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岭南美食 □杜一璠

一天，我问爱人，“母亲”在你心里
是怎样的存在？爱人若有所思，说，妈妈
一直在默默的付出，很少言语。

婚后， 爱人一直同我在北方生活，
跟母亲相处的日子屈指可数。 母亲之
于爱人， 得从2019年2月， 爱人在武汉
剖腹产生完孩子后回监利老家坐月子
说起。

那一个月， 爱人最是难忘。 因为
母亲是在照看哥哥两个孩子的前提下，
担起了伺候月子的重任。 与其说是忙
的焦头烂额， 倒不如说是被两个孩子
闹的晕头转向。

“7点米酒鸡蛋羹， 10点黄花鲫鱼
汤……到了晚上黄豆炖猪蹄。” 3年时
间过去， 提起她的月子餐， 爱人仍然
记忆犹新。

那段时间，母亲就是忙忙忙，但总
能换着花样做好每一顿饭， 一天六顿
饭，顿顿不重样。家里做饭用煤气，一罐
气短短数日就消耗殆尽，母亲就老在季
节上找原因，说天冷了气不耐用。

冷是真冷 ， 这一点我随了母亲 ，
在南方生活， 却始终适应不来南方的
冬天 。 只要一入冬 ， 脸被冻到发红 ，
一双包子手更是过冬的 “标配”。

母亲却总说劳碌习惯了。 比如洗
衣机宁可闲置， 也要搓衣板式的手洗，
母亲说洗的干净。 有一天， 爱人嘴馋，

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个 “想吃周黑鸭 ，
想喝奶茶” 的动态， 紧接着这些就像
被点了餐一样的， 都送到了她的床前。
母亲自知在月子里吃辛辣是大忌， 特
别是剖腹产的产妇。 但奈何爱人想吃。

在母亲 “饭来张口 ” 的投喂下 ，
爱人的体重一天天在突破。 母亲却总
说村里条件有限， 照顾不周。 在母亲
看来， 儿媳妇就是亲闺女， 怎么疼都
不为过。

2021年10月， 我因病需进行全麻
手术。 疫情下， 医院按规定只允许一
名家属陪护， 孩子两岁多， 自然丢不
得， 母亲便张罗着要来京。

我拒绝了 。 1000多公里的路程 ，
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根本无法承受 ，
更何况母亲晕车， 10公里的车程就会
头疼。

在院期间， 我穿着病号服， 轻易
不敢和母亲视频， 怕母亲心慌。 于是，
从入院到术后， 我大多是以文字的形
式向母亲汇报自己的观察情况。 哪怕
一切都正常， 母亲同样连续失眠。

“妈妈没能去北京， 心里疼。” 都
说儿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如今
要在这肉上动刀子， 我理解母亲的心
疼， 也心疼母亲的心疼。

这几个字， 母亲一定是多少次想
说出口， 却又强忍着说不出口。 我甚

至能感受到母亲内心的每一次挣扎和
自责以及默默流下的每一滴泪。

我曾经无数次的让母亲来北京 ，
逛一逛故宫长城 、 尝一尝北京名吃 、
看一看我和战友们生活训练的警营
……母亲从未心动。

但北京， 母亲永远心驰神往。 因
为有我在 ， 这座城市便永远有牵挂 ，
这牵挂独一份， 却千丝万缕理不清。

2022年是我在北京入职北京消防
的第11年， 母亲很骄傲儿子为民服务，
但也因 “赴汤蹈火” 的特殊性， 有时
候也替我提心吊胆。 特别是在网络发
达、 手机普及的近些年里， 哪里有火
情， 哪里有人员伤亡……都成了母亲
的关注焦点和新闻推送。

以前在一线， 母亲担心我的安全。
后来到机关新闻宣传岗位， 母亲又开
始顾虑我的休息。 因为新闻宣传时效
性强， 我习惯性地加班加点， 安安静
静地采写， 再加上我的白头发一添再
添的缘故， 母亲一度觉得我太过劳累，
甚至将矛头对准父亲， 埋怨他送我参
军入伍， 吃尽苦头。 这一点， 母亲永
远保持着 “觉得累了就回来” 的这份
溺爱。

儿行千里母担忧， 千里之外儿也
在担忧， 这种血肉深情没有变， 且历
久弥坚。

我深知母亲对子女的担心和牵挂，
犹如我深深牵挂着母亲。 11年来， 我
的每一次探亲休假路线都是先去武汉
再到监利 ， 或者是从监利返回武汉 。
因为爱人家在武汉 ， 婚后随我北上 ，
有太多的不容易。 我常常嘱咐爱人在
家的时候陪母亲多唠唠， 亲情时间寸
金难买。

我和爱人的每一次回家， 就如同
过节， 假有多长， 节就延续多久。 冰
箱里塞的满满， 饭桌上摆的满满， 凡
是能吃的， 母亲恨不得把整个菜市场
搬回家。

眼前有吃不完的菜， 母亲却说家
里比不上城里， 没有什么可吃的。 母
亲永远担心我们吃不够、 吃不惯。 殊
不知， 在北方这些年里， 我和爱人最
想吃的、 最难寻的、 最怀念的， 就是
这一道道家常菜， 它们经过母亲的手，
便是最好的味道。

也是后来才了解到， 母亲每天都
要早早起床。 每到早餐时间， 母亲就
准备好了全家人爱吃的豆浆 、 团子 、
糍粑……

正如爱人所言， 母亲一直在默默
付出。 母亲不言， 但爱有声。 母亲的
爱， 是她永远觉得还可以更拼， 为子
女做的更好， 给的更多。

（写于2022年11月7日）

母亲不言 但爱有声 □饶继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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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海间品味岭南美食， 真是人
生一大享受啊 。 岭南美食名目繁多 、
香飘四溢， 连续吃上两个月可以天天
不重样。 有各式茶点， 各色海鲜， 汕
头牛肉， 各种小吃……要数说岭南美
食， 那恐怕一本书也写不完， 先来说
说我们常吃的鸡和鱼吧。 单说鸡在广
东就有很多种做法， 椰子鸡、 猪肚鸡、
古法窑鸡、 盐水鸡、 客家盐焗鸡、 顺
德捞起手撕鸡、 皮爽肉滑的湛江白切
鸡、 泥煨鸡、 泥烩鸡、 纸包鸡、 吊烧
鸡、 炭烧鸡等等， 再也没有比广东更
齐全的了， 比单调的肯德基好吃多了。
鸡也来自广东不同地方， 如在野外放
养、 喝山泉水长大的清远走地鸡和湛
江鸡等。

岭南美食中， 名扬天下的顺德美
食更是花样百出， 令人赞不绝口。 海
鲜在靠海吃海的广东是必不可少的 。
其中顺德的簸箕鱼很有趣， 三种做法
的鱼同时放在一个大簸箕里端上餐桌，

有剁椒的、 水煮的、 还有酱香的， 令
人馋涎欲滴 。 还有顺德有名的鱼宴 ，
一条几斤重的大鱼有不同做法， 捞起
鱼生、 炸鱼头、 凉拌鱼皮等。 捞起鱼
生配上各种辅料， 如红色的米酒， 橙
色的九制陈皮、 胡萝卜丝， 金黄色的
炸粉丝、 麻花、 花生碎、 生姜丝、 沙
姜丝、 香油， 青色的辣椒丝、 柠檬叶
丝、 葱丝， 紫色的炸芋丝、 洋葱， 白
色的芝麻、 蒜等等， 可谓色香味俱全。

除了各色做法的鸡和鱼， 在中山
还有既可以观赏也可以吃的美食。 中
山市小榄镇盛产菊花， 小榄人亦喜菊
艺， 故小榄素有 “菊城” 之美称。 21
世纪以来， 一年一主题、 一年一特色
的中山小榄菊花会以花为媒、 以菊会
友、 技艺精巧、 规模宏大、 色彩斑斓，
为这个百年民俗盛会注入丰富的时代

色彩， 是中国菊文化最集中和群众参
与性极强的传统综合性民俗活动， 是
一场集赏菊、 赛菊、 吟菊、 画菊、 尝
菊、 传统艺术展演于一体的民间艺术
盛宴， 驰名中外。 小榄菊花会历史悠
久， 第一届菊花大会举办于清嘉庆十
九年 （1814年）。 1994年的小榄菊花盛
会展出了一盆大立菊， 计43圈、 菊花
5677朵， 已被载入 《吉尼斯世界纪录
大全》。 2006年， 小榄菊花会被列入了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

小榄镇深厚的菊花文化底蕴， 造
就了丰富多彩的菊花饮食习俗。 明朝
的 《岭南杂录》 中记载： “小榄之菊
花饼， 中含菊花， 较之杏仁饼尤为美
味。 菊花肉风味亦殊不俗， 非他处所
可比拟者也 。” 可见小榄人种菊 、 赏

菊， 并盛产可供吃花瓣的菊花由来已
久。 欣赏了高雅瑰丽的菊花造景和丰
富多彩的菊文化作品展览， 再来品尝
香飘四溢的菊花美食吧。 小榄人善用
菊花作配料， 制作出包括菊花肉、 菊
花水榄、 菊花八宝糯米饭、 荼薇蛋卷、
荼薇酒等地方小食， 并制作出菊花鱼
球、 菊花三蛇羹、 菊花鱼头羹等菜式
拼成的美味 “菊花宴”， 传至海内外。
每年秋天菊花盛开时节， 小榄当地都
会举行菊花美食评比活动， 推动菊花
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 用膳时， 我有
感而发：

《菊城飘香》
小榄赏菊一日游，
菊花盛宴甘入口。
彩蝶悠然戏菊园，
香艳娇俏枝满头。

光盘好
三餐安顿好 不在多和少
节制与节约 盘光碗净了

打包走
点餐宜可止 不摆剩宴图
吃好打包走 兴高面子足

尽归仓
棵棵汗水浇 粒粒岁时雕
遗落违天道 归仓富厚饶

果亦粮
生命多供养 果蔬亦同粮
四时随取用 佐伴保安康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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