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蓬面袁 是我们盐阜地区的人
对大麦面粉的通称遥 用来加工蓬
面的主要是大麦袁也有用滚麦袁也
就是元麦的遥后来袁我们这里好像
早就不种植滚麦了遥 蓬面的加工
与小麦面一样袁 是连同麸皮一同
舂或是磨成粉的袁粗袁而且黑遥 在
我的记忆中袁 蓬面做出来的吃物
东西是最难下咽的了袁戳嘴袁不好
吃袁又没其他东西可吃的日子里袁
也只好用它来做吃的啊遥
炕蓬面饼 蓬面通常不用来

蒸馒头袁多用来炕饼遥这也不是经
常吃的袁平常人家难得做一回遥做
出来了没人喜欢吃遥 蓬面饼的做
法倒也和干面饼的做法相似遥 先
要烫酵袁和好面袁搋进酵子袁揉好
了袁放在一边涨一个时候遥

蓬面饼不是两面都炕的袁做
好了的饼剂子贴到锅壁上袁 锅底
下也是要放些水袁 盖上锅盖要要要
上头一面蒸袁锅底子上头炕遥如果
两面都炕袁那就更硬袁咬不动的遥
热的蓬面饼还能稍微吃两口袁冷
掉了的简直就啃不动遥

我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袁这
不好吃的蓬面饼袁我吃的极少遥倒
是在我们的方言系统里袁 有许多
关于蓬面的语汇遥 说一个人肤色

黑且粗袁就会说院野你看那个脸呕袁
跟蓬面饼一色浴冶更刻薄一些的形
容是院野他那个脸袁 活脱脱就是在
一张蓬面饼上戳了七个眼子遥冶就
连说一个人的个子矮袁 也会用这
蓬面饼来形容院野十三块蓬面饼
高浴 冶相似的一种说法是袁野十三块
牛屎饼子高浴 冶 可见袁这蓬面饼
的地位之低遥
夹蓬面疙瘩 蓬面的另一家

常的吃法袁就是夹蓬面疙瘩遥
田里拔两棵青菜袁洗一下袁烧

半小锅菜汤遥大碗里和好了蓬面袁
汤开了袁拿一双筷子袁沿着碗边子
转动着袁将蓬面夹到锅里去袁不能
夹得太粗遥 盖上锅盖袁 再煮个时
候袁就能盛到碗里来吃了遥
蓬面疙瘩粗粝袁 却又没什么

咬嚼遥 大概也是与这蓬面的筋韧
性不够有关的吧遥
时过境迁袁 如今反而有些怀

念那蓬面饼尧蓬面疙瘩的滋味了遥
大超市的杂粮柜台也有大麦面粉
出售袁我也买过几回袁与玉米粉尧
荞麦粉一起掺在面粉中蒸馒头遥
但袁那是现代工艺生产出来的袁不
是全麦袁 已经没有过去的蓬面那
么难以进嘴的感觉了遥

蓬面疙瘩 蓬面饼
刘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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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格外寂静袁清冷的月光窜进房
间袁隐约看见书桌上的闹钟袁快接近凌
晨两点遥 我在床上痛不欲生袁豆大的汗
珠濡湿了前额刘海袁 可心里依然在挣
扎袁要不要去医院钥

闹钟的嘀嗒声在夜里特别清脆袁一
次次撞向我的耳廓袁肾处的痛感仿佛随
秒针的转动有节奏地敲击着袁越来越强
烈遥我实在忍受不了锥痛袁艰难地起床袁

打车袁赶去医院遥
刚下车袁一位护士奔了过来袁扶着

我走进急诊室遥 她叫来了值班医生袁还
帮我擦汗尧缴费袁搂着我喝水袁送我去做
B超遥 一番检查之后得知自己患的是肾
结石遥 护士给我打上吊针袁慢慢地感觉
没那么痛了遥这时我才细看眼前这位热
情善良的白衣天使袁原来是个模样清秀
的小姑娘袁叫阿珍遥

病房里还有其他病人袁阿珍挨个床
位去查看他们的吊瓶袁有时还询问病人
是否好些了噎噎瞅着小姑娘的敬业和
热忱袁我打心里敬佩不已遥转了一圈后袁
阿珍回到了我的床位袁问我怎么没有一
个家属或朋友陪伴遥我说我是来这边出
差的袁深夜发病袁所以独自来医院遥阿珍
笑了笑说院野没关系袁接下来让我照顾你
吧浴 冶望着她一脸真诚袁我感动得差点落
泪袁在陌生的城市里遇到阿珍这么好的
姑娘袁是福分遥

第二天要动手术取结石袁本打算叫
父母从老家来的袁可阿珍说院野那么远过
来袁手术都做完了袁放心袁我能照顾你
的遥 冶野不不不袁那会很麻烦你的遥 冶阿珍
笑道院野当我们是姐妹就行了遥 冶

就这样袁 动完手术的那一个星期袁
都是阿珍给我端水送饭遥别的护士问我
是她什么亲戚袁 阿珍笑盈盈地说院野嗯袁

是姐姐遥 冶
在这个形形色色的社会里袁眼前的

阿珍却是那么单纯善良遥多么希望世上
的人都如阿珍一样袁那便是真正的人间
天堂啊浴我心里这样想袁也就这么说遥阿
珍听了不以为然院野善良是做人的本
分浴 冶

阿珍人美袁心灵也美遥 她不仅帮助
了我袁 还帮助其他没有家属照顾的病
人袁倒水喂药尧搀扶去厕所尧深夜帮忙盖
被子噎噎细致入微袁她把每一个病人当
亲人去照看遥

出院的日子袁我托同事买了一份小
小的纪念品送给阿珍袁这时袁阿珍抱着
一束花送给我遥 彼此交换礼物后袁阿珍
开心不已袁打趣说院野难道我们真是失散
多年的姐妹袁 送礼物这事都那么有默
契遥 冶

我说是的袁我们就是姐妹遥

我的护士“妹妹”
兰崇美

心灵深处

这世上袁有一种行业袁付出最多却又不求回报袁这便是母
亲曰有一种爱袁无声无息袁平淡如水袁却温暖了我们的一生袁这便
是母爱遥然而生活中袁我们总把母亲对我们的爱看得理所当然袁
也把母亲的忙碌当成了习惯的动作袁因为这个给予我们生命的
女人袁从怀胎十月起袁就炼成了铁打的筋骨遥

我的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袁 高中毕业后嫁给了父亲袁然
而袁若不是家里穷袁母亲应该是另一种命运遥 母亲兄弟姊妹三
人袁还有一个哥哥尧一个弟弟遥 少年时候的她袁成绩是班级数一
数二的袁还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遥据说袁当时家里穷得供不起
她上学袁外公跑去母亲的班级袁想让她退学遥 老师说袁如果我母
亲考不上大学袁那她们班就没人能考得上了遥就这句话袁让母亲
得以继续她的高中生涯遥然而高考前夕袁她却突然发高烧袁头晕
眼花看不清考卷袁最后几分之差落榜遥 尽管老师再三劝外公让
母亲复读袁可外公却铁了心遥 后来袁在老师的介绍下袁她回到老
家做起了代课教师袁结识了父亲遥 因为没人带孩子袁生下我后袁
她便把我放在摇篮里带到教室袁一边授课袁一边照顾我遥后来有
了我妹妹袁她就只能辞职回家了遥

尽管带两个孩子已经很辛苦袁但受过的教育使母亲不愿意
依附父亲而活袁等我们都上学了袁她开了一个门市独自经营遥

如今我们都已成家袁可母亲仍然不轻松遥每到周末袁我便带
着孩子回娘家遥然而袁到了家袁睡觉却令人犯愁袁家里就三张床袁
可我们四代人共十来口人袁母亲让我们都睡床袁她和父亲就挤
在不到一米宽的沙发上凑合遥

可是袁第二天早上袁母亲同往常一样五点多钟就起床洗衣尧
做饭尧做家务遥 有一次袁我搂着儿子一觉睡到了八点多袁拉开被
子正要给儿子穿衣服袁才发现这小子前一天疯过头了袁竟野画冶
了好大一幅野地图冶遥母亲听到我的嚷嚷声袁赶紧跑过来袁一把搂
过憋着眼泪的孩子袁 连说院野没事没事袁 外婆马上再洗袁 快别
哭遥 冶

然而八斤重的棉花被袁洗起来谈何容易遥被子过了水袁重得
拎不起来袁母亲只好脱了鞋站进盆里用脚踩遥 隔壁鲍奶奶经过
看见了袁忙说院野你这刚做完手术的袁能碰水吗钥当心老了落下毛
病遥 冶母亲笑着说院野没那么娇气袁没事遥 冶野手术袁什么手术啊钥 冶
父亲告诉我袁你妈前几天自己去医院检查袁胃里有一块息肉袁直
接手术切除了袁没有告诉你们遥

我心里一颤袁赶忙脱下了鞋袁踩进水盆里噎噎

辛劳的母亲
邱玲娜

岁月留痕

曾记得袁 母亲年轻时的扁担
仿佛就是一支永远也压不弯的竹
笛袁奏着悦耳的歌谣遥
孩提时袁 我总爱随着母亲进

进出出袁来来去去袁尾随聆听她肩
上扁担野吱呀尧吱呀冶和谐而有韵
味的声调遥
母亲走时袁 扁担跟着母亲歌

唱袁年年岁岁曰母亲停时袁它跟着
母亲歇息袁岁岁年年遥夏挑酷暑不
觉累袁冬挑三九不畏寒袁挑出母亲
一辈子的幸福袁 又挑出母亲一辈
子的辛酸袁 演绎着母亲一生的故
事遥
母亲在土地上的所有倾注与

收获袁都与扁担密不可分遥母亲用
过的扁担有十几根袁 有一根很小
也很短遥 母亲小小年纪就和外公
外婆干农活袁 这根扁担就是外公
根据母亲的身高定做的袁 使用起
来很方便遥在日常劳作中袁它成了
母亲形影不离的搭档遥 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农村袁生产力低下袁搬
运货物全靠肩挑背扛遥 我的老家
在一个偏僻的农村袁 当年没通公
路没通自来水袁生活十分的不便袁
母亲就靠着扁担挑起了一家人的
生活遥 那些年袁父亲在外工作袁家
中只有母亲一个主要劳动力袁家
里的大小事都落在母亲身上遥 别
看母亲身材瘦弱矮小袁 干起活来
可顺溜利索袁 有股倔强气袁 不服
输遥 记得那时农村的用水都靠一
口水井袁每天天刚亮袁母亲就和乡
亲们挑水去了袁挑完一担又一担袁

等到水缸满时袁母亲擦了擦汗袁又
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早饭遥 早饭做
好袁 又挑着竹筐去地里干活遥 挑
粮尧挑水尧挑土尧挑柴噎噎春夏秋
冬袁寒来暑往袁日复一日袁年复一
年袁 扁担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母
亲的肩膀袁 挑进挑出的不仅仅是
一担担重物袁 更是挑起了一家人
的衣食住行尧 柴米油盐袁 生活保
障遥
母亲的扁担袁 一头挑着悠悠

远去的时光袁 一头挑着渐渐长大
的我遥母亲的背越来越驼袁肩膀被
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袁 扁担不堪经
年累月的负重袁变得越来越弯遥扁
担弯了袁母亲老了袁家乡通路了尧
通电了尧 通水了噎噎家里的生活
也越来越好了遥母亲也由外主内袁
每天含饴弄孙袁悠然自乐遥陪伴母
亲七十年的扁担袁 也完成了它的
使命袁 彻底退出了母亲辛苦劳作
的生涯袁静静地躺在家中袁无声无
息遥
虽然母亲去世多年袁但袁只要

看到浸透了斑斑汗渍袁 浸润了母
亲一辈子血汗的扁担袁 我就禁不
住泪如雨下遥泪眼朦胧中袁我似乎
看见母亲佝偻着腰袁 挑着沉重的
担子袁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
噎噎
母亲的扁担啊袁 你见证了历

史的变迁遥在我的生命里袁总有母
亲和她的扁担奏出新时代悠悠的
歌遥

母亲的扁担
江正

母亲节的传统起源于古希腊遥在 1月 8日
这一天袁古希腊人向希腊众神之母瑞亚(英文:
Rhea尧Cybele袁希腊文:宙斯尧波塞冬尧哈德斯尧
得墨忒耳尧赫拉和赫斯提亚的母亲袁故称众神
之母)致敬遥 到古罗马时袁这些活动的规模就变
得更大袁庆祝盛况往往持续达三天之久遥

17世纪中叶袁母亲节流传到英国袁英国人
把封斋期的第四个星期天作为母亲节遥在这一
天里袁出门在外的年轻人将回到家中袁给他们
的母亲带上一些小礼物遥

1876年袁美国还在悲悼南北战争的死者遥
安娜窑贾维斯夫人(Anna Jarvis)在礼拜堂讲授美
国国殇纪念日的课程袁讲到战役中捐躯的英雄
故事后袁她进行祈祷时说院野但愿在某处尧某时袁
会有人创立一个母亲节袁纪念和赞扬美国与全
世界的母亲遥 冶

贾维斯夫人为她的礼拜堂服务超过 25
年袁 当她在 72岁逝世时袁41 岁的女儿安娜贾
维斯袁立志创立一个母亲节袁来实现母亲多年
前祈求的心愿遥安娜先后写信给许多有名望的
人物袁请求他们支持设立母亲节袁以发扬孝道袁
初时反应冷淡袁但她不气馁袁继续向各界呼吁遥

1907年 5月 12日袁安德烈卫理教堂应安娜之
邀为母亲们举行一个礼拜仪式遥 隔年袁此仪式
在费城举行袁反应热烈袁终于获得维州州长的
支持袁 并于 1910年宣布在该州设立母亲节遥
1911年袁 庆祝母亲节的活动已经开展得非常
广泛袁 不仅席卷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一个州袁而
且连加拿大尧墨西哥和南美的一些国家也都开
始庆祝这个节日遥

1913年 5月袁 美利坚合众国众议院一致
通过决议袁号召总统以及内阁尧参众两院和联
邦政府的一切官员一律在母亲节佩戴白色石
竹花遥 1914年袁美利坚合众国国会正式命名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遥 此后袁母亲节便
在各国开展遥

母亲节在胸前佩戴石竹花颜色是有讲究
的遥 那些母亲已经去世的人佩戴白色石竹花袁
而母亲健在的人则佩戴红色石竹花遥 这一天袁
人们总要想方设法使母亲愉快地度过节日袁感
谢和补偿她们一年的辛勤劳动遥最普通的方式
是向母亲赠送母亲节卡片和礼物遥 但最珍贵尧
最优厚的礼物还是把她们从日常的家务劳动
中解放出来袁轻松地休息一整天遥

一路走来的母亲节
冯小雨

节日溯源

时光流年

现代人的经济富裕充足袁商品选择余地广袁对于手工制作
餐桌佐料这事袁会因生疏其技而觉麻烦遥 不过手工制作餐桌佐
料的一些方式方法袁在 80年代时的苏北地区广为流传遥豆瓣酱
制作便是典中之典遥

商场里有豆瓣酱销售袁其种类繁多袁口味千差万别袁但总是
缺少一种味儿遥 我童年记忆里袁奶奶是比较爱弄小吃的袁水饼尧
水糕尧麻团都会做袁而制作豆瓣酱更是她拿手绝活遥奶奶制作的
豆瓣酱酸味醇厚袁酱香缠绵袁吃粥一时舀上一勺袁细嚼其味袁便
有舌尖和上颚的融合感袁食欲猛增袁欲罢不能遥

在老家袁农历 8尧9月份袁人们便把成熟的黄豆收割完毕遥在
黄豆收割后的几个星期内袁奶奶便挑选一些颗粒饱满的黄豆十
几斤袁用中号的柳筐在河水里去杂淘净后袁便放进一个盛满井
水的瓦坛里浸泡曰瓦坛口用薄膜封好袁浸泡一天一夜后袁用漏勺
取出袁放进大盆袁再用水清洗一遍曰然后再次取出袁放进大锅里袁
加进可以掩盖住黄豆的水袁盖上锅盖袁等上五分钟袁在锅膛架上
木柴急火猛烧遥

火候是整个豆瓣酱成型的关键一步袁整个加热过程袁不可
以有低温火的出现袁否则就会出现黄豆烂硬不均的现象袁制作
出的豆瓣酱原料发酵就快慢不均袁自然影响口感遥

当时农村的锅灶上都架着双锅或三锅袁由大到小从内往外
排袁分别被称为野里锅冶野中锅冶和野小锅冶遥 奶奶家的里锅直径一
尺六袁能装十几斤的黄豆袁配上木柴在炉灶内猛烈加热袁7小时
左右取出黄豆冷却遥

奶奶制作豆酱时袁把烧透的黄豆捣烂袁搁置在敞口容器中袁
让其在透光处自然发酵曰然后袁把冷却的黄豆放进一个半透气
的口袋里袁用盐拌匀袁扎紧口袋曰最后袁把口袋放进一个小口瓦
瓮里袁封上塑料纱袁放避光处袁瓦瓮四周还护上稻草遥

一个星期左右袁打开瓦瓮袁酸酸的味道带着独特香气袁每次
都吸引我用勺子先尝几口袁 那种酸醇感对味蕾刺激留下的印
记袁至今还让我满口生津遥

奶奶在豆瓣酱制作好后袁都要给邻居分发一点遥 豆瓣酱的
醇厚酸味袁就像当年农民对待人生的态度一般要要要略带酸楚的
生活袁需要的就是粗狂的心态和醇厚的品质遥

奶奶的豆瓣酱
陈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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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味道

民国 13 年春渊1924冤袁上海野日商棉纺五
厂冶射阳籍工人郑永寿因组织工友抵制资本家
剥削而遭厂方开除后袁回到故乡花园头渊今海
河镇花园村冤遥回乡后袁郑永寿仍与远在上海的
工友姜维新等保持书信联系袁上海工友不断将
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情况袁向家乡的亲友和穷
苦青年王富生等人进行反馈遥 同年冬袁郑永寿
重返上海袁王富生等青年结伴同行遥 他们在同
乡顾正红尧钱福海等人影响下袁投入了火热的
工人运动遥

翌年春袁郑永寿尧王富生先后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遥震惊中外的野五卅惨案冶后袁郑永寿尧王
富生多次以书信方式袁号召家乡人民支持小顾
庄渊顾正红烈士故乡尧滨海县正红镇小顾庄袁与
射阳县花园头仅隔一条射阳河冤群众声援上海
工人的斗争遥

1927 年 11 月袁 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
野八窑七冶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
的方针袁决定派王富生等人由上海赴苏北开展
党的工作遥 1928年 2月袁王富生在故乡花园头

成立了射阳境内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遥当时为地
下党组织袁隶属于地下党阜宁县委员会遥 王富
生同志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遥后王富生同志在
对敌斗争中光荣牺牲袁上级党组织又派王云同
志来到花园头开展工作遥王云同志来到花园头
后袁积极发展地下党员袁重新建立发展壮大花
园头党支部遥他们走村串户袁发动群众袁武装群
众袁组织民兵武装袁开展对敌斗争袁发展地下党
员遥到了上世纪 30年代袁党组织的力量已逐步
壮大袁人数逐渐增多遥那时袁日寇乘小汽艇经常
沿射阳河上岸实行烧尧杀尧抢袁十分猖獗袁花园
头党支部的同志经常组织民兵武装袁埋伏在射
阳河南岸柴滩中打击敌人袁取得了一次又一次
的胜利遥打得盘踞在阜宁县城的鬼子不敢轻易
下乡扫荡遥

建国后袁花园头党支部带领人民开展了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遥 1958年袁花园头更名为野花
园大队冶袁1983 年花园大队更名为花园村遥
2001年 4月撤村并组袁原大塔尧新河尧花园三
村合并为野花园村冶遥

花园头院

射阳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诞生地
陈德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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