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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海南】

家乡的红薯 □符靖华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商业信息180元/CM高 家教家政100元/CM高 个人信息80元/CM高 统一4.5CM宽 买五送二
海口分类广告及夹报广告热线：66810111 66810228

简约而不简单、精致广告、收益无限

特色餐饮，知名老字号连锁品牌(三亚，
海口都有)，在黄金商圈，生意火爆转让
或合作，无实力勿扰，13379900035

海秀路两间临街旺铺转让
分别为165和270平米，地段好15103061516赵先生

兴隆酒店转让
占地面积122亩，欲全部转让。有
意者面谈（免中介）13368993828

150亩休闲观光
农业庄园转让
已投千万元打造十多年，融养
生休闲度假、农业观光旅游、专
利有机农产品生产加工为一
体。环境资源绝佳并靠近东线
高速路，位琼东大旅游区及海
口机场、琼海、博鳌、南丽湖一
小时车程圈内。13331136728。

230亩农家乐土地转让
位于定安黄竹镇周边，距海口50多公里，租期
23年，种有13年1号菠萝蜜、槟榔、马占树，建
有住房、鱼塘、水井等设施，手续齐全。可做休
闲观光农家乐等旅游项目（另有1300株菠萝蜜
和2000株槟榔可单独租赁经营）18907681136

修理厂转让
市 中 心 南 沙 路 繁 华 地 带
400m2，盈利中。18976770676

海口临街新宾馆，59间房，9
年使用期，有停车位，专变，
发电机。付 18389569488

宾馆
转让

600m2饭店急转
海甸岛四东路口,月租13000元
大型外场停车场13198992996

转让宅急送快递府城代理权，有意者
请致电联系面谈，电话13976640886。

中高档酒店转让
凤翔路黄金地段，接手即可
正常经营盈利。18976911122

工厂铺面低价转或租
秀英 3200m2 245 万，租 5 元 /m2 起 ;
椰海铺面仓库 290万。13976978777

跨界项目双向营利大商机
13907598936 18976062668

沙发翻新
工厂：海秀中路 68922205

西良冷冻羊肉经销部
开业之际.特价出售50吨冷冻羊肉25
元/斤，售完为止。地址:秀英区富康路
2号（罗牛山牛羊市场门口西侧）。
32277198，18889822228欢迎加盟销售

沙发翻新
13876333808海秀中路43号，侨中斜对面

其他信息超市请看28版

二十年在职优秀老师辅导
一对一可上门。高、中考提分冲刺班，各年
级辅导班，30元/时起，可试听13036034439

宋 老 师 阅 读 作 文
寒假班现招少量插班生。小班授课，免费试听
授课地址：1.海垦；2.龙华 13700493089宋

10天会K歌
海大老师授课（唱歌钢琴等）66666154

直对中高考
山东大学老师带你攻克英数物化生，
严格筛选，重点辅导！13876820717

露西高考英语
露西高考是专做高考英语 中考英语 雅思
托福 四六级 电话：18976546647露西老师。

治贤
教育

中高考一对一签约上名校
郭13976996417

温馨国际.国内机票
66668585 旅游

寻人
启事

杨凤艳，女，70
岁，有老年痴呆
症、身材较瘦，
黑 龙 江 人 ，于

2015年 1月 9日从东方市八所岛走
失，各位人士如有见到，请来电
话：13118950999重酬

海南人和戒毒医院
自愿戒毒专业机构，咨询热线（0898）
66991999，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凤翔
西路（高铁海口东站正对面 150米）

海口最大旧货市场收旧货
13976605777

特
高
价

空调 家电 家具
13158990058

旧货全要
13876362483

特
高
价

种植红薯是家乡的农事之一。海南岛西
部四季阳光充足，这对喜光耐旱的红薯生长很
有利。由于红薯对地墒要求并不很高，似乎一
年四季都能种植。种植红薯一般是一年两
造。四月，农人们拾掇好农具，栽种红薯也就
进入季节。但是，对早季的红薯，农人们似乎
并没有投入太大的热情，只有在九月种植晚薯
的时候才郑重其事。当雄鸡的第一声啼鸣报
晓，农人们一家老小就忙活起来。天麻麻亮，
正是秋天里空气清爽的时候，我还窝在床上，
睡眼惺忪中，父亲早已套上牛车，驾车逶迤到
了薯园。

红薯的种植过程其实挺费事。家乡的薯
园十之八九都是坡地，到大面积种植红薯的时
候，坡地已闲置了近半年。这半年里，风吹日
晒，草芜丛生，地是板结的，须“起耕”翻犁一
次，然后过耙子把结块的土耙耖细。又在地头
用锨叉把从牛圈里掘来的粪料抛在平好的坡
地里撒匀，就可以开畦了。

薯秧是从四月已育秧的地头里刮来的约
摸有十余寸长的薯藤，扎成一大捆。当父亲用

“耠子”掘出笔直的畦子，母亲便躬猫着腰把一
条条薯蔓用手扎在垄里，双脚有节奏地从畦垅
上拢泥土，把薯秧捂实。把薯地种完，在平整的
坡地里就留有母亲一溜溜脚印，齐整而均平。
栽种完的薯秧，地上的部分看起来蔫蔫的，打不
起精神。但家乡的天候地气很适合红薯的生
长，节气总很合时宜地来一场雨，薯秧就落了
根，日渐葱茏起来，扯长似的绿蔓很快爬满薯
园。几个月后，丰收指日可待。

红薯收获的季节已是次年农历二月底三
月初。故乡地处琼西僻壤，在村头向西北眺
望，可看到八里外的昌化岭。家乡有农谚说：

“昌化岭头乌云笼，暴雨即时满村头。”说的就
是在春收红薯时节，如果昌化岭乌云密布，不

多久就要迎来大雨，收薯是不
宜的。可是遍及坡地的红薯时

不我待，自然要抢收。
来到薯地，你会发现结实的红

薯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撑起一个个
龟背似的土堆子，拱出一道道裂缝，像

山笋行将破土而出。父亲每天早起看天
候，认为适时了父亲就掮来犁铧套上牛，开
始了“犁薯”的劳作。我们哥儿几个跟在父亲
的后头捡红薯，忙不过来的时候，母亲就用特

制的掏薯镢子挖红薯。
春天收获的红薯产量大，大部分都要制成

薯干贮藏。天气好的时候，红薯一般就地用削
薯板刨成薯片，在摊开的竹席、牛皮纸子上
晒。但竹席、牛皮纸子毕竟不够用，就不得不
用推板来平整一下薯地，就地晒起薯片来。晒
干后的薯片收在用竹篾编成的围子里。母亲
又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劳作，因为削薯板推刨出
来的薯片，贮藏很占地方，为此，薯片要捣碎成
薯干贮藏。母亲铺开席子，用特制的梆槌或木
杵舂薯片，舂完一筐子就过筛一筐子，把制成
的薯干倒入瓦缸子里，满一缸子就封好一缸
子。把六个缸子盛满，又用木制的方柜仓装。
有了满仓的收藏，一年的食物就不愁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时的家境艰窘。水
稻虽然一年两造，但产量有限。一年里打下的
稻谷并不多，母亲算计着过日子，米是留着应
付不期而至的大事要事时用，或逢年过节，或
家人大病小灾的时候让病人煮粥。我们不轻
易吃上米饭，薯干就成了主粮。

红薯的吃法很多，有鲜吃和干吃等。比如
说，吃薯干可以是煮成粥，也可以煮成干薯饭。
薯干粥看着是黑的，有些像黑糖水，吃着却不是
很美味。干薯饭需要汤料才能送咽，味道比薯
粥好些。有时母亲把干薯饭用木铲子捣碎，和
成干团团，如果哪天我早起晚了，怕上学误时，
就顺手抓起两个干薯团，一路嚼着上学去。碰
到母亲不适的时候，来不及煮饭，就到薯缸里抓
几把薯干放在口袋里嚼着走。薯干炒着嚼也挺
香，父亲在没有什么东西下酒的时候，就让母亲
炒一碟薯干，要是有香油炒味道更好些。

在童年的日子里，肚子是常饿着的。在母
亲煮红薯时，趁她不在，我常偷着吃。有时红
薯还没有煮熟透，饿急了就用筷子夹出一个
来，刚出热锅的红薯烫得慌，我把热薯放在手

里，把持不住，就把薯子从左手转到右手，又从
右手转到左手，来回换着，给烫得不断地嘘嘘
叫着。

红薯煮后很粉很面，干食多了会哽在喉
中，不好吞咽，须用汤水下送。年景好一些的
时候，母亲也煮一两顿清水可鉴的稀米粥下红
薯。更多的时候，只用薯叶煮清汤外加一把粗
盐，就着下红薯了。下红薯的佐汤，最好的莫
过于田螺汤。父母在工余，中午就下溪里摸田
螺河蚌，有时，一个中午可以摸上十斤八斤。
上岸后，把它们泡养在锅里。收工回家，母亲
把田螺河蚌放在水里煮，熟后滤出清澈的汤，
再放到灶上一煮，添加一些菜叶、鲜瓜皮，便成
了甜美的汤料了。

小时候常三五成群做土焖红薯吃。首先
要找一个小土坡，土越粉细的越好，选好地方
后，用铲掘挖一个方洞，洞子大小以掩埋多少
红薯而定。洞挖好了，拾来干柴在洞里烧，把
土烧得红彤彤的，炭火旺的时候，再往洞里放
红薯。把红薯依序排好，用竹片或荆条把炭火
覆掩好红薯，大伙喊一、二、三，一齐抡起碗口
粗的木棒夯下土层，夯实，别让透烟。过四十
分钟就可以开灶，这时土层还是烫的，我们呵
着小手，一点点地挖，慢慢地掏出香脆的热红
薯，小心剥去皮，就吃起来。如果不着急着吃，
等过了一宿再开灶，红薯就更柔更粘更香甜，
芳香无比。在没有铲具的时候，可以在田间地
头用土块垒筑烧窑似的土堆，中间留空烧火和
放红薯，这圆拱拱的土窑掩埋焖焗出来的红薯
一样好吃。

红薯还可以用来酿酒，乡里乡亲都有饮红
薯酒的习惯。小的时候看过母亲酿红薯酒的整
个过程。首先到山上采来各种可以入药的草
叶，和浸泡过的糯米，捣碎后加上酒饼引子，擀
成拳头大的饼团，放在铺有稻草的缸里，密封好
后让其自行发酵。约十几天后，酒饼的香气溢
满堂屋。有了酒饼，余下的就是煮红薯。红薯
煮好后晾在厨里过夜，第二天洗净酒坛，就边捏
碎红薯放在坛子里，边把已捣碎的酒饼撒入坛
中。酒坛满后，用青叶盖严，再用方石压紧坛
口，两三个月以后，酒糟发足了酵，就可以酿酒
了。红薯酒是真正的佳酿，是绿色食品，酒度多
在20度左右，酒味醇正，并有一种浓郁扑鼻的
芳香，入喉清凉爽口，有解渴的功效。我不胜酒
力，但对红薯酒还是可以喝一大碗。

那些年，稻田上依旧洒满着种子
你辽远的歌声盘旋着一垄垄梯田
每个音符都是喜悦的，包括我
在影影绰绰的稻苗尖上，一望无际的阳

光打开
前方
前方也是一浪翻滚一浪，蓬勃的喜悦

我的前方，多年金戈铁马
静静地厮杀在一方方种满方块字的田地
日复一日，天天揉搓
时间难得发出一丝光泽和声响
生和活的剪影如水平凡
若即若离，隔阻不住光阴从指缝间滑过

今天晌午，守着冬日暖阳
你潮湿的歌声从北岸打马而来，不期而至
1/4的节拍，舒缓如风——
珊瑚屋 仙人掌
老渡头，还有村头风骚的狗吠
扶起我迷失方向的记忆
久违的乡音，奔跑在这个失眠的周末晌午
牵引着我走出钢筋水泥的语无伦次
让我在你流淌的悠扬中
咀嚼时光，吞咽岁月
让我在你律动呼唤的冀盼中
找到回家的路

这个平常的晌午，我年幼的女儿小米没
有午睡

她明亮如晃地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
春天来这里”

她的歌声合着你的旋律 恍惚中
我好想打马回家，看看你——
亲爱的妈妈

【诗香一瓣】

这个晌午
听你歌唱

□谢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