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夜明珠 2020年10月30日 星期五

编辑：吴莹 组版：王明华 校对：费治中

豆角长豆角香
□江初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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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情怀买单
□丁维香

一枚邮票引起的回忆
□沈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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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微信上流传《红旗》
杂志编发的一则公众号微贴《难得
一见：外国邮票上的毛主席》令我惊
喜。53组邮票中，有一枚加蓬共和
国的小型张邮票，将我49年前创作
的宣传画作品《共产党员应是无产
阶级先进分子》中工农兵形象，设计
安排在邮票背景画面的主体部位，
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的传播起到了
一点作用。

我的许多画作都能讲出一点故
事来。

上中学我就开始了中国画创
作，“文革”初期则有大量大批判刊
头画和“假木刻”宣传画发表于报
刊。1970年是我插队的第三个年
头，一天劳作之后，常常夜间还在煤
油灯下一个劲地画画，配合政治形
势，画红黑两套色的木刻形式宣传
画。第二天清晨，蹬上破自行车到
十多里外的岔河镇邮局发稿。后来

认识了长途车站的人，就托司机带
到南通向《新江海报》投稿，不少作
品被刊发到《浙江工农兵画报》。一
幅工农兵挥大旗组合造型的《高举
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
便是在全国有点影响的一幅，以后
又作半侧面变体画。

1971年的3月，参加县工农兵
美术创作学习班，依据刊于《新江海
报》的半侧面工农兵组合小画稿放
大创作了一幅水粉宣传画《共产党
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当然充
满“高大上”“红光亮”和“摆架势”的
文革绘画模式。想不到这件作品在
省里被选中，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
式出版，并发行到全国各新华书店
销售，成为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发行中国画宣传画《立下愚公移
山志 敢教海滩变良田》后的第二件
出版的宣传画。

因为有作品送省，我被推荐为

如东县工农兵美术作者代表出席省
美术创作会议。会议由省军管会蒋
科主持，许世友司令员亲临评审会，
我只记得两个细节。一是我的座位
邻近许司令员，看到司令员脚穿旧
布条编打的草鞋。二是全省140多
件作品仅评选出 6件推荐正式出
版，我的作品是6件之一。会议结
束没有传达任务，我就直接回岔东
公社七大队三生产队劳动，被派工
去马塘化肥厂拉运氨水，和社员钻
水泥船舱睡一条臭被子。队长特批
我买一毛五分的“劳动”牌香烟作交
际，主要靠我为厂里画过毛主席像
可以开开后门，优待提前取货。

45年过去，2016年中国国家博
物馆邀请举办我的个人画展，我将早
期20年间的178件作品捐给国博，
包括这件宣传画的初稿。冯远先生
说，这批作品作为一个时段的中国美
术历史而成为永久的国家记忆。

“妈，我回来了。”门敲响时，母
亲以为是听错了。直到这个声音连
着叫了四五遍，母亲赶紧去开门。
门外，儿子一脸疲惫地笑。一台车，
静静地停在院子外的马路上。

时间，是晚上10点多了。母
亲已经睡过一觉了。农村的天黑
得早，六七点母亲就休息了。当
然，天蒙蒙亮时，母亲也起来了，一
个人在院子里，洗洗衣服，等锅里
的粥煮熟，再看看这天。这天呀，就
已经亮了！

母亲说：“你怎么回来了？”儿子
说：“刚好我忙完一个事儿，回来看
看你。”母亲说：“那你什么时候走？”
儿子说：“明天早上吧，上午维诺还
要去上个课，我得抓紧赶回去。”

母亲想说，怎么不让维诺和李倩
一起回来呢？话在嘴边，又生生地咽
了下去。维诺是母亲的孙子，儿子的
儿子。李倩是儿媳妇。儿子像是听
到了，跟着说了一句：“维诺晚上还
要上网课，路太远，就不回来了。”

路远吗？两个小时的路。
这个中秋、国庆的8天小长假，

据说前一个这样的长假，要追溯到
2001年，那时儿子还在读书，父亲
也还在。后一个这样的长假，是在
2039年，母亲还能像现在这样，一
天天地等在这里，等着她的儿子他
们回来吗？

母亲从放假前半个月就开始给
儿子打电话了，几乎是一天一个电
话。“儿子，这次假期有8天呢，你带
李倩、维诺他们一起回来吧。”“妈，

到时再说吧，我在忙，等空了再说。”
“儿子，我给维诺准备了他最爱吃的
东西，包他满意，你一定要带他们回
来啊。”“妈，先这样吧，我在开会
呢。”“儿子……”

“妈，我们这次不回来了，我
要加班，维诺要补课，还要考级，
我们算了算时间，确实有点排不出
来……”

现在，儿子坐在母亲面前，屋子
里的灯亮得像白昼。以往，母亲都
不舍得这样开灯的。母亲省了一辈
子，难得像今天这样的大方。

“妈，你都还好吧？”“好，好着
呢，能吃能睡，白天还干点活。”“你
这么大年纪了，就不要干活了。”“不
干活，不干活干什么呀，干活挺好
的，而且，这活儿也不累。”“要不，你
来我们那儿住……”

儿子说着话，猛地又停顿了下
来。儿子知道母亲，一干活就浑身
来劲。要让她不干活，真像要了她
的命。以前母亲来上海住过三天，
第一天陪维诺玩，讲讲话，做做简单
的家务活，还算好。一直熬到第三
天，母亲就吃不消了，说浑身都难
受，要赶紧回家了。当天晚上，母亲
就不管不顾地坐上高铁走了。

现在，儿子一说，母亲就笑了。
儿子也跟着笑了。“你们那里呀，还
是等我再老一点，再去吧。”“妈，其
实你真的不要干什么活了，你看你
一个人在家里。”“儿子，你妈我能吃
能睡，好着呢。一顿饭还是两大碗
饭，我上回住你们家呀，一小碗，再

多给你盛一点你还嫌多。我是真不
习惯用你们那么小的碗呢。都吃不
饱。”“妈，没事的，那你就多盛几碗
好了，自己家里，又没什么关系的。”

“儿子，你现在工作怎么样？”
“还好吧，就是忙一点。小时候，一
直是说长大了考上学，去上海好好
发展一下。后来真考上了，也到了
上海，就觉得其实上海并不像自己
想象的那么好。甚至，还不如留在
咱乡下呢！”“别胡说！”

母亲想起了什么，说：“对了，上
回电话里维诺说你们马上又要换房
子了，这次，准备换到哪里呢？”“哦
哦，还在看呢，在看呢。”儿子似乎在
掩饰着，不愿再讲这个话题。“那是
李倩上次开玩笑说起，刚好被维诺
听到的，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套房
的房贷都没还清，没想那么远呢。”

时间不早了，母亲说：“睡吧。”
儿子说：“好，睡了。”儿子第二天早
上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亮晃晃
的光照在儿子的脸上，也照在儿子
的心头。儿子的枕头边，有一张母
亲写得歪歪扭扭的字的纸，纸下面
是一本略皱的存折本，纸上写：儿
子，妈去干活了，早饭在桌上，是你
最爱吃的粥配笋干，你吃好走。折
子里是妈所有的钱，密码是你的生
日。你回去后，好好照顾李倩和维
诺，也代我问他们好。有时间，带他
们回来走走。

“妈——”坐在床头的儿子，莫
名其妙地呼喊了一声，喉咙瞬间就
被堵住了。

还是在疫情之前，有一天姐
姐告诉我，她们一家专程去上海
看了一场话剧。儿子先在网上买
好话剧票，下班后从南通开车到
上海，看完话剧再返回南通，已经
是第二天的凌晨时分。花上千块
钱，来回三百公里，就为了看一场
话剧。我有点小小的惊讶，但不
感到意外。因为，这样的“傻事”
我也做过。

我在南通图书馆办了读者
证，每个月我都会去一趟南通图书
馆读书和借书、还书。朋友说：“有
这个必要吗？你不是有海安图书
馆的读者证吗，每个月还要从海安
跑一趟南通，油钱和过路费加起
来，一年下来都够买不少书了。”可
是，我以为，自己再怎么买，数量也
是有限的，做一个图书馆的读者，
整个图书馆就成了自家的藏书库，
那种坐拥书城的感觉觉得自己像
是拥有无尽的宝藏。

其实，有时想想，很多事情往
往是不能简单地用值不值得来衡
量的。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
藏着一个叫“情怀”的美好东西，它
看起来似乎华而不实，却如同食物
喂养身体一样，情怀滋养我们的精
神。那句：“生活不仅是眼前的苟
且，还有诗和远方”，能打动人心，
就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人们内心深
处那个叫“情怀”的情愫。红尘万
丈里，我们有时把自己活得太小，
小到只有眼前的生活、身边的烟
火，而忘了远方的天高水长；忘了

心路尽头，有莲花朵朵。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值得为之

付出。付出金钱，付出时间，付出我
们的情感和真心。而付出总是有回
报的，为情怀买单，可以让我们更加
懂得“生活”，看更多的风景，有更丰
富的人生体验，胸襟开阔了，内心便
有了格局；可以使我们更享受生活，
人生不止有一种活法，做自己想做的
事，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享受。情怀
可以是怀旧的，也可以是超现实的；
可以是文艺的、高大上的；也可以是
家常的、“接地气”的，情怀不一定都
是昂贵的。朋友的亲戚在乡下的地
不想种了，朋友就借了两垄，说是要
自己种菜。我笑道：“你别心血来潮，
种地可不是什么轻巧的事，要花时
间，要有力气。”她一脸向往的神情，
说：“你不知道，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
田园梦。工作之余，锄锄田、种种地，
体会‘汗滴禾下土’的辛劳；品味‘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既
锻炼身体、放松身心，又陶冶情操，还
能品尝亲手劳动的成果，是很有意思
也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说：“那好
啊，到时别忘记叫上我。”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
“你这么穷，为什么还要为情怀买
单？”答案是：“因为那是胸口的朱砂
痣、窗前的白月光（张爱玲《白玫瑰
与红玫瑰》）。”是的，情怀是我们对
所有美好事物的梦想，是历尽千帆
后，留在心里无法忘怀的痛与快
乐。情怀与物质的穷富没有关系，
有情怀的人，内心丰饶而美好！

豆角开春下种，薄膜育秧。
白天气温高要揭膜，晚上温度低
就必须将薄膜盖上，这样不厌其
烦，就像侍弄襁褓中的婴儿一
般。等豆角的秧苗长至半尺来长
的时候，就开始移栽了。刚开始
几天还是蔫不拉几的，从集体生
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很快适应
了风餐露宿的独立日子，接受了
阳光的温暖、雨露的滋润，豆角仿
佛铆足了干劲似的，一个劲地往
上长。

半米高的样子，就得给豆角
搭架子了。豆角架或细竹棍或木
棍都可以，把竹棍或木棍底部削
尖，插在每株豆角的根部，半腰处
再横绑一根棍子，整个豆角架子
就连在一起，增加了抗风雨的强
度。豆角架子搭建好以后，下一
步就是扶豆角藤了。事先从家里
扯一把稻草，在水里浸泡一下，就
可以当绳子用了。把豆角藤从地
上扶上棍子，逆时针缠绕一下，再
用稻草绑住。扶上架上的豆角就
像长出了一双手似的，顺着棍子
一圈圈往上攀爬。不多久，豆角
长至一人多高了。不经意间，底
下的藤蔓上羞涩地冒出了一朵淡
蓝色的花骨朵来，花儿绽放，蜂蝶
前来。头茬豆角尽管长在根底
部，但也会给菜园主人带来惊
喜。随着豆角的不断攀爬生长，
豆角已经爬上了架子的高处，叶
子也变得浓密茂盛了起来。藏
在绿叶丛中的花骨朵宛若一个
个小扇贝，轻风拂起，小扇贝们
欢快游弋着。而开放的花儿花
瓣两侧外翻，露出鱼吻般的花蕾
来，淡蓝色的花儿在绿叶丛中显
得是那么低调和内敛。花瓣褪
去，一双细细条条的豆角便挂在
枝藤上，先如笔管，再似筷子，继
而长成四五十公分的长豆角来，
仿佛女人脑后的两根发辫一般，
豆角的顶端还顶着退化的花瓣，
样子十分的惹人喜爱。豆角长到
中上部是最旺盛的时期，一次就
能采摘满满一怀抱，多了吃不赢，

或晒干或腌制。
晒干豆角容易，只要把新鲜的

豆角下锅焯下水，就可以摊在竹匾
里放在太阳下晾晒，晒干以后密封
储存。干豆角炖肉，那是一道非常
奢侈的农家大菜，也只有在年底杀
猪的时候才能吃得到；腌豆角是将
豆角洗净后，晾干晒蔫后，就可以投
入腌坛中，也可以和红辣椒、藠头一
起腌制。腌坛隔水封口，移至阴暗
处，等到十天半个月以后，酸豆角就
大功告成了。捞出酸豆角，切成小
段，热油下锅，翻炒几下就出锅。酸
豆角配上艳红的辣椒、玉白的藠头，
空气中酸香的气味潜入鼻翼中，忍
不住直冒口水。

蒜蓉干煸豆角、豆角炒茄子都
是农家餐桌上时令开胃的下饭菜。
把豆角切成细丁，家乡人称之为豆
角米，豆角米炒熟早上用来下米粥，
也是一道不错的小菜。而把豆角米
和米饭一起烩炒，风味独特，不用其
他菜肴就能吃下一大碗。有时采摘
不及时，发现个别豆角豆鼓皮筋，早
就已经老了，母亲也顺手摘回家，随
意掼在厨房的条桌上，这样老的豆
角却成为我们兄弟几个抢手的香饽
饽。一种将整根豆角投入到蒸饭的
饭甑边上，煮上一会即刻捞出，撕去
外面的皮，便露出饱满的豆子来，连
皮带豆送进嘴里，边撕边吸食里面
的豆子，味道寡淡，但也粉糯可餐；
另一种事先将老的豆角剥豆，撇下
一根刷锅竹帚的细竹签，把豆子逐
个穿起来，可烤可煮，饱满的豆子胀
开，也可以撒上食盐、辣椒粉等佐
料，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七月新秋风露早，渚莲尚拆庭
梧老。”秋风扫落叶，到了初秋，豆角
也就到了下市的季节，枯黄的藤蔓
显得披头散发，凌乱不堪，纵然藤蔓
上也有零星的花儿，但已经难以成
材了。正所谓时过境迁，时物不同
了。母亲动手将豆角拔起，拆除架
子，剔除缠绕在棍子上的藤蔓，归拢
捆绑起来，以备来年再用。一大堆
豆角藤蔓晒干后，点火烧成灰烬，融
入土壤，回归自然，生生不息。

你的忧伤我想懂
□崔立

精短
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