，这是第二
步；叫父亲去圩报账时顺便买回白糖和
泡打粉，这是第三步；合适时就拿粮簿
去杨梅圩粮所买回面粉，这是第四
步。这四步曲是母亲的前期准备工
作。等材料配备齐全，母亲就开始制
作馅料，先炒花生仁，把它炒熟脆香，
如果有炒焦的要挑出来，不能滥竽充
数。炒好花生，紧接着炒椰丝，这要不
停翻炒，必须手疾眼快，保持雪白色。
等花生和椰丝热气散尽至脆干后，把
炒好的花生、椰丝、白糖、香油及佐料
按一定的比例和好。这个馅料的制作
是一气呵成的，不能像准备工作一样
慢条斯理地随意来做了，面包做得好
不好，馅料是前提和基础，这就得看每
个人对馅料的调配和把关了，这个馅
料的全过程就是母亲做包的第五步
吧；第六步就是和面，把面粉放到盆里，
倒进适量温水，配好泡打粉充分拌匀，
双手用力来回不停揉搓至有劲成团，搓
面要有耐心，需用力，搓的时间越久越
均匀，制出来的面包就越松软弹牙，搓
完后盖上棉纱静置半小时让其充分发
酵。面包成功与否，关键在此一步，否
则做出来的就不是包，而且“籺”了；第
七步是出面团掐皮，这一步只要大小
一致厚薄均匀为上佳；第八步就是成
型，此步主要体现制包的手工技术，虽
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封口以螺旋形
为美；第九步也是最后一步，就是装上
竹笪入锅蒸至膨胀为熟即可，这样才
算大功告成。这九个步骤就是母亲制
椰丝包从准备到出锅的全部过程，从
始至终都是母亲一个人完成的。

母亲一手制作的椰丝包，虽然没
有鉴南酒家和化州旅社的名气，却有
着与他们相匹敌的味道。刚出锅的椰
丝包，个个白白嫩嫩，饱满润泽，娇嫩
得像个肥嘟嘟的胖娃娃，楚楚动人，人
见人爱，似乎有一种无可抗拒的诱惑
力。更让人感到珍贵的是，隐藏在软
绵绵如皓月般洁白的面包里的一缕缕
椰丝和一粒粒花生米，凝结着母亲千
丝万缕的爱意和千万个祝福，仿佛在
儿女们的热切期待中，以一种势不可
挡的力量，突破层层叠叠的包围，喷发
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惊艳芳香。

椰丝包呀，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你都保持旺盛的精神面貌，一如既往
地奋发努力，几乎完美的表现，足以经
得起各个时期的挑战和各种口味的挑
剔，这叫人怎能不爱你呢？

缕缕情丝椰丝包
■ 卢一鹏

每逢过节，老妈都在节前一晚就
叮嘱老爸：早点起床，早点去市场。老
妈用行动来阐释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老爸老妈一早赶到市场，挑好鸡
鸭鱼虾，买了瓜果蔬菜，大包小袋往家
里搬，然后围裙一戴，厨房就成了他们
的战场。他俩忙了半天战果辉煌，清
蒸龙虾大闸蟹、焖鱼、白切鸡……一道
道色香味俱全的战胜品等着我们检
阅。

去年中秋，老妈又成了席上的主
角，不停叫家人食虾食蟹，又为小孩夹
鸡腿，小孩大人都嫌它多肉，那只鸡
腿，母亲唤遍全桌人，仍然停留在母亲
筷子上，它却勾起了我的回忆。

那时，粤西山区贫穷，山多田少，很
多村民未解决温饱，靠吃番薯、木薯、杂
粮填肚，隔几天才能吃上一顿饭，半个
月吃不上一次肉。每次探望外婆，她一
见我们就问昨晚吃粥？吃饭？从昨晚
问到前晚到大前晚才听到有饭吃，外婆
问了话，即刻放下手上的活，迅速放米
烧火煮饭给我们大饱一顿。

贫穷人家过年也吃不起鸡，鸡蛋
也要拿去换钱买盐油，我家也不例
外。有一年，外婆心疼我们过年吃不
上鸡肉，捉了一只鸡给我们过年。妈
妈想卖掉鸡拿钱籴米，经不起我三姐
弟哭闹才勉强答应，除夕那天，我们哪
也不去就守着宰鸡。

拜祭完，父亲把鸡分成两半，一半
除夕吃，另一半再分两份，一份初一
吃，一份初二吃，父亲把除夕那份的鸡
腿砍成两半，再在鸡翅砍一个小腿，分
我三姐弟。

除夕那晚，我不舍得吃鸡腿，想留
着第二天，让村里的伙伴们羡慕。

初一大早，我拿着鸡腿跑到附近
小孩集中玩耍的祖屋大堂，十几个小
孩盯着我手上的鸡腿，我得意伸舌头
蘸一下鸡腿，小孩们吞起口水来。此
时，来了一只大黄狗侧着头张嘴望我

手中的鸡腿，我想用鸡腿哄一下狗，一
伸手，鸡腿没拿稳掉了，狗叼着跑了，
我尖哭起来，父母跑来追狗，人跑不过
狗，更不可能从狗嘴夺肉，整个村子在
大年初一都听到我声嘶力竭的哭声，
还有父母的训斥声。

母亲的“吃月饼啰，吃月饼啰”，打
断了我的回忆。母亲在庭院的大理石
桌摆上了叔叔在上海带回的苏式月
饼，妹妹从深圳带回的大班冰皮月饼，
父亲买的广式月饼，五仁、豆沙、莲蓉，
应有尽有，母亲叫这个那个吃，大家都
说很饱，我又想起童年伤心的月饼往
事。

那时，刚刚实行分田到户，父母干
完农活回来，煮好饭吃已九点，然后才
分月饼，我哄妹妹在地上的席子睡觉，
随手把分给自己那只月饼分成两半，
放入席子上的衣服的口袋，想第二天
带到学校吃。母亲忙完家务抱我们回
床，收拾席子衣服时，可能抖搜干净时
太用力把月饼抖丢了，第二天我翻遍
了也找不到放在口袋里的月饼，一路
哭着回学校。

望着桌上摆满全国各地生产的名
牌月饼，心想，当年为一只月饼哭了几
公里的我，即使有着多么丰富的想象
力，也不敢想象大山的村民也能吃到
上海、香港的月饼。

母亲的“吃水果啦，吃水果啦”，又
打断我的回忆，桌上摆满新疆的哈密
瓜、陕西的苹果、泰国的榴莲……望着
这些远在千里万里的水果，它们像自家
菜地的一棵春菜这么容易到了餐桌上。

我知道，我们能吃上鸡鸭鱼，我们
能吃上省内外的月饼，我们能吃上国
内外的水果，是祖国经济发展了，交通
便利了，生活水平提高了。

侄女突然大叫：好大的月亮！我
抬头望着皎洁的明月，以前听别人说：
外国的月亮特别圆，现在，我觉得我们
祖国的月亮更圆。

又到月饼飘香时
■ 邱洲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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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方知压力大。上有老人，下有小孩，左手要
供房，右手要供车，整日围绕着柴米油盐酱醋茶，越来越强
烈地感觉到，自己一生最快乐的时光竟然是读书的时候。

在小城的街道上，我偶尔见到我小学的班主任陈老师，
他虽然年老体迈，但步履还算稳健，穿着也算整齐，只是偶
尔见他忘记拉裤链，有点尴尬，但我又想，我这个年纪，有时
都忘记拉裤链，他这么年迈了，也纯属正常。

我每一次遇见陈老师都想与他打招呼，但总觉得难为
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我自小好动，读一二年级时，班主任是我的阿婶，由于
阿婶太善良，太仁慈，即使我做错了事，也舍不得打我，因而
我继续我行我素，经常在学校闹腾。

三年级，阿婶把我这个烫手山芋塞给新班主任余老师，
她说：“本地姜不辣，自己人教不了自己人，只能拜托你管下
我侄儿了。”余老师爽快地答应，他想用“以柔制刚”的法子
来管教我，将我与一位女生编为同桌，开始还挺管用。但过
不了多久，我就与同桌的女生打起来了，原因是我睡觉时手
臂伸过了书桌分界线。

余老师管教不了，又换陈老师，陈老师让我当班长，每
天把我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敲钟、领操、做墙报……用各
种体力劳动来消耗我的多动症。

某日，陈老师讲课，我却开小差，陈老师先向我扔粉笔，
见我没反应，愈发气得不行，他拿起粉笔擦向着我的脸砸过
来，砸得我满面粉笔灰，全班同学见状都笑了，我无地自
容。说来也怪，老师的那一砸，真把我砸醒了，从此以后，我
变成了听话的乖孩子。

后来，我转到城里读初中，跟着街地仔一起踢足球，我
没钱买足球鞋，只能买一双白色的布鞋来应付着穿。由于
那时的足球场是泥地的，而不同于现在的草地，一场足球下
来，满身泥巴，白色的鞋竟变成黄色的了。我于是跑到课
室，用粉笔擦一下黑板，又擦一下讲台，让粉笔灰沾在粉笔
擦上，再拿粉笔擦去擦自己的鞋，反复几下，黄色的鞋又变
回白色，次次如此，屡试不爽。

说读书是享福，我不认同；说读书是受罪，我也认为不
妥当。

我相信读书是快乐的，与许多同学在一起，单纯地去学
习知识，没思想负担，我总觉得很开心。

岁月是神偷，偷走了我的童年，也偷走了我的青春，但
童年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我曾梦回到学校，
也梦到与同学抢饭盒，更梦到陈老师，还有那只飞向我的粉
笔擦，粉笔擦永远擦不掉我读书时的记忆。

粉笔擦的记忆
■陈照

打开秋天的扉页
你垫着小矮凳，站成高举

着理想的小暖男。这个立秋，
厨房成了你战役的阵地，稚嫩
的脸庞成了丰富的作战图。第
一次的缘故，你的小手在反复
擦拭碗筷中透露笨拙。碗与
碗碰撞的声音浸透着汗水，响
遍每一个角落。这是成长的
誓言，实实在在。

你用成长的骄傲，打开秋
天的扉页，不亢不卑。你歪着
头笑着说：奶奶和妈妈再教我
一次就好。一句话，将祖祖辈
辈的身影拉近，人间烟火里的
探索和历练一一浮现。

我坚信，有成长的地方，就
有传承。

有个女孩叫小恬
村庄和家，打开为山，折

拢是水。你的名字，取了水的
恬静。

小桥、流水、人家，一直是
我想和你去构建的诗行。

你是个胆怯又敏感的姑
娘。

站在河岸上，和你捏一纸
船只，你舍不得放进河里，担
心它沉没游不回来。

我说：河是船的母亲，河
流的尽头是浩瀚的大海。

你也喜欢大海。你期望
成为大海的模样，给孤独的沙
滩送去一枚彩色的贝壳，吸收
天空斑斓的色彩，歌唱海洋深
处的童话。

你把小船轻轻放下，你相
信母亲的力量。

我微笑着注视你，我相信
小船的坚强。

简单故事
字素墨浓。以宣纸为背

景，童稚未退的你们变得庄
重。

手的灵活度还不够，仿佛
要用全身的力量去控制执笔
的姿势。

笔笔独立，画画如骨。一
种从内而外的雅艳，扣人心
扉。没有言语。一切隐匿成手
势、眼神以及翻动的纸张。

坐着这里，不为承诺，誓
言只是记忆流沙中的尘烟。

一支笔、一砚墨，无数个
这样的小时光，只是简单的故
事。不简单的，是那份还没形
成概念的坚持。

这是成长的路，也是生命
的光华。

在田野里欢歌
夕阳西下，余晖涂满天

空，将大地染红。
七月的田野，雨水还在远

方，绿意焦虑而深黛。每一棵
草木都渴望一场慷慨淋漓的沐
浴，长成羞花闭月的细致。

这个时候，只有溪谷的水
草是欢腾的。一只田螺用泥
土掩盖肤色，不停抬头张望，
蠢蠢欲动。孩童们光着脚丫，
从长满水草的路径走来，左右
探视。越来越近。一阵激动
的欢呼改变了田螺的命运。

童趣，从卷起裤脚开始，
嵌在季节深处的欢歌里。

满天的斑斓还在。很多
风从东面吹来，唤醒了西面。

一只红蜻蜓跌入黄昏，跳
跃的音符陆续响起。田野柔软
下来，许多美好正在悄悄发生。

许多美好正在发生（组章）

■ 吴春丽

童子湾
来时不见童子
只见湾，一场秋雨洗过的海湾。

哪位大师调出的蓝
如此纯净，像一匹绸缎
谁抽走昨夜的灰色，只剩下蓝。

鞋子浮在海面，都是渔家的小船小艇
海风穿过，阳光穿过，刚刚离开的秋雨穿过。
童子湾，不见童子，只见渔舟
一只渔舟就是一只鞋子
赶海的鞋子。

晏镜岭
以岭为镜
是海照你，还是你照海
海水磨过千年，又岂止千年
海风一朝一夕地吹，又何止朝朝夕夕。

你颜容沧桑，沧桑成沟沟壑壑
你内心慈善，再丑陋的石头
也照出它最美的一面
向海，向海，向着辽阔的太平洋
有人说你是一头蓝鲸，有人说
你是一尊卧佛，是情侣山。

但我觉得，此刻
伫立在你面前，你就是一面镜
照我，也照着那丛生于岩礁的白浪。

第一滩
我不是第一次来
来过多次，无论哪天来
你都是第一滩，完整的第一滩。

我见证过你半岛时代的“处女地”
见证过你海水的蓝沙滩的白落日的忧伤
见证过云下归帆海鸟飞翔白头浪和闪烁的渔火
见证过渔夫拉网游人背着夕阳在滩头拾贝
见证过海水一遍遍收复一行行脚印

时间轮回潮起潮落，你依然在那里。
有时我想，你不是完整的
这里有涌动的流水，来来去去的鱼群
有神一样的光，穿透一片云
让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那光照耀的海面上。

我试图说出你的长
从东到西。试图说出你的宽
从纵到横。但我无法说出防风林
海风吹过，一群沙子要飞多久
才能量出它的长度。无法说出
潮水要退下多深，才能触及你的边线。

红树林公园
红树林却是绿的
也许它的骨头里藏着一座火山。

红树林被赋予火一样的名字
它没有焚烧自己，也没有焚烧众生
它只顾让生命绽放出绿，绽放出希望
在这片湿地，这个海湾里
它用绿覆盖全部，藏起焰火的记忆
用绿编织故事，编织白鹭的故乡。

可我依然看见火，看见燃烧
看见整个海湾都在燃烧
但那不是火，是晚霞，是火烧云
它更不是灰烬。尽管红树林
赋予人们血与火的想象，它却是绿的。

浪漫海岸
即使是重来一百遍一千遍
我再也无法写下，对爱的誓言
无法写下最初的感觉
即使爱过人间所有的美好
醉过，也醒过，也无法重复这首旧作：

《五点三公里浪漫》

“只给你五点三公里
除却不明朗的夜，和对岸灯火
五点三公里足够你用一生

去追求一个人，或写一首诗
足够你花光积蓄，去换取
一只贝壳盛满的爱情。

五点三公里浪漫海岸
不是长度，也不是量词
它的外延是无限，它的内在
可容下大海。却装不下
你的贪婪，如果爱
就把深海爱成巅峰。

五点三公里浪漫海岸
是你一生爱过的总和。
五点三公里沙滩
埋下过多少有情人的脚印
情话忽略不计。

多一寸也不给，只给你
五点三公里，包括五点三公里阳光。
爱一个人，就爱这道海岸吧
以毫米为单位，一直爱下去。”

一路向东
从晏镜岭到莲头岭

我们一路向东，沿着太阳走过的轨迹
日正午，我们是一群穿着阳光的人
一路向东。过水东湾大桥
过清福港大桥，车子像银梭
穿过彩虹一样弧度的博贺湾大桥。

一路向东，村庄在左，人间烟火在左
防风林在右，海岸线在右，阳光沙滩在右。
一路向东，我们无法知道风要去哪
只知道穿过前方的雨云
就有一片在等着我们的蓝天。

一路向东，时间后退
而我们，却与时间背道而驰
去相遇莲头港海湾，那里有一座
古灯塔，有一处古港口遗址
有一段说词，被风化石禁锢。

向海，一路东行（组诗）

■张慧谋

走进美丽乡村
（二首）
■ 陈日明

（一）
北国风光美，花海灿烂开。
龙榕映碧水，白鹭自然来。

（二）
橘乡湖艳好，景色映潋滟。
鱼儿跃江花，最美人笑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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