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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中国》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紧扣“大美中国”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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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大美美 □文/图 明光暗影

大学时的老同学来珠海出差，问
我珠海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老字
号。这可把我问住了，来珠海20多年
了，我一时还真想不起珠海有什么老
字号。因为在我的潜意识中，吃惯了
家里的家常菜，家才是我印象中最悠
久的“老字号”。而我的老家其实在
广东化州，原属湛江地区，印象中最
拿得出手的标志性美食就是一道家
常白切鸡。所以最后我向老同学隆
重推荐：不管去哪家粤菜馆，一定要
试试白切鸡。

在广东，“无鸡不成宴”。而白切
鸡便是各种做法中最经典、最有代表
性的一种。很多时候，老家人打来电
话时都有那么几句：“家里养的走地
鸡可以吃了，什么时候回来啊？”老
家人用正宗走地鸡做的白切鸡，皮
爽肉滑，口感清淡且鲜美，可谓是在
我舌尖上和心里都待得最长久的家
乡味道。

白切鸡是我们粤西人的“嘴边
肉”，即常吃的一道荤菜，它更是我们
粤西人节日加菜、宴客的“第一菜”。

其制作方法简易，以熟而不烂、不添
加配料且能保持原味为主要特点。

老家人做白切鸡最重视三点，一
是选鸡，二是浸鸡，三是调味料。选
鸡要选本地的细骨走地农家鸡，特别
是150天左右、1.6公斤上下的走地鸡
最好吃。这种鸡皮爽肉滑，看上去晶
莹剔透，且拥有靓鸡必有的天然网纹
——会吃鸡、会煮鸡的人都知道，只
有靓的鸡，才能拥有天然网纹——吃
起来更是味及骨髓；浸鸡则要求慢火
煮浸，熟至八九成后，捞出投入冰水，
是所谓的“过冷河”；吃时需要配上一
碟调味料，配料就是简单的沙姜和蒜
茸加生抽和油，但有的人家做的调味
料特别有味道，总能赢得更多人垂
青，其中的配方自然秘而不宣。

不过，原汁原味才是精髓，很多
时候我吃白切鸡是连配料都不要的，
也觉得很好味。它的美味早已浓缩
在鸡仔每一处构件里，肥而不腻。鸡
皮滑嫩，嚼时黏在齿舌上，似乎还会
冒出淡薄的油脂，弹起的鸡皮如一条
摆尾的鱼，引领牙齿加快运动；鲜香

的鸡肉在鸡皮退场后登陆舌尖，带有
清甜的肉纤维不粗不柴；最后咬到里
面，骨头都是酥软的，那鸡骨上凝结
有黯淡的血丝，但闻起来却没有腥
味，这是火候到位的白切鸡。牙齿稍
一用力，少量的鸡骨髓便跳到舌面
上，一股鲜香在嘴中达到高潮。这个
味，怎一个美字了得。

有一次我和一个老乡到北方一
个小城出差，路过一家食店，竟看到
几只黄澄澄、白亮亮的白切鸡挂在橱
窗内，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行
注目礼。我想，关于白切鸡的记忆，
即使离家千里，也是永远忘不了的，
它便是最“老字号”的家的味道。

妈妈用秫秸扎的篱笆，圈着一园秋
景。

几场秋风粉墨登场，仿若故人，千里
奔赴而来；又像牧羊的鞭子，挥动起来，抽
打着篱笆上攀爬的藤蔓和最后一茬扁豆
花。但蒙蒙雾气仍在菜园里氤氲。蛐蛐
乐此不疲地欢唱着，为秋送歌。几只茄子，
黑乎着脸；几个西红柿，青得发愣；还有不
少漏摘的豆角，干得快成柴火了；伸懒腰的
丝瓜还在秋日里叹息；一个已熟透的倭瓜，
终于让我有了把它摘下来的冲动。

篱笆在妈妈观念里很重要，重要性根
深蒂固。篱笆外养鸡，篱笆内种菜，鸡要
生存，菜要成长，不管篱笆内外，妈妈都要
苦心经营。

园里的菜，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
天然的有机蔬菜。就是不吃，妈妈也喜欢
看它们新鲜而安静的样子。但鸡是活的，
专找篱笆缝隙大一点的地方钻进钻出，偷
吃不说，鸡喙还啄得芽苗东一歪，西一倒，

有些甚至被连根拔起，遍地狼藉。鸡是笨
鸡，体型小，下的蛋也小，蛋黄似朦胧的圆
月，营养价值却极高。妈妈用葫芦劈就的
瓢，装了高粱米，撒一把，又撒一把，三五
只笨鸡，围着叫着吃得甚欢。妈妈认为，它
们吃饱了，就不去祸害篱笆里的菜了。但
吃饱的鸡却照样钻篱笆。妈妈心疼菜，又
恨不起来鸡。最后她便在篱笆外，立一个
马扎坐下，脚边放一根长长的竹竿，然后右
手指套个顶针，边看着鸡鸭，边看萝卜有没
有长高一寸，边把希望纳进鞋底里。

阳光正好，赖在院子里。层层叠叠的
光，枝枝蔓蔓，沸沸扬扬。但破棉絮似的
散云，游魂一样飘来荡去，似乎在肆意酝
酿一场寒潮。终于在几天后，散云衔接成
巨大的棉被，兜向太阳，天空出现一种灰
不灰白不白的颜色，天气就再没热乎过。
这不禁让人有点恍惚，深一脚浅一脚，就
这样步入秋天了？

果然，包心菜开始“抱团”，萝卜裸露

着通红的肩膀，大葱像个暮年的老人，不
声不响地晒着太阳。树叶也开始泛黄，黄
到不能再黄，就落了。这场秋天的约会，
有成熟的喜悦，有离散的荒凉，有对轮回
的期盼，也有对逝去的回味。时光教会了
我们和颜悦色，日子便平实得像那篱笆里
的一枚秋实。

天真是冷了，有雨滴洒落。所有的草
木都带着一种隐喻，一副心照不宣的样
子。它们是在密谋什么吧，是不是在等这
场雨一过，就会突然一起凋零，集体向季
节告别？

秋天来了，冬天便近在咫尺。等这茬
一簇簇姣美的扁豆花在篱笆上凋谢，妈妈
也该收起马扎，揉揉坐疼的腰窝，给鸡们
来去的自由，也给自己自由。

接下去，她就该拆篱笆了。捋顺，捆
紧，平放在西厢房的旮旯里，等来年开春，
再用它把花事圈住。然后，等秋来秋去，
又是一年。

今年六月底，因跟团去徒步，
我见识了广东最美乡村之一的溪
头村。它坐落于广州市从化区良
口镇东北部，距离广州市区不到
两小时车程。在村落间徒步十多
公里，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这个典型的岭南乡村依山
傍水，农舍星星点点散布其间。
夕阳西下时，看流水缓缓，炊烟
袅袅，在高山密林中若隐若现，
那情形正如孟浩然的诗句：“绿
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绝对是
国画大师笔下的最爱。

最令人赞叹的是一片接一
片的竹林，延绵数公里。长风拂
过，“入竹万竿斜”，此起彼伏的
绵绵竹海，如同流动的绿色海
洋，让人心旌摇曳。“绿竹入幽
径，青萝拂行衣”，走近竹林，只
见有些竹子粗如碗口，挺拔矗立；
有些细如笔杆，摇曳多姿。满眼
的苍绿与山林树木、灌木草丛的
绿又不大一样，层层叠叠、错落有
致。偶遇一小片新生长的竹林，
那种勃勃生机的绿更是青翠欲
滴、清丽脱俗，就像眼睛浸在薄荷
水里般感觉清凉。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的苏东坡先生要是光临此地，想
必也会挪不开脚步，要在此安居
吧。而我此刻脑海里除了满是
诗情画意，还冒出许多奇怪的念
头，比如觉得自己若能像大侠李
慕白那样，在竹尖上轻盈飘逸地
飞跃，该有多帅。

到了中午饥肠辘辘时，我发
现这里的特色美食竟是用明火
烧制的“竹筒饭”，还有香菇滑
鸡、豆豉排骨、腊肠腊味等几种
口味。铁架子上放着一排排装
着米和水的竹筒，底下生着明
火，柴火居然也是干竹子——不
禁想起“煮豆燃豆萁……相煎何

太急”。但等饭熟飘香时，我早
忘了刚才的悲悯之心，毫不留情
地吃个“筒”底朝天。据说遇上
新砍的竹筒，头两回煮的饭，还
能尝到竹子的清香味道呢。而
饭后再来一碗当地最畅销的山
水豆腐花或冰镇凉粉，更是生津
解渴。

“竹色溪下绿”，溪头村的竹
林小道，多有溪水相伴，且多是
由泉水涌出径直成溪。据说，溪
头村是从化流溪河的三大源头
之一。在甘坑到溪头村这一段，
溪水尤为充沛，流水潺潺，蜿蜒
而下，清澈见底。有些游人一时
兴起，“扑通”一声就跳入溪水中
凉快去了。当然，野泳危险，要
特别留神，且孩子需大人陪同。

沿着“星溪竹海”走到青砖
古瓦、青石板路的“溪头古巷”，
此处应是溪头村最热闹的地方，
约摸只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路边街市围绕着池塘自成一圈，
卖的多是山药野菜、时令水果以
及这地方少不了的竹艺物件。
默默见证着一切的百年古树底
下，有老人三三两两在悠闲地打
着扑克。我们在街市上又买到
这里的特色水果三华李，红皮红
肉，汁多皮脆，酸甜可口，咬上一
口也很是开胃。

溪头古巷的外面就连接着
宽大的水泥公路，方便村民及游
人进出。显然这个偏僻的小山
村早已不再闭塞，但也不会过于
喧闹。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在此
找到一种平衡。

徒步溪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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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霞被一声“问好”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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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征文》栏目欢迎投
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
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
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
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
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

园篱疏秋

步行去网点取快递时，正值学生
放学时间。穿过放学人流，取了快
递，放学高峰已过，我大步走在大街
上，迎面走来一位个头很矮的女生，
她穿着附近中学的校服，走路一跛一
跛的。

我与她目光对视时，她突然微笑
地说：“阿姨好。”

我看看四下无人，这声问候肯定
是问我的，心想可能这女孩认错人
了。出于礼貌，我也笑着回她一句：

“放学啦。”她“嗯”了一声。
我 俩 擦 肩 时 ，她 身 体 往 我 这

边 倾 倒 ，差 点 儿 跌 倒 。 我 赶 紧 转
身 想 搀 扶 她 ，她 又 自 己 站 直 了
身 体 。

我问：“需要帮忙吗？”她回答：
“不用，不用。”这女孩跛得不算严重，
估计刚才是因倒手拎书包，一下没站
稳。

她胳膊上挎了一个书包，手里拎
着一个大书包，书包像铁蛋一样重。
她个子又矮，书包都快拖到地上了。
我还是不放心，再次追问：“是不是家

人没按时来接，需要用我手机给家里
打个电话吗，或是我帮你喊辆出租
车？”她笑笑：“不用，不用，我自己走
就行。”

这时迎面又走来一位推着小推
车的大妈，小女孩又点头问候：“奶奶
好。”大妈一头雾水，用手背揉了揉眼
睛：“这是谁家孩子，你瞧我这眼神，
愣是没认出来。”小女孩笑笑，没解
释，继续往前走。大妈却调转头，追
上女孩，让女孩把书包都放到她小推
车上，要送女孩一程。

眼前这一幕，突然让我很感动。
女孩终究还是谢绝了大妈的好

意，径自走远了。我回过神来，转头
问大妈：“您认识她？”大妈摇头：“不
认识，这孩子真是有礼貌呀，见到陌
生人也问好。”

我明白了。这女孩并没认错人，
对陌生人问声好也不是求助或需要
帮忙，她只是单纯出于礼貌。这女孩
肯定家教很好，有颗柔软的心。

我们从小就被家长教育或当家
长后教育自己的孩子，要怎样有礼貌

地称呼别人。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我
们又总是被告知或自悟到，不能随便
和陌生人说话。若无需帮助，问候
也无必要，以求更好地保护自己。
于是在大街上，除了有事需要别人
帮助，鲜见陌生人之间单纯地彼此
问候。

我已很久都没和陌生人打过招
呼了，也很久没有陌生人和我打招呼
了。今天这女孩的一声问候，的确让
我如沐春风——多好的孩子，多么美
妙的下午。

她因身有残疾，肯定遭遇过比普
通人更复杂的目光与关注，但不论他
人用何种目光看她，一句问好，瞬间
就化解了尴尬。她与陌生人的交流
也仅仅停留在简单的问好上，不做
过多交流，这种自我保护其实温暖又
礼貌。

我打算把这句问好暂时保存，待
遇到下一个陌生人，和对方目光相对
时，我也要说一句“您好”。将这种温
暖传递下去，这世间也许便多了些许
值得。

“乡音”征文

我们沿着小溪徒步，走了二三十里

村头有个小集市，摆满各种当地特产

一条小路蜿蜒而上，竹林深处仿佛有人家

竹筒饭是当地一大特色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0233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517124元
中奖基本号码：173229331523特别号码：05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59372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金额（元）
35680
523692

中奖注数
482
1105

单注奖金（元）
37
237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0
4
46
175
3807

0
0

17480
23000
17500
38070

4370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7279297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0233期

投注总金额：490352元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05 龙 春 东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78224

8884

2232

1012

3437

255

82

123

46

15

5

5

开奖时间：2020年10月17日 ●●●●●●●●●●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授权发布

彩票开奖公告栏

3D 第2020238期

中奖号码 3 3 4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10

538
872
0
93
17
0
8
0
6
0
0
54

本期投注总额：1790098元；
本期中奖总额：866000元；
奖池资金余额：4627558元。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6

559520
301712

0
930
1768
0

168
0

1038
0
0

864

排列3排列5 第20237期

13102226.6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416479235.9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超级大乐透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90224663元

965450648.8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20102期

一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11 07 29 18 20 12 09

后区号码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应派奖金合计
(元)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2

1

170

53

584

833

22182

23094

68336

774634

7753243

基本

追加

10000000

8000000

67717

54173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20000000

8000000

11511890

2871169

5840000

2499000

6654600

4618800

6833600

11619510

38766215

119214784

基本

追加

合计

排列3 5 2 4

排列5 5 2 4 9 0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17956094 948430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4746

0

12513

27

本省
中奖
注数

410

0

712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1546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