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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武 马翔

在陕西榆林榆阳区鱼河峁镇， 一条
蜿蜒的盘山水泥路通向梅家畔村， 一眼
望去， 村里的葡萄藤和苹果树果实累累
长势喜人。 “再有一年葡萄就能挂果了，
到时大家的腰包能鼓起一层！ ”指着眼前
200 多亩葡萄园，梅家畔村村主任刘开飞

笑开了颜。
梅家畔村地理位置偏僻， 属沟壑极

贫地区，以前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没有
其他经济收入，村民们长期跟穷日子“抗
争”。 两年多来，在陕北矿业中能煤田公
司的帮扶带动下 , 梅家畔村形成了“合作
社+企业+贫困户”多位一体的产业发展
模式，以葡萄、山地苹果为支柱的多元化
种植产业为脱贫提供了保障。

2019 年底， 梅家畔村退出省级贫困
村序列，村庄焕发了生机，村民脸上漾起
了笑容。

要想富，先要找准脱贫路。2018 年，中

能煤田公司结对帮扶梅家畔
村，派人进驻伊始，便投入资金
援建光伏项目。 2019 年 3 月，
牵头商贸公司与该村合作经营
葡萄种植产业， 村民以土地入
股形式加入，享受分红。短短两
个月，葡萄长势超出预期，急需

一大批配套设施，该公司又投入数十万元
帮扶资金，解了村里的燃眉之急。

金秋十月， 葡萄苗藤蔓郁郁葱葱，
地里水肥一体 、水泥桩 、围栏护网和电
力设施等一应俱全。 村民梅广斌边忙活
边说：“ 这葡萄串串很快就要变成口袋
里的‘钱串串’啦”。

2019 年，尝到甜头的梅家畔村人，转
变思路， 将致富目光投向了山地苹果产
业。 认准“南果北草中蔬菜”的农业产业
总体布局，将 1000 亩山坡地改造成苹果
种植基地。 村委会把土地租赁给当地果
业公司，并与该公司合作种植山地苹果，

村集体不仅有了收入， 一些村民还走进
了果园工作，每月有了固定收入。

望着村东边山坡上已经平整好的
1000 亩土地， 村民梅海红对未来的日子
充满信心：“有了村里的苹果产业， 我的
收入除了土地租金， 每天在果园工作还
有 120 元工资。 过去生活费靠子女接济，
现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日子真是一天比
一天好！ ”

除了培育产业， 为梅家畔村扶贫造
血，中能煤田公司还全力推动扶贫产品和
服务的增效提质，得到了村民们的点赞。

梅家畔村大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
村里的老人， 尤其是孤寡老人的养老成
了大难题。 对此，中能煤田公司在该村的
居家养老规划中， 明确投入资金支持兴
建养老院。 “目前，村里有 20 多个孤寡老
人，“幸福养老院” 的建成将逐渐解决他
们的养老问题，也能减轻村民负担。 ” 驻
村干部刘亭指着一片即将改造而成的养

老院说。
吃水不忘挖井人，脱贫的梅家畔村

人没有忘记带他们摆脱穷日子的 “恩
人”。 不久前，梅家畔村两委走进了中能
煤田公司。 带着乡亲们的嘱托和感恩之
情，刘开飞将一面锦旗献给中能煤田公
司党委负责人。

秋收时节， 坐落于黄土高原一隅的
梅家畔村，阳光温暖，果园飘香，丰收的
喜悦洒满了田间地头，而今的梅家畔村，
再也不是那个山窝窝里的贫困山村了。

(作者供职于陕西中能煤田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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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寒露露吃吃蟹蟹

■郭守仁

桂花是上好的桂花， 酒是上好的酒，二
者搭配而成桂花酒，当然也是上好的佳酿。

故乡有一条路直通南北，那座大山上，
漫山遍野都是桂花。 农历八月一到，空气中
飘散着桂花的香味，几里外都能闻到。 桂花
虽香， 但若不采， 过十天半月就香销散尽
几回闻 ，秋风吹过逝无痕了 ，所以采摘桂
花制作桂花酒，是故乡家家户户秋天里必
须做的—件大事。

采摘桂花有学问，直接摘下花枝、爬上
树干使劲摇或用长竹竿敲打，都是笨办法，
弄不好还会伤了桂花树， 来年就会少开花
或者干脆不开花。 所以，采摘要按一整套程
序来， 得提前几天在桂花树头离地一米多
高的地方捆上一圈草绳， 草绳扎紧后再往
上面打上几个木楔， 以便绳子能紧紧捆住
树头。 三两天后，再在树下铺上一层薄膜，
然后抱着树一摇，桂花就像雨一样飘落，那
场面才叫壮观。 看着纷纷扬扬的桂花雨，人
们喜笑颜开、手舞足蹈，一股股花香直入了
心田。

故乡往西不远处有一个叫岩湾的地方，
方圆百里很有名，原因在于那儿有一股奇特
的泉水。 泉水眼儿蓝汪汪的，旁边一口千年
古井里的泉水，更是冬暖夏凉，冬天暖得冒

热气，夏天冰得刺骨头。 泉水酿出的酒醇香
无比，岩湾的酒自然也就有了名气，但凡遇
到赶场的日子，男人们总会天不亮就去酒坊
门口排队，等着老板开张。

好马配好鞍，好酒配桂花。 故乡人家酿
出来的桂花酒，如今只要一想起，就会流口
水。 村庄方圆不过数十里地，要说酿桂花酒
的本事，刘二娘绝对无人匹敌。 制作桂花酒
两个环节最关键，一是熏，二是酿，但无论哪
一步，刘二娘的手艺都要高人一筹，她家的
酒色泽金黄、清香浓郁、味纯绵厚、入口回
甘，香气四溢能醉倒人，村里的老老小小许
多人醉过，可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咋醉的。 如
今，细细回想，那时有多少人醉了还想喝，多
少人离乡背井远走他乡了，还都记得刘二娘
桂花酒的味道。

靠着一手制作桂花酒的好手艺， 刘二
娘在贫困的年代里硬是把两个娃娃送进了
大学，成了村里一段佳话。

（作者供职于湖南地勘大队）

桂花酒香入心田

■鲍安顺

寒露，正值秋深菊黄蟹肥时，是吃
蟹的好时节。

寒露民间风俗，有“登高赏菊吃螃
蟹”之说。登高看秋，赏菊怡情，是人文
至境，而吃螃蟹，谈的就是品茗，人们
赏菊观秋一番陶冶后，最实在的，就是
吃的情趣，还有生活的光鲜。

“寒露发脚，霜降捉着，西风响，
蟹脚痒。 ”天一冷，螃蟹的味道就要
“正”了。古诗有“九月团脐十月尖，持
螯饮酒菊花天”一说，意指农历九月
的雌蟹卵满，黄膏丰腴，最适合吃；而
公蟹长得慢些，到农历十月后，脂肪
才逐渐堆积起来，长成蟹膏，才会鲜
美至极。

传说大禹治水时，遇到河神施法，
放出许多夹人虫， 形状凶恶， 双螯八
足，身负盔甲，疯狂噬咬治水将士，企
图阻止施工。 大禹便派手下壮士巴解，
去江南收拾夹人虫，可是那横行霸道
的东西，在人们用锄头砸、刀砍后，仍
然见多不少， 受伤的将士越来越多。
巴解便架起许多大锅烧水，将沸水倒
进沟里，烫死了许多夹人虫，空中随
之弥漫起浓浓蟹熟的香味。 巴解拿起
一只夹人虫说：“我尝尝， 如果被毒
死，你们千万别再吃这种虫子了。 ”可

当他掰开甲壳，尝了一口后顿时惊呼：
“好吃！ ”从此之后，夹人虫便成了家喻
户晓的美食。 而为感激敢为天下先的
巴解，人们就在解字下加个虫字，称夹
人虫为“蟹”，意思是巴解征服夹人虫，
是天下第一食蟹人。

寒露吃蟹，品种多，风味也多。
常见的海蟹品种有南北海域的梭

子蟹、广东青蟹、各地沿海的黎明蟹，
以及海南岛和乐县的和乐蟹等。 淡水
蟹则统称中华绒鳌蟹，俗称大闸蟹，又
有河蟹、江蟹、湖蟹之分，主产于长江
流域，名品有阳澄湖大闸蟹、汉川刁汉
湖螃蟹、安徽清水大闸蟹、崇明螃蟹、
赵北口蟹、胜芳蟹等。

明代李时珍曾称赞：“鲜蟹和以
姜醋 ，侑以醇酒 ，嚼黄持鳌 ，略赏风
味。 ”说的是清蒸是蟹的传统吃法，能
最大限度保持蟹的色香味。 蟹的滋
味，大腿肉丝短纤细，味同干贝；小腿
肉丝长细嫩，美如银鱼；蟹身肉，洁白
晶莹，胜似白鱼。 吃时佐以醋、姜、蒜
沫，喝点白酒，真是在“碧空寒露松枝
滴”的时空佳境里，抵达人间极爽至
美的味觉圣境。 除清蒸外，食蟹还有
醉制、水煮、面拖、腌制等，也有将蟹
肉蟹黄拆下作为主料或配料做菜，较
为著名的蟹菜有扬帮的蟹粉狮子头、
芙蓉蟹斗、蟹粉小笼包，广帮的蟹肉

排鸡腰，本帮的清炒蟹粉，苏锡帮的
炒蟹黄油、蟹黄扒蘑菇，家常做法则
有油酱毛蟹、腐片咸肉蒸毛蟹、面托
蟹、锅仔蟹等。

另外， 螃蟹的吃法还有辣蟹、煎
蟹、一蟹三吃等。 其中若克道辣蟹源于
香港，菲律宾空运鲜活大肉蟹，最大四
斤多，由多种香料秘制成的蒜蓉佐吃，
甘口焦香，脆而不糊，蒜香味与辣味、
豉味完美结合。 厦门的王小二煎蟹，也
叫莲花煎蟹，膏肥饱满，伴着姜母鸭、
王小二豆腐等菜肴一起吃，风味独特。
此外，各地还有同安煎蟹、姜母鸭强煎
蟹、莲花公园煎蟹等……

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 ，营养丰
富，蛋白质以及钙、磷、铁和维生素 A
的含量都较高。 而且，蟹因“性味咸
寒 ，有泻诸热 、散血结 、续伤绝的功
用”，可用于跌打损伤、产后腹痛、黄
疸、眩晕、健忘、疟疾、漆疮、烫火伤、
风湿性关节炎、腰酸腿软、喉风肿痛
等症。 不过吃螃蟹，一定要蒸熟吃，且
不能吃死蟹，要现蒸现吃不要存放，另
外不宜多食。

丰子恺在《忆儿时》里描写父亲吃
蟹的情景，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
的菜肴，是乏味的。 蟹味上桌百味淡，
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作者供职于安徽省铜陵市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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