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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去匆匆，又见李子红”。端
午节前后，鄂南崇阳乡村迎来了李子
丰收的季节，也遇上了李子销售的难
题，果农们急切盼望客商能上门收
购，打开李子的销路。

6月9日，《咸宁日报.崇阳周刊》
编辑部利用双休日组织特约记者、骨
干通讯员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天城寺
前村等地开展以“乡村旅游”为主题
的采访活动，助推该村精准扶贫及美
丽乡村建设。

当天上午8点，采编人员一行从
崇阳县城西外环驱车前往天城镇蛤
蟆石村、寺前村。沿着一条宽约4米
的村道前行，只见道路两旁、房前屋
后层层叠叠的李子一园园、一树树、
一片片，红红绿绿的李子果沉甸甸压
弯了枝头。

尽管天空下起了霏霏细雨，但仍
诱人釆摘，尝上几颗满嘴甜香。路边
偶见几名村民挑着箩筐，将红通通的
李子采摘到山下路边。

据了解，蛤蟆石村老鸦沟是天城
镇一个偏远山村，距离县城约3.5公

里，这里属低丘岗山村，土壤非常适
合种果树。由于这里产出的李子个
大、肉厚、味甜、核小，可口甘甜。加
之今年风调雨顺，气候适宜，李子获
得了大丰收。

当地老人介绍，在那个“饥不裹
腹、衣不蔽体”的年代，缺吃少穿的村
民曾担着李子上街叫卖，甚至到平畈
村以“－斤李子两斤谷，五斤李子一
斤肉”换取口粮和零用钱。

看到记者来访，蛤蟆石村一组李
子大户陈协斌邀请我们去看他种的
李子园。

“今年的李子大丰收了，没有劳
力采摘只怕要烂在树上，掉在地上
了，每斤才卖两元，亏本。”

陈协斌今年62岁，他说全村就他
李树最多，大约500多棵，每棵可釆摘
80至 120 斤，至少可采摘 4万斤以
上。如今眼看全都成熟了，因为没有
客商前来收购，采摘下来的李子必须
当天赶新鲜送出去卖，没有贮存库不
能过夜久留，所以靠零打碎敲，－天
没卖出去多少。

而另一户沈新明家也有100多棵
上万斤挂在枝头，家中只有一个80多
岁的老爹看门，自己－家人在城里租
房做小生意，由于没有劳力釆摘，只
好眼睁睁看着房前屋后的李子挂在
山上，掉在地上被烂掉。他说：“烂了
实在可惜，谁要谁来摘，免费送人情
吧！”

天城镇寺前村村支部书记程进
祥告诉记者，该村素有种植李树的传
统，村子里房前屋后都栽满了李树，
还有5、6户200亩以上的大户，估计
有600亩李树，约采摘100万斤李子，
每年李子熟了，因销路等问题，不少
李子无人采摘，就掉地上烂了，实在
可惜。

现在正是鄂南李子上市高峰时
期，满大街都在卖的李子多少钱一
斤？

据了解，在咸宁大大小小的超市
里，李子的价格绝对不低于5元，而在
崇阳大街小巷里卖的也要个两三
元。县城凯鸿南大门黑美人水果专
卖店店主杨星月说，今年李子太多了

没有其它水果卖得好，她收购了百余
公斤李子不但价格卖得低，而且大部
分都还没有卖出去，她正为此发愁，
准备倒掉－部分。

面对销售情况不容乐观，果农们
一天天看着它们熟透掉下烂在地里，
心疼不已。“不要说赚钱了，就连工夫
钱都挣不回来啊！”

寺前村100万斤李子盼销路，欢
迎有意者前来收购或采摘。

采摘线路：城西出发——蛤蟆石
村——老鸦沟——石门冲——寺前
村——灌溪寺——青林冲水库——
绳武周家

采摘热线电话：
陈协斌13117167008
程天国：15972488281
程学斌：13197414618
熊旺兰：15377153432
程国球：13476871102
代国农：3715002
曾美云：15629482795
?程天助：15807245842

寺前村100万斤李子盼销路
特约记者 汪淑琴 沈二民 程艳

风里雨里，
等你来摘李

○ 李春

又是一年毕业时，又是一年桃
李熟。高考结束，桃李成熟，在时
骤时歇的梅雨中，从香山外国语学
校往前，拐进一条小道，经过蛤蟆
石，走进寺前，我们赶赴一场约
会。犹记三月蒙蒙细雨，我们踏进
这片李花的海洋，时隔两月，依然
风雨缠绵，这里却已是一片果的海
洋。

千树万树红压枝，风吹雨打铺
满地，看着既惊喜又心疼。李子酸
爽甜脆，要趁新鲜吃，过夜蔫了就
不好吃，吃太多牙和胃又承受不
住，实在只宜现场尝鲜。看着寺前
漫山遍野的李子，我开玩笑说：“那
就让全县人民来寺前吃李子吧。”
可是全县人民是不是知道寺前盛
产李子呢？

看着被雨打落了一地的红李
子，看着因有客人来而冒雨架梯采
摘的农妇，我们不由得陷入回忆之
中。记得总是湿漉漉的早晨，我猫
进菜园去捡熟透的红李子，因为踮
脚无论如何摘不到，又不敢上树，
因为李树太高，树上还有洋辣子，
不小心碰到了痒肿难受一整天。
还有人说至今他简直有李子情结，
青李刚上市他就买来吃，不仅如
此，还遗传给了他儿子，两岁的孩
子在采摘现场连吃了三四个。关
于寺前的李子寺前的水果，一打开
记忆的闸门，大家的话题关也关不
住……

桃李梨柿，那艰苦年代土生土
长的水果，带给我们幸福的甜蜜，
也不乏落泪的心酸。记得我家后
来在牛栏旁栽了一片李树，结的李
子又大又甜，有一年大丰收，吃不
完又卖不出高价钱也是烂便宜批
给了人家。从此我家再不卖桃李
了。有人说这不稀奇，当年寺前的
人出来卖李子，卖不出去一担担往
南门河里泼。旁人说起来是笑料，
对寺前人是辛酸的回忆。那为何
寺前还要种这么多李树呢？

有一个传说是这李树可是唐
朝传下来的。寺前、西庄的地名都

源自于当地一座古老的寺庙——
灌溪寺。话说李世民的国舅志闲
禅师因护驾有功，皇上对他有求必
应。他因厌倦连年的战乱和达官
贵人勾心斗角，不再过问世事遁入
佛门，琴棋书画，养花种草，倒在自
在。一天，一只被他琴声吸引的凤
凰托梦给他，它为志闲禅师找到了
一个更好的修行之地。志闲禅师
梦中惊醒，找不到凤凰，就上奏皇
上，要找到这仙境。皇上就通令全
国地方把最适合奉佛修道建寺宇
的地方，画成图像送给国舅备览，
崇阳的寺前村凤凰山被选中。原
来，这凤凰山就是他喂养的那只凤
凰飞过了九十九道山，越过了九十
九条河，没想到累死在灌溪，化作
了凤凰山。国舅按图索骥，历经艰
辛，到达崇阳，投入大批资金建了
一座占地二十多亩规模宏大的寺
庙，因此地有一条灌溪流过，便命
名为灌溪寺。寺前、西庄皆是皇寺
的庄园，庄园少不了果树，李树乃
李家树，自然遍布此地。梨树年久
果生锈斑，必须更新品种。而李树
寿命长，果子落地能发芽，老树又
可发新芽，因此千百年来绵延不
绝，吃到嘴里依然是千年前的味
道。

在艰难时代，这黄澄澄红通通
的果子能换来油盐钱，也是小孩子
眼中诱人的水果。然而现在水果
品种丰富，小孩子哪里看得上它？
这是这个年代孩子的幸福，然而远
离土地的孩子又何尝没有悲哀？

“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现象是存
在的。那么，不妨趁着周末，带上
你的孩子全家总动员去寺前摘李
子吧，给自己一个放松休闲的机
会，给孩子一个亲近自然认识草木
蔬果的机会。或者约上三五好友，
走进寺前采摘那记忆里的味道吧，
在酸酸甜甜的咀嚼中怀旧忆昔一
定别有一番滋味。

古老寺前，风里雨里，等你来
摘李！

（作者单位：崇阳一中）

草长莺飞六月天，微风细雨黄梅
季，假日互约乡村游，吆三喝四去往
地，某某的老家谁故园。村野烂漫风
景秀，不见高楼大厦橱窗展，不复车

辆喧嚣人拥挤。与鸡逐看鸭游，更有
李子漫山坡，围了村，伴了路，还是探
亲访友好由头。看那枝繁叶茂果实
累累，青红相间迷你眼诱你胃，垂涎

欲滴快举手，摘了一粒一粒送入口，
齿间津，舌头味，酸酸甜甜微含涩，原
是他年老滋味……

山野地，旧相识。碧波荡漾湖水
清，老翁垂钓神态闲，却看李子园中
果农手不停，一筐筐，一担担，摘的收
成摘的希望摘的厚厚重重责任心。
遥想旧年儿童时，家贫尚有李充饥，
父母辛勤不觉累，眷眷心，舐犊情，送
子离乡，期待风帆一路远扬。如今年
迈，他乡忙碌的你，可否惦念常回来
看看？

山坡下那户人家，地里的瓜果垂
垂，屋顶炊烟已袅袅，李树每年都开
花，花开时节想念长辨子的那个她，
是否早已生了几个娃？记得那时漫
步李下蹊，枝间闪躲眼神惊，红扑扑
的娇颜，明媚了那一树的青李。两下
无语只顾摘，一个又一个，一把又一
把，酸了牙床醉了心，就是说不出那
点小心思……两小无猜儿时情，浑然
不觉已当年，念一个他，忆一个你，可
否故地重游再吃李，且说风吹花落迷
乱眼，天气晴好风景怡……

溪间的水流潺潺，枝头的鸟儿叽
叽。曾经的浅水游弋，沙堆玩耍，光
着小脚丫，抓鱼又捕虾。田埂里跑跑
跳跳捉蚂蚱，三五成群把野菜挖，玩
泥巴，猴儿似得李树爬上又爬下，跳
绳玩石子大树下，过家家。如今东分
西散，各处他乡，忙碌之余，可曾乡愁
萦绕夜无眠？藏匿心底的，是否还有
这一枚朴素的小小李？

荏苒岁月，光阴如梭推移，贪恋
家乡李子的旧味，是眷恋故土家园
的始终如一，是百味尝尽后的纯朴
回归。坡上李子熟时，回到故土旧
地，探一下父母和七姑八姨，房前
屋后乡间走走停停，看瓜果满园桃
李熟，且赏且尝且徜徉，此地绿意
正浓山色宜。若天气晴朗，李树茂
枝浓浓成荫，阳光增催成熟香甜；
若逢下雨，沃水于土壤的润滋，水
盈盈的果子更加晶莹剔透。如此
空气恰好，有益身心健康，若遇他
人回乡摘李，笑看乡音无改鬓毛已
衰，闲话当年，何妨叹一句：“好一
树家乡的李！”

家乡李，百味尝尽后的回归
○张金凤

村民采摘李子 汪国文 摄

雨在下
风在伴奏
那圆圆胖胖的李子
沉甸甸，压低了枝丫
饱满个，笑弯了腰儿
在风雨中散发着成熟的芬芳
穿行寺前的人儿
赏一袭风景
妩媚于夏
携一抹诱人唇香的甘甜沁染心田

雨过天晴
醉是那一簇红与绿
装点了六月的梦
点染了孩提时记忆的温暖底色
那老屋后山坡上的老李树
那白发苍苍满眼慈爱的阿奶
还有粗糙手中的那一捧红李
纷飞的思绪
满载着故乡味道的深情与眷恋

且归，故乡李子催
○ 廖瑜

又是一年李子红 汪淑琴 摄

游客采摘李子 汪淑琴 摄

从寺前李子滞销
看崇阳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

特约记者 柳军霞

“岁月偷得桃枝碧，董奉栽得李
子丹”。在一个飘着绵绵细雨的清晨，
笔者参加《咸宁日报.崇阳周刊》编辑
部组织的以“乡村旅游”为主题的采访
活动，前往崇阳县天城镇寺前村。

扑面而来的是一树树、一片片、
一层层、一串串红艳艳、紫盈盈的李
子，犹如紫色的玛瑙，饱满圆润，玲珑
剔透，缀满枝头。

一阵骤雨，诱人的果香沁入心
脾，一颗颗紫色的李子就跌落下来，
恋恋不舍地离开沉甸甸的树枝，地上
早已是李子片片，我是不忍践踏的。

寺前的李子个大、肉厚、味甜、核
小、可口、甘甜，就是太少人问津，100
万斤的李子压弯了树枝，也压碎了果

农的心。
“李子丰收了，没有销路，掉地上

烂作泥了，心疼呀！”当地村民如是说。
像寺前李一样，“养在深闺无人

识”的还有铜钟磨盘柿、鸡鸣峰茶叶、
田心花生、金沙辣椒、雨山绞股蓝，天
城香米等有着历史悠久、丰富繁多的
特色农产品。崇阳野桂花蜜、崇阳小
麻花、崇阳雷竹笋早已名扬海内外，
其中“崇阳野桂花蜜”为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带动地方
经济发展的标杆，通过申请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可以合理、充分地利用与
保存自然人文资源和地理遗产，有效
地保护优质特色产品和促进特色行

业的发展。据了解，带有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的农产品价格普遍比同类产
品价格高出20%—90%。

如何提升崇阳具有地方特色农产
品的价格及销售等问题，带动绿色产
业发展，助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随着相关政策的相继出台，使用
带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产品的生
产和发展，在改善生态环境，带动和
促进旅游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大的“绿色动力”作用。

帮助申请注册具有地方特色农
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提高当地
村民经济收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有效途径之一。这，需要大家积极
调动社会各界来关心、支持、参与地

理标志商标注册申请。
建议由政府组建“一县多标”品

牌梯次培育“孵化库”，在信息、资金、
科技、征山、用地和申请费用上进行
政策倾斜、扶助、奖励；民政、工商部
门要积极引导行业协会成立，服务地
理标志商标申报；林业、农业部门要
组织专家学者对申报的农产品进行
科学界定；方志办在编撰《崇阳县
志》、《崇阳年鉴》中，要增设崇阳特色
农产品专栏。

鼓励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合作
联社，建立“公司+商标+基地+农户”
发展模式，进行农产品深加工；鼓励
农民建基地、产业园；组织优秀企业
参加中国绿色(有机)食品博览会、中
国商标品牌节、地理标志博览会等品
牌展示活动，打造崇阳农产品整体品
牌形象；积极探索自建平台或利用国
内外知名电商平台，销售、推介特色
农产品。

“栽下梧桐树，引得金凤来”，到
时，寺前的李子会不会是“皇帝的女
儿不愁嫁”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