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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耳!在彼岸""

灯影家乡海边夜! 我眼前浮现一个沧
桑老人! 遂提笔深情诗咏他已经老去而又
永恒的旅程#

一轮弯弯的月! 以及那道弧形的灼热
目光$一个梦的影子!沉重了北宋那个寥落
星辰$元丰年间乌台诗案!监察御史李定太
混蛋%士大夫可以免死$从此!你戴着一顶
黄州团练副使的官帽子""你歇息吧!听
一听定惠寺院的那次清脆的钟声$ 人在天
海渐行渐远""朝廷不再见到你! 异乡人
走在异乡! 你把一生中最厚重的礼物献给
人民$春风睡美!域外有寒意!儋耳没有迎
接的仪式""大江东去! 我们酿千泓雪白
的浪花$酹酒并且恭拜!在月光洒满苍穹的
夜晚!与你陶醉!在赤壁戈枕$先生步履轻
轻胜马!我们回到梦的家园$

以诗歌的名义祭读他! 于是又想起了
他的诗歌$&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
望中原!但见积水空$'路途艰涩却不失诗
意$在负重的贬谪路途的描述中!我隐约看
到他从雷州徐闻递角场登舟渡海! 在澄迈
通潮阁驿站登陆!然后去了琼州府(今海口
府城)!再沿着西海岸的崎岖古道行进于儋
耳郡的荒野小径!艰难地向昌化军(今中和
镇)靠近$

天地宽广!在弹指之间!竟然只剩下域
外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供他栖身了$ 苍老的
苏公想在惠州安居的愿望就这样被宰相章
淳的一纸薄薄的贬令所撕毁$从此!春风中
酣美的午睡! 以及房后寺院的清脆钟声只
留在酸楚的记忆里$

宋绍圣四年(公元 !"#$ 年)六月的上
旬!茫茫天际下!他!一个 %!岁的老人从一
个异乡来到另一个异乡$弟弟子由此时也被

贬谪雷州$&雷州太守一向仰慕苏氏兄弟$他
予二人盛大欢迎接待!送酒食!结果第二年
因此遭受弹劾!调离任所$'再次读着林语堂
先生的东坡传记文字!无边的想象一刻也未
能停下脚步$北宋的一个芝麻官在为苏公远
行的绵绵祝福中!仰慕大文豪的基本权利竟
然被朝廷这样无情的剥夺了$

苍凉的诗文复原了他的心迹$&某垂老
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
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

仍留手疏与诸子! 死即葬于海外! 生不契
棺!死不扶瞑!此亦东坡之家风也$'在雷州
半岛徐闻挥泪告别了弟弟子由后! 他携幼
子苏过默默登上了商船! 随一叶风帆在大
海中漂渡*消失""

时值仲夏&天气炎热$儋州泊潮港对面
的临高后咀湾&有几艘老旧的小船停泊在那
里$苏过问父亲!儋耳郡到了吗+ 父亲点点
头$他还来不及看清儋耳的景物!浮想就在
脑海里翻滚#'"年前的那个初夏!也就是仁
宗嘉佑二年(公元 !"($年)的四月十四日!

他*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三个爹儿!在开封
参加殿试的情景历历在目$ 父子三人一同
参加了殿试!这是何等的文化景象+那种浮
雕式的&文化苦旅'就这样被一家三口人以
一种超脱的姿态诠释! 以至于映照在北宋
时空中崇尚文化的刻度显得那样的清晰$

欧阳修是主考官! 对他的文章立论大为激
赏$他那篇文章论的就是为政的宽与简$这
个深奥的政治哲学命题! 通过他娴熟的用
典阐释!文意就被轻轻的点醒了$在 )**名
高手中名列第二!那年他才 +! 岁!就成为
北宋的进士$

喜讯还没有传到四川眉山! 他的母亲
就病故了$ 父子三人应试后赶回老家处理

后事$回到家里!见家园破落*凄凉$他的妻
子 +%岁那年!也撒手西还$此刻!他走着走
着! 自己那首凄凉的词#&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
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
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不知不觉的又
回响在耳畔$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的曲
折旅程和冥隐宿命!却成为了东坡老人&问
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生动注脚+

再豁达的人!也不可能在人生遭遇最凄
惨的境遇时!都没有一丝的悲愁$行走在中
和古城!苏公!在朝廷之外的凡尘世里!看到
淳朴百姓的微笑!并被儋州百姓的微笑包围
的时候!该有多大的抚慰了$他在朝廷远方
的荒凉一角找到了天涯知音,,,那些乡野
老人!街市商贩!勤奋学子""围绕在他的
周围$是他豁然的性情吸引了他们!还是他
们的纯洁无暇感染了他+&问汝平生功业!黄
州惠州儋州'$他艰辛旅程的诗意感言!不再
受到侵浊!被儋州人民永远铭记$

!#*$ 年海南隆重举行的苏东坡贬儋
*#"周年活动$ 那时我正在中和中学读初
一$ 那天! 从国内甚至国外远道而来的人
们!政界高官*文化巨儒*媒体达人""相
聚在小小的中和镇上! 开会纪念* 论坛怀
想!绽放着各自的敬慕与灼见$这是一个隆
重的节日$从那以后!我在这个小镇上很少
看到更加隆重的纪念了$ 我相信还有更加
隆重的纪念仪式还没有到来! 它会潜藏在
人们的内心深处$不过!东坡老人确实以自
己一种独特的&旅程'!成全了千千万万朝
拜者的真实旅程! 他们从不同方向的四面
八方!来到一个小镇上!去做一件相同的事
情! 实现同一个心愿$+"!"年 !+月 !#日!

东坡老人离别儋州后的第 #!)个年头的这

一天!也就是在儋州举行的&首届东坡节'

的次日! 从全国各地著名的学者再次来到
了他的贬谪地!论坛深处!他们用最通行的
文化观感和诗意音符复原了苏公的真诚$

这是东坡老人的幸运! 还是儋州中和古城
的幸运+

庚寅 #月的一天周末! 我驱车回老家
接体弱的老父亲到中和镇镶牙$老父 *)岁
了$他说!在中和镇镶牙便宜!他以前都是
在中和镇镶牙的$ 我在中和中学读初中的
那三年!是父亲给我驮米送食的那三年$那
时!二哥在中和中学执教!学校有规定!家
属不用交学费!对于穷苦的孩子!这是一笔
潜在的财富$学校就在东坡书院旁$父亲常
常到校来看二哥和我!每次来校!他总是喜
欢带我进书院去看东坡老人雨中赶路的铜
像$镶牙后!父亲说!很久不见东坡了!他要
求逛一逛东坡书院$ 那天! 父亲逛得很认
真$&二十几年不来!书院大多了!就应该这
样!就应该这样""'$父亲喃喃自语$看着
他高兴的模样!我想!一定是他内心对苏公
的敬仰!才给他带来如此快活的情绪的$

与父亲逛着逛着! 我的思绪不觉回到
了遥远的从前,,,元符三年 (公元 !!""

年)!那个炎热的仲夏!六月二十日!是他遇
赦北归的日子$%(岁的苏公在前来送别的
儋州百姓面前热泪盈眶$&我本儋耳人!寄
生西蜀州$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还是
一句深情的诗咏!透过诗笺的悲壮与留恋!

传给了古朴的儋州人民$

千年之后!儋耳!仍在彼岸+尘封的记
忆!虽然有点凄楚!但苏公并没有停止他的
&旅程'! 他一直以有别于政治的形式行走
在后人的心中! 没有间断的循环往复在人
们最深切的怀念里$

镇委书记
! $ %

南头镇委书记黄忠辉在镇会议室主持
镇委镇政府两套班子联席会议$

&黄书记!不好了,合水村*合贤村的村
民和力拓公司的人打起来了$' 镇国土管理
员小张闯进会议室报告$

&不是说已经解决好了吗-怎么打起来
了$走!看看去,'黄忠辉中断会议!带着镇班
子成员直奔出事地点$

来到力拓公司搭建的临时工棚!只见被
村民们用锄头* 石块砸烂的工棚东歪西斜!

一些情绪激动的村民还想往工棚里扔石头!

见到黄忠辉带人来才罢休$

&黄书记!太可怕了!我们不想干了,'工
地项目徐经理捂着头哭着说$

&有我在!不必慌张!我们会处理好的$'

黄忠辉安慰徐经理$

南头镇地处海南中部少数民族山区!风
光秀美! 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旅游资源!借
助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契机!镇政府通过
项目策划!招商引资!引进力拓公司来开发
少数民族风情景点$ 经组织有关专家论证!

项目建成之后! 每年可吸引游客上百万人
次! 可增加镇政府财政收入 '""万元$'""

万的收入对于一个贫困乡镇是一个可观的
数字,这个项目不占用农田*坡地!只是利用
现有连绵起伏的小山丘来开发的$土地已获
得上级国土等有关部门批准! 是合法的$好
不容易引进一个项目! 岂能就这样黄了,黄
忠辉心里很不是滋味$

村民们看见黄忠辉都拥了过来$

&俺南头人从来都不欺负外来人!他们
.指公司的人/是俺请来的客人!你们就这样
对待我请来的客人么- 你们有本事就冲俺
来,丢人现眼,'黄忠辉破口大骂$

看到黄忠辉骂人!村民们都扔掉手中的
木棍*锄头等$大伙不约而同地围了过去$

&你卖了俺祖宗的地!还充什么鸟能,'

这时!一位中年男子气冲冲地朝黄忠辉指手
画脚地喊道!看样子似乎想打黄忠辉$

&放你的狗屁,把他扣下去,'黄忠辉大声
吼道$

镇里来的人!包括派出所的同志谁都不
敢动手$

原来! 朝着黄忠辉冲过来的是他的堂
叔!合口村委会主任黄大雄$

看到这情景!黄忠辉火冒三丈!他指着
黄大雄大声骂道#&上次公司与镇政府签订
项目开发合同!是你带头到镇里取闹!后来
项目开工奠基! 又是你带头到现场阻挠!这
次又是你带人砸公司的工棚*打人!带头闹
事!简直利令智昏*妨碍公务$'黄忠辉提高
嗓门大声说#&现在我宣布!免去黄大雄合口
村委会支部书记职务!建议村委会召开群众
大会!重新选举主任$镇党委马上开会补办
手续$'

这犹如晴天响起了惊雷!在场的人都吓
得呆住了$

&这破官!我早就不想干了,'黄大雄扔
下手中的铁铲扭头就走$

铁面无私!大义灭亲,

黄忠辉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以全镇第
一名的成绩! 被广东某大学录取$ 大学毕业
后!他曾在省会城市海口某公司打工!后来到
深圳与朋友合伙开公司!因产品不好卖!公司

赚不到钱!他索性返回农村务农$回到村里!

乡亲们见他有文化!懂技术!人品又好!一致
推荐他当合口村委会书记兼主任$ 他担任村
干部近四年!领着大伙种植橡胶*槟榔*南药!

发展服务业!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经
济收入年年增长$ 他多次被上级评为先进典
型$合口村十里八乡的村民在谈到黄忠辉时!

个个都伸出大拇指夸他$前几年!镇里招聘一
名农技员!这正是他在大学里学的专业!大家
都推举他去参加考试! 他也抱着一种试一试
的心理去应试!没想到竟考得第一名$到镇
里工作一年后!他被提拔为副镇长*副书记!

+""*年乡镇换届时!他以高票当选南头镇党
委书记$那年黄忠辉到镇里工作时!接任他
村委会主任职务的是一位年纪较大的长者!

前年这位村主任因病辞去村领导职务$当
时! 镇里开会研究合口村委会主任人选时!

他曾反对他的堂叔出任这职务的! 他觉得!

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担当重任$但在
选举时! 村民们或许是看在黄忠辉的面子
上!推选了黄大雄任合口村委会主任$

合口村委会重新选举产生了新的村委
会主任之后!南头镇除了引进开发黎族风情
园项目进展顺利之外!去年又成功引进一家
公司来带动农民种桑养蚕$目前!每天到黎
族风情园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成为海南中
部具有民族特色旅游的一大亮点$

&-十二五.期间!全镇橡胶*槟榔要发展

到一万亩!户均一点二亩!种桑养蚕要发展
到五千亩!养蜜蜂两千户!我们还要搞槟榔*

蚕丝加工$最近!我们又引进龙头企业到镇
里办养猪场! 下一步实行公司加农户的模
式!发展养猪业$我们初步测算!到-十二五.

末!全镇农村人口九千多人!人均收入要突
破一万元以上$到时!老百姓的日子会越来
越好了$' 黄忠辉停顿一下又说#&你们是省
里来的专家!还请大家多提建议啊$'

黄忠辉专门到省里请了有关方面的专
家到镇里!为全镇&十二五'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出谋献策$

&这规划结合实际!有特点$'

&整个规划主题鲜明!思路清晰!可操作
性强$'

专家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我担心的是!到时候农民的管理水平
跟不上! 建议今后要加大对农民培训的力
度$'农业专家说$

&今后经济发展了!我建议增加农村医
疗卫生的投入!力争把镇卫生院办成全省一
流的农村中心医院!这是民生工程!让老百
姓享受到更多的实惠$'卫生系统的专家说$

&今天各位专家对我们南头镇-十二五.

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
见$会后!我们将把各位专家的建议综合起来!

对规划进行修改!然后上报上级有关部门$

最后!我再次代表镇委镇政府感谢各位

专家$'黄忠辉激动地说$

送走省里来的各位专家!黄忠辉心里感
到格外高兴!嘴上哼着小曲!步履十分轻盈!

憧憬着南头镇未来五年的前景!他内心充满
着无比的喜悦$

&小李!备车!到毛辉村去看看$'黄忠辉
喊道$

小李启动摩托车! 黄忠辉带上草帽!坐
在车后直奔毛辉村$

镇里有一辆北京牌吉普车$为了节省开
支!平时下乡黄忠辉都坐摩托车去!其他镇
领导见书记不坐小车!他们也不敢坐!只是
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处理时才派上用场$他经
常跟镇班子成员说!咱镇还穷!能省则省!要
从点点滴滴做起$

毛辉村距离镇里不到三公里!一会儿功
夫就到了$村民们见到黄忠辉都围过来$

&黄伯清在不在!把他和他的侄儿叫过
来$'黄忠辉招呼村里小伙子$

黄伯清是叔父!黄志仁是侄子$前些年
黄志仁外出打工!自家的承包地委托叔父出
租给外来人种植西瓜*香蕉等!后因土地出
租金分配不均!叔侄俩争吵不休!侄子将叔
父告到镇法庭!叔侄俩对簿公堂$法庭的同
志曾多次调解!但双方互不服气!问题没有
得到解决!闹得全镇上下议论纷纷$

&你们俩过这边坐下来$'黄忠辉看见黄
伯清*黄志仁叔侄俩便招呼他们坐下$

&你们叔侄俩的事!闹得这么大!让别人
当笑话了$' 黄忠辉看了看他俩又说#&你俩
说说!要不要解决!还是要闹到县里!让全县
人都知道$'

&出租地三年收入共九千多元!除缴税
一千多元外!他只给俺两千元!这合理么-..

黄志仁先开口了$

&你也不想想!这三年俺四处找承包人!

到县里*镇里!跑上跑下$入冬后!俺还帮你翻
地来晒!这成本你算过没有-'黄伯清反驳说$

&土地的使用权是俺的!你只是找人帮
俺承包出去!怎么能拿大头呢-'黄志仁不服
气地说$

&俺要是不帮你! 你连一分钱都拿不
到,'黄伯清激动地站起来说$

&好啦!好啦,坐下,'黄忠辉对着黄伯清
喊道$

&你俩呀!为了钱!连亲情都不要了么-'

黄忠辉接着说#&志仁啊!你也不想想!你爹
死得早!是谁东凑西借!帮你筹点钱供你念
完高中的!又是谁四处张罗!帮你娶媳妇的!

现在你在外打工!见了世面!日子也好了!是
不是啥都忘了-'见黄志仁低头不语!黄忠辉
又说#&人啊!要讲点良心!这良心是长在自
己身上的$'稍停片刻!黄忠辉又说#&还有!

伯清!你作为长辈的!帮助侄儿是应该的!他
在外打工赚点钱也不容易! 他上有母亲!下
有妻儿!需要养家糊口!你的姿态要高一些!

不要斤斤计较$人活在这世上!除了钱!还要
讲亲情!讲感情嘛$'黄忠辉语重心长的话打
动了在场的人$

&为了钱!你俩已经闹到这般地步了!觉
不觉得丢人-我都替你俩感到害臊了,'黄忠
辉的话刚说完!黄志仁说#&这样吧!他再给
我两千元就行了$'

&这样行么-'黄忠辉问伯清$

&书记的话说到俺心坎上了!俺同意志
仁的意见$'黄伯清站起来说$

&好,志仁!你马上到镇法庭撤回诉讼
书$从今往后!叔侄俩重归于好$现在我提
议!叔侄俩握手言和$'黄忠辉高兴地站起来
说$

看见叔侄俩双手紧紧的握在一起!在场
的村民爆发出阵阵的掌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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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0日子里!我约好了几位朋友一同去
和平南路文联住宅小区! 看望著名版画家
张地茂同志$

热情好客的张夫人! 早已给我们沏好
了香喷喷的白沙绿茶$但像以往一样!到地
茂家!先得看他的版画$走进他的版画创作
室!墙上悬挂着的一幅幅版画精品!浓浓的
泥土芬芳扑面而来$ 尤其是地茂那幅成名
作,,,/盼0!像一个巨大的磁场!紧紧地吸
引着我!久久不能离开$在这幅画作里!艺术
家以全新的创作理念! 独特的艺术构思!浪
漫的表现手法!娴熟细腻的技巧!把一位翘
首遥望的少女形象定格在画面的黄金分割
线上! 以玉叶般的台湾岛地图作为铺垫!千
姿百态的回归大雁作为引线$恰到好处地与
象征祖国大陆的一轮明月遥相呼应$画面的
四周! 再用翻滚不息的大海碧波作为点缀!

使得整幅作品协调和谐!简洁精练!厚重大
气$你站在这幅画的跟前!无需解说和点评!

你会领略到/盼0的深刻内涵*并自然而然地
产生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和&海上
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共鸣和震撼$

/盼0面世后!最早发表在/羊城晚报0上!

不久便在全国走红$/解放军报0*/人民日报0*

/新华日报0*/光明日报0*/中国青年报0*/解
放军画报0*/美术0 杂志等 %"多家主流媒体
都争先刊登了这幅作品$!#*"年秋!/盼0首次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版画展览! 同年在第二
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获二等奖! 并先后
入选中国百年版画展1新中国版画 %"年作品
展1之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地茂还获得中
国 *",#"年代优秀版画家 &鲁迅版画奖'的
殊荣&并迎来了他艺术人生的鼎盛时期$

张地茂在版画创作所取得的斐然成
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少人认
为!他一定是受到家族的遗传基因所致$其
实!他的祖宗三代都以打渔谋生!跟画画根
本不沾边$地茂自幼失去父亲!年轻的母亲
含辛茹苦把他们兄妹三人拉扯成人! 地茂
排行老大!少年的他就帮助母亲打柴*挑水
和照顾两个弟妹$晚上他在煤油灯下!除了
完成当天的功课作业外!还坚持练画画!从
小就崭露美术的头角$!*岁那年! 应征入
伍$ 或许是从小在艰苦环境中长大和在部
队革命大熔炉煅炼的缘故! 他思想进步很

快!!#$+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提为
干部!!#$#年!他的第一幅版画处女作/祖
国卫士0发表在/中国青年报0上!同年第二
幅版画作品/一切听从党指挥0在/解放军
报0发表$他的版画创作天赋!受到部队首
长的赏识和重用!提拔为正连级文化干事!

年底又选送到广州军区版画创作学习班$

他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 尽管这次学
习班时间很短! 但却给他日后的艺术人生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习班结束后!他的版
画创作出现了质的飞跃$

我和地茂是同乡*同龄*同年入伍的至
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好几家的报
刊杂志上看到了/盼0$!#*)年夏天!我在回
琼的轮船上与地茂不期而遇!交谈中!他向
我讲叙了/盼0的构思中!许多鲜为人知的
细节#在读小学那年!一位来自儋州北岸地
区的少妇! 因新婚的第二天丈夫就被国民
党抓壮丁到台湾当兵! 给她心灵上造成了
严重的创伤!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逃
荒到泊潮村后! 她整天茶饭不思! 朝着大
海!呼唤着丈夫的名字并双手槌胸打脑!她
那撕肝裂肺的哭叫! 过路人无不为她悲惨
的遭遇落下了同情之泪! 也给张地茂幼小
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为创作/盼0提供
第一重要素材&八十年代初!正是海峡两岸
关系发生转机的时候!他由此而联想到#由
于历史的原因! 台湾与祖国大陆人为的分
离!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祖国统
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人也阻
挡不了的$就这样!一幅以反映台湾人民盼
望祖国统一的版画构思在他心中脱颖而
出$ 当作品的样本首次在广州军区创作组
点评会上亮相时! 时任军区美术组副组长
项而躬禁不住心中的喜悦!大声叫好$

/盼0面世后!罗冠群等诗人为它配了诗!

著名美术评论家马克等多位名人为/盼0写了
评论文章$我国著名的版画大师*中国版画家
协会主席王琦!观看了这幅画后!在留言簿上
写道#&这幅作品给我的印象很深! 令人久久
不能忘怀%'+""$年夏!我在松涛水库接待来
自台湾新竹水利协会考察组时! 会长黄先生
说!/盼0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号召力*向
心力!祖国统一指日可待$

/盼0的面世已经过去 )"多年!但它所
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永不过时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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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菜即蕹菜$空心菜是内地人叫的!

岛内人都叫蕹菜$

蕹菜有两种$一种竖着长!一种则横着
长$竖着长的很容易种植$只须找块地!把
土松了!密密麻麻地撒下种子!早晚淋水!

定时施些肥什么的! 十天半个月便蓊蓊郁
郁成五*六十公分高!便可以连根拔起拿回
家吃市场上卖了$ 这种蕹菜! 其茎细如筷
子!叶子细小*单薄!有韧性$

横着长的蕹菜种植比较复杂$先找一
块黏土地!把地翻了!四周围上土埂*灌
满水!撒下农家肥沤几天!然后在泥里横
着栽上菜苗!长约一尺!埋在泥里的茎二
三寸!余下的茎和叶则横着浮在水面上$

间距必须疏密合理$每天都得灌两次水!

不能让畦里的水干了$就跟种水稻一样!

田里时刻都要保存一定的水分$ 适时施
上农家肥!十天半月后!每一棵都会长出
好几根叉开的长约一米多的菜来! 人们
会摘下长约一米的脆嫩的部分$ 跟韭菜
一样!割了还会再长的$这种菜!茎粗如
手指!叶大而厚!很脆$比竖着长的蕹菜
要好吃得多$

以前!感城镇一带人大都在水井边*池
塘边*水沟边种植!以方便浇灌$记得感城
中学校园后边的池塘就种过这种蕹菜$没
人管理!但有水便能长$没人采摘!它居然

能长到几丈甚至更长$ 老了便开粉红色或
白色的花!呈漏斗状$

以上所说!都不是正宗的感城蕹菜$所
谓感城蕹菜!是感城人沿着感恩河!在离河
中心远一点的河床上种的$河床里都是沙!

如何种得了菜+

我父母都是种菜的能手! 他们在河床
上围了一块地!然后一担一担地挑来黏土!

填约二十多公分厚!筑了土埂!在旁边挖了
一口几十公分深的水井!给黏土灌上水!撒
上猪牛粪*人尿等!用耙子来回搅拌!等黏
土水解成糊状后!才栽上蕹菜苗$小时候!

放学回家!我总会拿着小盆或小桶!去帮父
母浇菜$

感城蕹菜生长期长! 一般是三月份南
风一来即可种植$十月底北风一刮!菜就长
不好也不好吃了$ 这时! 就得改种别的瓜
菜$我是吃地瓜*南瓜*小酸瓜*稀饭*蕹菜!

喝感恩河水长大的$那时难得见一点油腥!

更甭说肉了$ 如果有咸鱼或咸鱼汁或有自
制的蟹酱虾酱!用来煮蕹菜汤!那真是青翠
欲滴!又脆生又爽口啊$咬一口地瓜!就一
口菜喝一口汤!便觉得很满足很幸福了呢$

记得在感城中学当教师时! 常常觉得
肚子饿! 几乎每天晚上十点多都要回家吃
点剩稀饭!喝晚饭剩下的蕹菜汤!饱了$其
实一肚子都是水!睡觉前撒一泡尿!就又觉
得饿了$

父母亲种一年四季的菜! 除了供家里
吃春秋冬夏外!还能卖点小钱$那时候&我们
这里有一批从城里来的知青$有一天!几个
知青丫头!在菜地里找到了我母亲!像一群
小麻雀围着我母亲叽喳个不停#阿姨!听说
你很会种菜!种的菜很好吃!你能教我们种
菜吗+尤其是种蕹菜$母亲笑着教了她们!

并送了她们一大捆蕹菜种苗$十多天后!那

几个丫头又找到我母亲说#&我们用同样的
方法! 可种出来的蕹菜! 怎么就没有你的
绿!没有你的粗!没有你的脆!没有你的好
吃呢+' 我母亲笑了!&不要说你们种的不
好! 感恩城人离开感恩河种的蕹菜照样不
好吃$'

此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
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

水土异也$

出自感城的蕹菜当然很多! 而沿河而
种的正宗的感城蕹菜却日渐见少了$ 在八
所!大小酒家*大小排档都到市场上采购感
城蕹菜$偶尔去外面吃饭!总会听到&老板!

有感城蕹菜不!来一碟$'&老板!再来一碟
感城蕹菜$'

记得二十年前当新闻秘书时! 我接待
过几位从北京来的新闻记者$ 我点了几个
菜后!就特地点了一碟感城蕹菜$很快的!

那碟蕹菜就吃完了$

&吴秘书!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吃的
空心菜!能否再来一碟+'

&没问题$ 服务员! 再来两碟感城蕹
菜$'

现在不知道那几位记者先生身在何
处!他们也许早就忘记了我这个小秘书!但
是他们绝对忘不了在东方吃过的感城蕹菜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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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门是琼海市东部沿海的一个
小镇!以渔业为主!其渔民以中南西沙海域
为主要渔场! 世世代代在南海捕鱼为生$

(+)黄岩岛珊瑚礁的生物量较高!形成五光
十色的&海底花园'$())黄岩岛是中沙群岛
中唯一露出水面的环礁! 为海盆中的海山
上覆珊瑚礁而成!好像在向世人宣告#南海
诸岛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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