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同志们加油干唷浴 嗨嗨嗬
唷浴建设农场不怕难唷浴嗬嗬嗨
唷浴基础打得坚又实唷浴嗬嗬嗨
唷浴建设农场有保障唷浴嗬嗬嗨
唷噎噎冶野五一冶假期袁在家中回
看叶奋斗的音符曳情景剧时袁我
一直为其中的劳动号子而 陶
醉遥 这个与节日十分应景的歌
曲袁 也就是老军垦们一直吟唱
的劳动之歌遥

这不由地让我想起了儿时
先辈们在建屋基打夯时的 镜
头袁 听了是那么地浑身激昂又
振奋人心遥 记得有四个人一组
齐心协力提着四周包裹着木板
的柱形物体袁一手攥住上沿袁一
手拽着麻绳辫子袁打起了号子遥
而号子的语调却记不起来了遥

去年陪 农 场 大 型 纪 录 片
叶问道沧桑曳摄制组在农建四师
暨淮海农场历史陈列馆中采访
老军垦时袁 有两个老先辈指着
地下的石硪袁 随即便一唱一和
地给我们描绘起当时的情 景
来院野石硪抛唷袁像朵梅花唷浴 冶
野嗨嗨唷浴 冶野石硪落地唷袁草滩
发抖唷浴冶野嗬嗬嗨唷浴冶野一硪一
个印唷浴嗨嗨嗬唷浴冶野一硪套一
硪打唷浴 冶野嗬嗬嗨唷浴 冶遥

听着这些号子袁就像惊蛰的那声春雷袁唤
醒了农场的春天袁也激发了人们的意志遥 虽然
已经在九十岁上下的年迈老人袁 但他们的神
情尧他们的语调袁仿佛瞬间有使不完劲似的遥
这粗犷雄浑的号角袁就像一道道无形的命令袁
让整个农场处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遥

与老人畅谈中袁 过去集体劳动的场面总
是少不了野号子冶的滋润遥 当然就是现在袁一些
的垦二代在挑重担时袁 有时也听到他们情不
自禁地喊着号子遥

有次好奇袁我就问父亲袁他们的担子本来
就已经很重了袁还要喊那么大的声音袁这不是
白白地浪费力气么钥 而父亲告诉我袁喊号子不
仅不会耗力气袁还会激发你浑身的活力袁会让
你身体有使不完劲似的袁 源源不断地补充着
体力遥 对父亲的话袁我一直不敢苟同遥

再后来袁当我看到叶一支英雄的部队曳这
本书时袁了解到了农建四师的广大将士袁为了
革命的远大理想袁为了美好家园的建设袁他们
在各条战线上袁用自身的理想和智慧袁甚至用
一些粗犷的号子语言袁反映出与天斗袁其乐融
融曰与地斗袁其乐融融的生产生活姿态遥 他们
用这些劳动号子语言袁 来缓解身处疲劳的压
力袁激发起大家内心博大的力量遥

这些号子不仅在大会战的水利工地上袁
也出现在基建工程中遥 部队大熔炉的磨炼袁让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聚到了一起袁 大家也在
共同的生产实践和耳闻目睹中学会了打号
子袁以至于撑船袁拉船袁踏水车袁推磨时袁都能
吟唱出很流畅的劳动号子来遥

如今袁 大面积的机械化生产有效解放了
生产力袁这些源远流长的劳动号子袁也如同隐
藏在了农建四师陈列馆那些斑驳的农具中遥

而我袁作为劳动号子的倾听者尧经历者袁
有时会在不经意间袁 想到那种由体力劳动和
精神意志结合在一起的劳动符号袁 它总是感
染着我袁激励着我袁也让我的内心深处袁滋生
出了源源不断的劳动热情袁 并在心间肆意地
流淌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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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小洋河的水清了尧景美了尧鱼多了袁多亏三维集团的水上清
洁工啊浴 冶一位在小洋河撒网打鱼的老大爷指着那艘名为野三维
碧水 004 号冶垃圾打捞机船感慨道遥

这艘打捞船上的两位清洁工是野夫妻档冶遥男的叫徐兵袁今年
63 岁袁女的叫韩文英袁62 岁袁夫妻俩都是企业退休工人遥 小洋河
是横贯县城入海的主河道袁同时也是风景区遥几十公里的河面保
洁工作由三维集团承担袁 多艘机动保洁船由水上保洁工分段包
干遥 其中西至水产桥袁东至海都桥这 6 公里河段袁处于县城核心
区袁水面漂浮物相对要比其他河段多袁保洁工作量也比其他河段
大得多袁承包人一般不太愿意伸手遥

徐兵夫妇勇挑重担袁承包了这段河面的保洁任务遥由于该河
段保洁工作量大袁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开船上班袁中午休息一会又
接着干遥 一年四季袁日复一日袁从东到西袁自西再向东袁每天至少
来回 8 趟袁近 50 公里遥

徐兵夫妇工作十分认真袁水面上漂来一根草袁都逃不过他们
的双眼袁网兜尧耙子尧钗子等打捞工具交替使用遥 他们的辛勤劳
动袁换来了清波碧水袁也赢得了广大市民的点赞浴

小洋河上清洁工
颜玉华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袁我到菜场买菜时袁总喜欢往说话
中听尧面容慈善的卖菜人摊上跑袁因为我相信野相由心生冶
的说法遥 面容较好的人心肠就好袁心肠好的人就不会卖浸
过水尧甚至泡过药水的菜遥 买他们的菜袁踏实尧心安遥 为此袁
我还深有体会地写了 叶卖菜的小夫妻曳叶卖白果的老奶奶曳
两篇文章袁 今天我又被一位卖蚕豆的大叔言行所感动袁有
必要传颂其美德遥

卖蚕豆的人袁四十多岁的年纪袁国字脸尧浓眉大眼尧仪
表堂堂遥以我的年龄他应该叫我叔叔袁称他叔叔袁因野叔叔冶
是广称尧也是敬称遥最可爱的人要要要解放军袁没大没小的都
会叫解放军叔叔袁况且袁卖蚕豆人的言行值得我敬重遥

前几天袁我到他摊上买菜袁他忙得应接不暇袁我耐心地
等着尧无意地看着遥 此时袁我对面一位看上去有 80 多岁的
老人的异常行为引起我注意遥只见他将手里一盒牛奶拎起
来左看看尧右瞧瞧袁放下后又拎起来袁并不时朝卖蚕豆大叔
脸上望着袁皱纹满满的脸上因激动而涨成古铜色袁显现局
促不安尧犹豫不决遥 不一会袁他像是下了决心似的袁吃力地
将牛奶提起袁往卖蚕豆的摊上一放袁转身就走袁卖蚕豆的大
叔见状袁慌忙放下手里的活袁提起牛奶就往老人手里塞袁边
塞边说院野老太爷袁您怎么来了钥您快把牛奶拎回去袁我是不
会要您东西的遥冶老人边用颤抖手推着牛奶袁边用嘶哑的声
音说院野收下吧袁一点心意遥 冶几番推让袁最后还是老人提着
牛奶走了袁边走边念叨着院野好人尧好人啊遥冶眼前的一切袁我
思忖着老人应该是卖蚕豆的亲戚袁如是亲戚袁老人临走时
为什么又念叨卖蚕豆的大叔是野好人钥 冶我有点纳闷遥

野老板袁你和刚才那位老人是什么关系啊钥 冶等到我买
菜时袁我趁机问他遥

野没得关系遥 冶他边给我抓菜边说遥
野那他送你牛奶干嘛钥你怎么不收呢钥冶我索性追问着遥
野老爹爹身患重病袁说蚕豆壳熬汤喝能治这个病袁要我

每天将剥下的蚕豆壳都留给他遥他身体不好袁又拿不动袁我

菜摊子小袁剥的豆壳又多袁菜场管理人员又不让放过道袁有
两次被他们将豆壳扔垃圾桶了袁还警告我袁再放就处罚我遥
现在袁我只好将剥好的豆壳袁放我休息的凳子上袁等收市回
家时袁再绕点路送到他家里去遥 每次去袁他都过意不去袁总
要送东西给我袁这不袁昨天在他家要给我牛奶袁今天送到门
市来了遥冶卖蚕豆大叔不但没嫌我话多袁还和盘托出事情的
来龙去脉遥

野你帮了他的忙袁他这是在回报你呀遥 冶我说遥
野举手之劳袁又不是什么大事遥再说袁哪有做点事袁都想

别人回报呢钥 冶他答道遥
卖蚕豆大叔的言行袁不由我想起一件往事院一位老人

不慎摔倒袁 挣扎着爬不起来袁 几个路过的行人却视而不
见遥 两事相比袁感慨不已遥 卖蚕豆大叔所做的事袁看是微
不足道尧单纯尧简朴的小事袁却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
道德情操遥 他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袁请他办件对他没有
好处袁只有劳累袁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事情时袁却一
口承诺袁不但言而有信尧想方设法留住豆壳袁还不顾劳累
和繁忙的家务袁 每天都将豆壳送到老人的家里袁 不收物
品袁不求回报袁把自己能做的小事袁看成是能帮人治病救
人的大事遥 此举袁可圈可点袁值得弘扬遥

我喜欢吃蚕豆袁蚕豆烧蒜苗尧蚕豆米蛋花汤尧盐水蚕豆
都是时令下饭菜遥 有几次要买点蚕豆尝尝鲜而未能如愿袁
原因是妻子总是说院野现在蚕豆都是大棚或外地运来的袁不
但价钱贵尧还不好吃遥 等本地露天蚕豆上市再买遥 冶

野老板袁蚕豆仁和带壳的蚕豆怎么卖呀钥 冶
野剥好的蚕豆仁 11 元 1 斤袁豆荚 10 元钱 3 斤遥 冶
野你将托盘里剥好的蚕豆仁全称给我遥 冶我不知怎么

了袁今天有了非买蚕豆不可的冲动袁是被卖蚕豆大叔的言
行感染了吗钥 是觉得多买点蚕豆仁袁生病的老人就能多得
点蚕豆壳袁卖蚕豆大叔也能多点收入吗钥看来是的遥别人见
我一下子买了 4 斤多蚕豆仁袁忙问我蚕豆粉不粉尧好不好

吃遥野粉着呢袁很好吃遥冶我又不知怎么了袁竟然脱口而出袁其
实自己也是第一次买遥

今天没有买蚕豆吃的计划袁一下子买了几斤袁担心回
去后遭妻子埋怨遥到家后袁妻子看我买了这么多蚕豆仁袁感
到很惊讶袁忙追问我蚕豆仁多少钱一斤尧豆荚多少钱一斤袁
当知道价格后袁 她数落我说院野不会过日子人就看出来了袁
买豆荚划算啊袁 一斤豆荚能剥半斤豆仁袁 可以省一半钱
呢浴 冶

野剥豆仁费工袁很辛苦的遥 冶我说遥
野我在家又没什么事袁剥豆仁活又不重袁再说也不是天

天剥遥 冶她答道遥
当我讲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后袁她笑眯眯地说院野原来是

这样啊袁卖蚕豆大叔真是好人遥 以后你就到他摊上买蚕豆
仁袁也学好人尧做好事浴 冶

听着妻子的话袁我的心袁真如久旱逢甘雨般滋润噎噎

卖蚕豆的大叔
高亚

郭爹郭奶在农村同我家住在一个庄上袁门对门遥 巧极
了袁迁居县城后袁又同我家在一个小区一幢楼袁还是门对
门遥

郭爹郭奶相濡以沫地走过了大半辈子袁儿女孝顺遥 到
了晚年袁老两口恩爱如初袁续写着甜美篇章遥

相互陪伴袁爱在点点滴滴遥 郭爹刚退休的那几年袁不太
适应新居的生活袁每天依旧延续着从前在职时生活状态袁对
家务事一概不过问袁任由老伴一人忙前忙后袁自己每天只是
读读报尧看看书尧写写文章袁偶然被我们撞见了袁还不好意思
地扭过头去遥老奶感觉老爹患上了野退休综合征冶袁郭奶为了
野激活冶老爹情绪袁特意从集市上买回来几只鸟和几盆花袁同
他一起喂养和打理遥渐渐地袁老爹不仅在花鸟之乐中适应了
闲居生活袁对老奶也越发依恋要要要无论老奶买菜尧做饭尧扭
秧歌尧舞太极袁老爹都陪在她身边袁和她一起享受其中的乐
趣遥 两人还常常手挽着手袁走在夕阳的余晖里噎噎

相互体贴袁 深化感情遥 郭爹郭奶共同携手走过了大半
生袁到了老年袁他们仍然是彼此呵护备至尧体贴入微遥 每当郭
爹在案头读写时袁老奶总会默默为他递上一杯热茶遥老奶在
厨房忙碌时袁老爹也常会帮她剥葱尧剁蒜和洗碗遥 一起上街
购物时袁老爹总会主动替老奶拿一些重物袁然后相互搀扶着
走回家遥 茶余饭后袁他们总说些家里家外的趣闻趣事遥 他们
虽已不复年轻时的激情和热烈袁 但却多了几分深沉而储蓄
的眷恋遥 而这份日益深厚的感情是他们用爱和心血一路精
心浇灌培养而成的遥

保持惊喜袁恩爱如昔遥老爹老奶虽然已近耄耋之年袁但
他们依然不忘制造各种惊喜和浪漫来表达彼此心中的爱遥
老爹老奶一直有个心愿袁就是牵手同游世界遥退休多年后袁
老爹对老奶说院野现在儿女都已成家立业袁我想带你走遍千
山万水袁不给晚年留遗憾浴冶老奶激动万分袁欣然应允遥几年
间袁他们游遍了国内外的大好河山袁每到一处都会留影袁而
对方也会成为彼此镜头里的风景遥 不久前袁他们金婚纪念
日时袁 郭爹还把 50 年来所有的照片和他们共同经历过的
趣事做成了一本纪念册袁送给了老奶遥 郭爹在纪念册上写
道院野人世间最美的情话袁不是山盟海誓袁而是 50 年来袁我
一直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浴 冶

郭爹郭奶的爱情
江正

又到了换季的时节袁在这个暮春袁因为疫情让人们储蓄
了诸多的困惑尧不安和感激遥恰在此刻袁立夏来了遥这是一个
充满朝气尧充满希望尧充满无限欢乐的时节遥

立夏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袁夏季的第一
个节气袁表示盛夏时节的正式开始袁万物至此皆长大袁故名
立夏也遥 叶月令七十二候解集曳院野立夏袁四月节遥 立字解见
春遥夏袁假也遥物至此时皆假大也遥 冶在天文学上袁立夏表示
即将告别春天袁是夏天的开始遥 人们习惯上都把立夏当作
是温度明显升高尧炎暑将临尧雷雨增多尧农作物进入旺季生
长的一个重要节气遥叶礼记窑月令曳中说院野立夏有三候院一候
蝼蝈鸣袁二候蚯蚓出袁三候瓜果生遥 冶即说这一节气中首先
可听到蝼蝈在田间的鸣叫声袁接着大地上便可以看到蚯蚓
掘土袁然后瓜果的蔓藤开始快速攀爬生长结出果实遥 从立
夏开始袁小动物们叫响整个夏天袁蛙声蝉声袁不绝于耳遥

立夏时节袁阳光充足袁雨水充沛袁温度适宜袁万物生长袁
扑面而来的到处都是绿色遥 夏天的绿是春之青涩尧秋之混
杂尧冬之暗淡所无法比拟的遥 立夏以后袁绿色更为丰富袁更
为饱满袁在艳阳的照耀下袁流光溢彩遥 人若见了袁便会油然
而生出英姿勃发的意象来遥 走在上班的路上袁看晨曦穿过
稠密的枝叶袁晒出绿色的光束袁风里带着清新的空气袁仿佛
绿色从内心一点一点向外透出来袁带着梦想袁带着一日初
始的新鲜袁漾着一丝一丝的笑容袁隐匿于岁月的细微处袁撩
拨着对夏的感觉遥 虽然春的姹紫嫣红还在眷恋着大地袁但
夏日的丰富多彩已悄然而至遥

阳光落在喇叭花上暖洋洋的袁使花儿也感觉到夏天来
了袁挂在枝头上的青果正渐渐长大遥 进入五月就到了立夏
节气袁如果说四月是柔美的袁带着温情的袁那么五月就是粗
壮的袁有着突出强健的筋骨遥 细碎的小花袁铺满一地遥 风吹

落了小花袁吹醒了枝头的果实遥看着那些正茁壮的果实袁欢
喜的心情就流淌在夏初遥

春夏之交袁夏天站在季节的门口和春天挥挥手道别袁
既然留不住春袁那么我们就认真过好这个夏吧浴先民们在
立夏时节袁也有着惜春之感遥备下薄酒袁看着落花袁为春天
送别袁有着野饯春冶之意遥人们对春日的百般美好还是留恋
的袁但季节的变换是顺着天时袁不以人的意愿而为遥春去袁
就挥挥手袁让它去吧浴 面对一个绿意盎然的夏袁我们有着
更多的事要做遥过好当夏袁也是夏时劳动的人们需要思考
的问题遥 正如宋代诗人秦观在春夏之交写下院野芳菲过去
何须恨袁夏木阴阴正可人冶遥立夏时节袁虽然没有春天的花
草那么缤纷多彩袁但是夏天有着自己的风情遥立夏时节的
色彩也是十分丰富的袁樱桃红尧豌豆青尧蔷薇粉尧枇杷黄尧
槐花香噎噎夏天的暖风吹熟了果实袁放眼望去袁树枝上挂
满了一个个果实袁从立夏开始袁各类果实就迅速成长遥

立夏袁立的是希望遥如果你错过了春天袁那么就别再错
过了夏天遥该做的事认真地去做袁该走的路勇敢地去闯袁不
管怎样袁只要不辜负这个季节就好遥此刻袁我凝望着窗外的
喇叭花袁正在五月里一朵一朵开放遥 至此袁夏天就开始了遥

立夏时节
谷子

四月的春风也像一把剪刀儿袁 变着花样儿裁剪着沃野变
换着颜色袁这不袁桃花红尧梨花白尧菜花黄袁递次登场袁花开花
谢袁如今又把风光让位给茂盛的满田大蒜遥 在春末夏初的季节
里袁无论走在老家蒜乡田间的任何地方袁空气中都会飘逸着一
种大蒜独有的清香遥

我的家乡是苏北黄海淤积成陆的袁 黄土高原的泥沙随黄
河长江东逝水流袁交汇后形成一马平川的沙碱土袁富含多种微
量元素袁特别适合大蒜种植袁所产蒜薹尧白蒜风味独特遥 蒜薹辣
中微甜袁辛而不麻袁鲜嫩无渣袁粗纤维丰富袁含有多种氨基酸遥
白蒜袁俗称蒜头袁内有 6耀8 个蒜瓣袁剥去薄膜袁即见白色尧肥厚尧
饱和多汁的蒜瓣袁可食用可调味袁亦可入药袁深受大众喜食遥 据
史载袁大蒜是秦汉时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袁经栽培繁育提纯复壮
至今袁已经形成了大蒜产业链并出口遥

苏北大蒜数射阳袁射阳大蒜看临海(古称八大家)遥 从上世
纪 70 年代末袁勤劳的蒜农从生产实践中摸索出棉蒜尧玉米蒜
等套种技术袁尤其是水旱三四年轮作一次袁始终保持了土质尧
养分尧地力袁为大蒜提供了原汁的生长环境袁方才长出原味的
白蒜袁这应该是滩涂厚土对人类的厚爱袁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人们爱惜土地后的馈赠袁 才有了舍与得中互生共利的可
持续吧遥 射阳常年稳定种植十五六万亩大蒜袁1996 年注册为
野青龙冶牌蒜薹袁射阳县 1997 年被评定为野中国蒜薹之乡冶袁实
物都是以临海大蒜为样本和基地送审与实地鉴定的遥 大蒜逐
渐培育成为农民致富的经济作物遥

华新村汤锦忠 65 岁袁父辈是随清末实业家张骞从南通海
门移民垦荒植棉户袁他自己已有 40 多年种蒜史袁他经历了大
蒜兴与衰袁也尝到了甜和苦遥 他告诉我说袁自从大蒜形成特色
产业袁政府重视袁协会统筹袁总体上保持了蒜市的健康发展袁但
鲜货市场有点起伏也正常遥 去年种了 20 亩袁今年还是 20 亩袁
连续 10 年没有低于 15 亩遥 他憨厚笑笑说院野不能跟风跑袁得失
在心稳袁市场变价格变袁我的大蒜质量不变袁只是多赚少赚而
已遥 冶

种蒜是个苦累细活儿袁蒜田耕耘整理好后袁开行袁撒肥袁丟
种要按株距摆齐袁然后盖土遥 拔蒜苗袁刨大蒜袁农闲剪下蒜头袁
分大小出售袁留种的蒜头要在当年 7 月剥成大蒜瓣子袁剔除小
破尧病瓣袁每一棵大蒜要经过五六次手袁特别吃工耗时袁面积四
五亩以上的人家袁种蒜尧拔蒜苗尧刨大蒜袁都要花钱叫临时工帮
忙袁管吃住还给路费袁种蒜成本较高遥

沃野平畴的墨绿蒜田和碧绿麦子袁远看实难让人区分袁唯
有行走田间袁才能感受到蒜与麦的真模样袁成片的蒜苗麦苗在
春风里荡漾出层层绿色的波浪遥 一尺来高的大蒜苗袁手指般粗
的秆儿笔直支着细长的蒜叶袁欢快地抖动着暖风和阳光遥 待剑
叶拉长吐出嫩黄蒜薹苞袁弯头成钩即可采摘了袁要不了几天工
夫袁麦蒜田又变换了色彩袁蒜田没了婀娜的身姿袁集中自身全
部精华膨大根部蒜头袁麦子也呈现出齐刷刷的短寸发型袁接受
光合作用的最后洗礼袁孕育饱满子籽遥

大蒜分蒜薹蒜头出售遥 每年 5 月初采收蒜薹袁6 至 8 月收
购蒜头袁 蒜香吸引南北客商云聚袁 大车小车和经纪人穿梭繁
忙袁构画蒜乡一幅独特的风景袁也是蒜农们年年期盼的日子遥
走在蒜田袁我仿佛已经听到了越来越近蒜市的喧闹袁和伴随着
蒜香味蕾那响爽的笑声遥

蒜乡·蒜香
邹德萍

聚沙成塔 王万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