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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洲江的情结
阴曹南才

野我家乡在美丽的九洲江畔浴 冶
这是我经常引以为豪地向别人介绍
时说的话遥 九洲江袁多么磅礴大气的
名字袁又是多么秀丽清雅的称呼遥 是
不是九州大地和山水的灵气注进了
这江里袁 才使她是这样的丰润这样
的瑰美钥 这条发轫于广西陆川县大
化顶的江水袁虽然不到二百公里长袁
但覆盖和集雨面积数千平方公里袁
世世代代养育着廉江人民袁 成为廉
江人民的野母亲河冶遥 而且袁后来袁还
成就了鹤地水库和雷州青年运河等
大的水利设施袁 为雷州半岛的经济
发展和人民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遥
九洲江流到安铺镇时袁 分别经
安铺尧营仔注入北部湾遥
这时候袁 九洲江又和浩瀚的南
海特别是北部湾结了缘袁 使得安铺
镇很早就成了粤西通往东南亚的重
要港口袁繁荣了当地的经济曰至于营
仔袁我没有考究过它的历史沿革袁但
光从地理位置和奇怪的名字来综合
揣测袁我认为它古代即使不算野卫尧
所冶的级别袁至少也是军队安营扎寨
的场所袁镇守着西南沿海遥 而且袁能
够留下这个名字袁 其作为军营的历
史还不会太短遥 因此袁这两个镇袁都
占据着经济尧政治尧军事等重要的地
理位置袁成为九洲江畔的两颗明珠遥
我的家乡就在出海两条分支所
夹的三角洲里袁属营仔镇管辖袁位于
安铺镇府与营仔镇府中间遥 村名野云
峡冶要要
要云之峡遥 挺富诗意遥 但这三
角洲原来是一片海滩袁先人为生存袁
一次次围海造田围成偌大的一片沃
土袁周围的村庄都和野围冶字有关院新
围仔尧新围峡尧大新围尧基围头等遥 听
老人说袁原来叫野围夹冶袁看来此说是
实曰老人还说袁以前这里是盐碱地袁

弯弯九洲江 小波 摄
种的米叫野咸尖冶袁略带咸味袁既不高
产也不好吃遥 经过多少年的艰苦改
造才成今天的样子遥 可见在这片土
地上袁 早就浸淫着多少创业的血汗
和先辈的期待遥
话说回来袁称野云峡冶其实十分
妥帖遥 这里绝对是一块风景优美的
好地方遥 我从小在城市居住袁但一到
寒暑假喜欢回来过农家生活遥 那时
候虽然穷一点袁 但村容村貌干净整
洁袁基平路畅袁很少有污水横流垃圾
成堆曰 农田建设留下的三亩一块的
方格式稻田远接天边袁 拖拉机路从
中穿越袁颇有现代农业的气息曰雷州
青年运河接过来的大小灌渠 渊时称
野进沟冶冤野丫冶 字形地开枝散叶延伸
到村边袁流水潺潺清澈见底曰灌渠之
间有水闸袁中秋之夜袁我和堂兄弟们
坐在闸坝上袁 遥望茫茫的田野镀上
一层金色月光袁 听流水奔涌闸门时
发出的野轰隆冶声袁任凉风搜索衣袖袁
别有一番风味遥 出得村口袁 未过百
步袁越过高高的堤坝袁就是宽阔的九

洲江袁那时候航道通畅袁千帆竞发袁
而一到清晨或傍晚袁 便变得静谧起
来袁点点帆影在暮霭中缓缓穿行袁鸟
儿在江面上下翻飞遥 天空永远是碧
澄碧澄的袁蔚蔚蓝天映着朵朵白云袁
炎夏时有时候飘过一片如峡如峰的
黛云袁带来丝丝细雨袁润得人凉浸浸
的舒服极了噎噎
啊浴 这就是九洲江袁我的家乡袁
一幅美轮美奂的江南水乡风情画袁
跟我们看到的电影叶蚕花姑娘曳的景
色毫无二致遥
我爱家乡的美袁更爱家乡的情遥
假期回去袁 少不了参加生产队里的
劳动遥 平整土地尧积肥杀虫尧春种秋
收遥 生产队也给我记工分袁算在叔叔
那里遥 最难忘的是艰苦之余还有诸
多乐趣遥 夏收是最忙最苦的袁但也是
最充满丰收喜悦的遥 晚上袁队里习惯
野打公道冶野吃鸭饭冶袁 煮熟的鸭子分
成等份袁鸭汤拿来煮饭袁每人一份遥
那鲜嫩的鸭肉和油淋淋的米饭啊袁
叫人馋得直流口水袁 我至今无法忘

怀袁 觉得是一辈子再也吃不到的美
食遥 吃完后帐算到每人的工分袁年底
统结遥 平时有空袁叔叔喜欢带我去海
边捞野尺仔肉冶袁水库停灌时在进沟
围栏捕鱼袁挑谷子到粮站打米遥 野趁
墟冶更热闹袁三更做饭四更开路袁村
民说比鬼子进村还早袁挑着草木灰尧
麻皮等物品袁往安铺尧营仔尧界炮等
地赶遥 到了墟上袁人头涌涌袁穿梭如
织袁买卖东西的尧相亲会友的尧求神
拜佛的袁络绎不绝袁到中午几分钱吃
上一碗牛腩粉或是簸箕炊袁 过过口
瘾袁便乐也悠悠遥 就这样袁我身体晒
得黑不溜秋的袁 老鼠肉长得一块块
的遥 那时候崇尚艰苦热爱劳动袁年轻
人追求野黑粗壮冶袁和现在的小青年
追求野高富帅冶内容虽不同热度却一
样遥 过年了袁 这是村里最喜庆的日
子遥 一年到头没什么好吃的袁这几天
鸡鸭鱼肉尝个够袁 怪不得小孩子一
个个都拉肚子袁粪坑里野叮叮咚咚冶
地响袁 还以为是必然规律遥 夜幕降
临袁 供销社的门口大榕树的旁边有

一个小广场袁扯起个小戏台袁几个雕
成帝王将相尧才子佳人的木偶野咿咿
呀呀冶地唱起白戏袁台下是黑压压的
人群袁 周围摆满点着小油灯的卖炒
瓜子炒花生的挡摊袁 小孩子嬉乐玩
耍袁青年人打情骂俏袁中老年唠嗑斗
嘴袁响声此伏彼起噎噎
我后来在省里工作遥 由于有这
份情结袁 所以一直十分注目家乡的
每一丝的发展变化遥 改革开放确实
带来了万千气象袁 这个变化自然有
目共睹袁也已经有太多的描述袁所以
无须我赘述遥 简言之袁就整个廉江市
来看袁 近年来产业转移作为引擎带
旺了工业发展袁野中国电饭锅之乡冶
名片越擦越亮曰 特色农业正在显示
多姿多彩的风貌袁 以廉江红橙为首
的各种水果誉满四海渊顺便说一句袁
廉江市的水果特别丰富别有风味袁
我看八成与九洲江的水质有关冤曰文
化尧民生与社会建设成效显著袁社会
管理不断完善曰 一年一度的 野红橙
节冶不但迎来八方野凤凰冶袁而且成了

橙乡春色

唱着山歌割稻的日子

阴曹燕铭

阴关维红

故乡的美食很多袁 最难忘的是
糯米籺遥
小暑姗姗来迟袁 硕大油绿的稻
叶也渐渐变黄遥 三伯派人出去观察
水稻成熟情况袁队员回来汇报说野未
够熟冶遥 三伯不放心袁亲自到各块稻
田巡视袁将稻穗摘下袁放到手掌用力
一搓袁谷粒饱满袁粒粒金黄袁放到嘴
里一咬袁野咔擦冶一声袁声音清脆袁稻
香四溢遥
野怎说未熟钥这么粗心浴冶三伯自
言自语道袁野画眉埇的最熟袁 就从那
开始袁明天开镰浴 冶
第二天袁 三伯精神抖擞地带领
着全体社员浩浩荡荡向画眉埇进
发袁队伍在山路间蜿蜒穿行遥 脚下袁
几十亩水稻像一张巨大的锦帛沿着
画眉埇向远方延伸袁望不到边遥
田水早已放干袁地表较硬袁踩在
上面带劲遥 放下秧篓尧 扁担袁 社员
野一冶字排开袁右手持镰往前一伸往
后一勾袁 左手将聚拢的稻秆反手一
握袁野唰冶的一声袁稻秆应声倒下遥 直
起腰板袁将稻秆整齐地放在一边袁然
后继续开头的动作遥
午后袁太阳正猛袁阳光如火舌般
舔烧着每一寸皮肤和土地袁 田中的
热气不断上升遥 移动的稻秆搅动着
闷热的空气袁 稻黑飞舞袁 沾在皮肤
上袁痒痒的袁将袖口和裤口扎得严严

实实的遥 燥热的浮尘直扑鼻孔和全
身每个毛孔袁瘙痒难耐袁社员们忍不
住打了个大喷嚏野阿切儿冶遥于是袁田
野里依次响起了喷嚏声遥 社员们在
几块田同时收割袁稻秆纷纷倒下袁随
后被装进秧篓里遥忙到傍晚袁社员挑
着近 100 斤的稻秆回家遥
夕阳西下袁 社员们的身影被投
射到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袁越走越长遥
此时袁噗哧噗哧的脚步声远远传来袁
由远到近袁 几十条扁担在肩上上下
跳动袁有节奏地发出野咦唉咦唉冶的
欢快声遥 年轻社员愉快地唱起客家
山歌 叶单相思曳院野日头到地月光来袁
月光到地竹叶开袁竹叶叶开等露水袁
阿妹开门等郎来遥 冶其他社员和着遥
野怎么钥想妹子了钥冶擅长做媒的
九婶说袁野我给你说一个袁 说成了你
可要打发一条猪腿给我啊浴冶野行袁说
成了我再给你一个猪头袁 好让你更
会说话袁做更多媒浴冶那青年戏谑说遥
脚步声尧扁担声尧歌声尧笑声在山谷
间回荡遥
挑回的稻秆被卸在村庄半山腰
的打谷场边上遥早晨起来袁社员陆续
来到打谷场袁 两手抓起稻秆往中间
抖动乱撒袁层层叠叠袁不断地向四周
延伸遥石碾早已摆好袁赶牛往石碾方
向倒退过去袁 套上牛轭袁 随着驾手
野嗨冶的一声袁五头黄牛拉着石碾依
次绕着打谷场转起圆圈来遥 石碾压
在厚厚的稻秆上袁发出野仄仄冶野隆
隆冶的响声遥 石碾架子与转轴摩擦袁
野哎呦哎呦冶的叫声响个不停袁像五

割稻子渊网络照片冤
个歌手在对唱袁接连不断袁在村庄的
上空回响遥
经过石碾的多次碾压袁 谷粒从
稻秆上脱了下来遥驾手赶牛到边上袁
停好石碾袁 卸下牛轭袁 让牛解放去
了遥 社员们手持铁叉子往压实的稻
秆一插袁扬稻秆了遥 左手压柄袁右手
往上一挑袁借腰发力袁沉沉的稻秆团
被举起袁在空中一抛一抖袁然后往边
上一甩遥
此时袁场上剩余零星稻秆袁用竹
耙子一拉袁 金黄的稻谷立即呈现在
面前袁看得人心花怒放遥稻秆被清理

完毕后袁 社员拿起木推板将稻谷推
开推平推薄袁等到烈日的暴晒遥一人
留守谷场袁 其余人又到画眉冲和其
他地方继续收割遥整个夏天袁人们就
在管理尧施肥尧打药尧收割尧脱粒尧暴
晒尧回收中度过遥
夏收完成后袁 接下来到拜土地
公袁祭祖先袁庆丰收的时刻遥 这是客
家人的风俗习惯袁 收获了不能忘记
祖宗啊遥为了好好犒劳大家袁三伯带
领社员们做起美食来遥 大家分工合
作袁打米粉袁和米团袁舂馅料袁做糯米
籺袁乐得合不拢嘴遥于是袁灯火通宵袁

老百姓欢庆丰收的民俗节日噎噎再
说到村里袁 改革开放大大解放了生
产力袁农田葱绿尧鸡鸭成群尧鱼欢虾
唱袁农业生产势头不减曰外出创业尧
劳务打工尧求学寻智者与日俱增袁村
民收入不断增加曰 村村通公路便利
了交通袁 靠腿走靠摆渡的归程一去
不复返袁还带旺了村边的小集市曰中
小学校园早已易地而建袁 规模有所
扩大曰红砖瓦房逐步取代了泥坯屋袁
小楼房也应运而生袁 虽然称不上鳞
次栉比袁 却也错落有致曰 更可喜的
是袁诸如摩托单车尧电灯电话尧彩电
冰箱等的野昔日王谢堂前燕冶袁也纷
纷野飞入寻常百姓家冶了遥 正如叶九洲
江之歌曳 所唱院野昨天的村庄长成了
都市袁今天的新街连起了海洋遥 两岸
的红橙援红到我身旁曰四季的和风袁
香到你的梦乡噎噎冶
祖祖辈辈的坟墓安放在这里袁
就像定海神针袁 把我的思念和情感
也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遥 据了
解我家早几代是从车板镇的南衙迁
移过来的遥 再往上考袁有一个说法袁
廉江市以及雷州半岛的野曹冶姓袁都
来自明朝末年的一个始祖袁姓野曹冶
名野曰昌冶袁官至福建巡抚遥 可能由于
战乱之故袁 出差广西途中明眸慧眼
地发现九洲江畔这一块山清水秀尧
人杰地灵的地方袁于是举家西迁袁繁
衍生息袁 枝繁叶茂袁 至今已二十多
代遥 我还是属于他的第四位公子的
那一条血脉遥之所以称野南衙冶袁是否
还有点衙门之意未予考究遥 我前几
年经过车板镇袁 还亲自拜谒过这位
先祖的坟遥 我想袁在祖祖辈辈奋斗过
的这块土地上袁 如今生生不息繁荣
昌盛的田光水色袁 不正是告慰先人
在天之灵的最好祭品钥
渊作者简介院曹南才袁广东省作
家协会会员袁 中共广东省委原副秘
书长冤

碓声齐鸣袁我们家的尧十二公家的尧
四伯家的踏碓野扑哧冶声日夜响彻遥
踏碓变成了我们童年的乐园遥
糯米籺呈梭形或圆形袁 有咸甜
两种院咸的包猪肉尧鸡蛋尧青菜等曰甜
的包芝麻尧花生尧红糖等遥 用糯米籺
祭拜完土地公尧祖先后袁糯米籺被分
到各家各户遥人们迫不及待袁张嘴一
咬袁甚是享受袁让人回味无穷遥 想吃
斋籺亦可袁 将米粉弄熟袁 搓成圆柱
形袁盘在碟子上袁神尧人均可享用遥
晚上做起梦来袁香香甜甜的袁连
野嘻嘻冶的笑声也是甜甜的遥

春天的橙乡绿草如茵袁鸟语花
香袁它已披上诱人的春装遥 野中国红
橙之乡冶野中国电饭煲之乡冶袁 亮丽
的名片化作诗韵在神州大地唱响袁
那就是美丽的橙乡廉江遥
橙乡廉江像一位秀色可餐的
少女袁穿着春天的轻纱袁散发着幽
幽的清香遥 橙乡廉江又像一位德艺
双馨的画匠袁展示着诱人的画卷遥
在那弥漫着大地芳香的清晨袁
我漫步在仙鹤湖畔袁 一湖烟雨朦
胧袁湖面小舟若隐若现袁荡起快乐
的双桨袁如进入桃源袁静谧而安详遥
在杏花微雨的傍晚袁来到神话
般的双峰嶂遥 双峰叠翠袁挺拔向上袁
似廉江人的风格袁刚正倔强遥 巍巍
的双峰嶂袁又像情深的恋人袁千年
守望但不能相及袁因而无限惆怅遥
几阵微雨扑挂在我的脸庞袁一
曲叶我的九洲江曳在神州大地回荡袁
悠扬的旋律把我带到廉江的母亲
河畔遥 带着廉江人的欢乐和希望袁
蜿蜒南下袁奔向浩瀚的北部湾和更
远的海洋遥
片片橙园袁 像片片的翡翠袁镶
嵌在廉江的土地上遥 蜂舞花蕊袁莺
唱枝头袁播种着丰收的希望遥 我吸
了口清新的香气袁 仰望着天空袁环
顾着橙乡春色袁 心中是那么舒畅遥
橙乡春色袁像美妙的音符袁拨弄着
廉江人的心弦袁奏响了乡村振兴的
时代乐章遥 橙乡春色袁我无限眷恋袁
我为你歌唱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