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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天。 酷热的正午。 双抢的夏季好比

工厂生产的旺季， 此时万万停产不得，甚

至要加班加点。 这会儿都是可了劲儿干，

已到达白热化程度。 农事误了一刻，就能

影响全年的收成。

大人从地里双抢劳作回来，渴累得没

丁点食欲， 便把自己摊成一个大写的人

字，摆放在凉席上，歇息着，脊背吸附着地

面的阴凉，昏昏沉沉，阖睡过去。

一觉醒来，肚子真的空空如也。 大体

力的消耗让人四肢乏力， 下午有重活，明

天还有重活， 后天还有……饭仍是要吃

的。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民

以食为天，那时候，吃饭的终极目标，就是

解决吃饭的问题。

饭在后厢的厨房里，木甑装着，罗纱

巾垫着，竹箕罩着。 用木勺随意盛出一蓝

边碗。 白饭很白，是从早上煮粥时淘出沥

干的，中午蒸熟了。 此刻还半温热着，却显

得干巴凝滞。 胃口不好的人这样吞下去肯

定会咽着喉咙的。 对付它，自有办法，从瓷

缸里舀了褐红的茶水，倒进碗里，水渐渐

渗入， 甚或平了碗面， 如此变得潮湿了。

这，便是乡间的茶淘饭，其实也叫茶泡饭。

茶、饭均是主角，缺一不可。

菜在堂前的八仙桌上，列满了，毕竟

一大家子人， 看起来也有十大碗八大盘

的。 辣椒、豆角、落苏（ 茄子）是乡村餐桌上

的“ 老三篇 ”，餐餐念 、天天念 ，虽然厌倦

了，可细嚼慢咽起来，也是有滋有味的。 此

外就是冬瓜、南瓜、丝瓜、苦瓜等瓜一类的

菜蔬，这个时节，正是各种瓜肆意生长粉

墨登场的日子。

两碗茶淘饭下来，愣是吃得嘴角濡润

冒泡，肚皮弹起来，才有力气继续开工！

多亏了茶淘饭。 茶，俨然是白饭的润

滑剂，是口腔的传递液，是肠胃的防阻汤。

有上了年纪的老婆婆待竹床上四五

岁的重孙辈醒来， 趁机喂他一碗茶淘饭。

迷迷糊糊的小儿脑子醒转来， 肚皮鼓起

来，也不哭了也不闹了，兀自坐在地上与

鸡儿 、猫儿 、狗儿玩耍着 ，老婆婆才松了

手，逮着空闲，抓紧做下家里其他的活儿。

夏季白昼的日子长，泥里刨食是重体

力活。 很多壮劳力在半下午有吃茶淘饭当

点心的习惯。 两碗茶淘饭“ 漱漱漱”下去，

吃饱了喝足了才有力气， 大干快上干革

命，鼓足干劲搞生产。

茶淘饭是百姓的琼浆玉液，是农民的

山珍海味。

老家赣东北，属红土地，泥质碱性，极

易板结，然盛产茶树。 在铁红干硬的山冈、

杂乱起伏的丘陵，庄稼人因地制宜、见缝

插针栽上先祖神农遗留下来的茶树。

茶树也烂贱，像穷人家的孩子，极易

成活，勿需几多打理。 未经几年，茶树便能

修成正果，长芽抽叶，供乡亲采制、烘制、

泡水、饮用。

茶是春茶，夏茶就老了，无人肯用。 当

时作兴两种，一是谷雨鲜，通常在谷雨（ 前

三后四）节气采制；工夫来不赢的，只好在

清明前后采制，便是清明茶，以明前茶为

佳。 纯粹的人工采、人工制，完全是自给自

足。

记得制好后，还要放米缸上停留一二

日，一吸潮气二泻火气。 实为中庸之道，不

偏不倚。

清早，汉子从村口的老井挑来清冽的

井水，倒进水缸，澄清片刻后，主妇架起柴

锅土灶，用猛火烧开，让锅里的水穿心（ 锅

底的水冒着泡儿往上面翻涌， 也就是沸

腾） ，舀进青花的大瓷缸里。 缸里静卧的茶

叶在沸水的浸染感化下，争先恐后，蜷曲

的身段霎时伸展开来， 犹如天女散花，摇

曳生姿、蹁跹舞蹈。 一朵朵茶叶袅娜成柔

弱无骨、跃跃欲升的仙女。 那姿态，凭你想

象，有多美就有多美。

等水凉下来，成了解渴的茶水。 做工

渴极了的人，喝起来简直牛饮一般。 如若

茶叶浓的，稍稍带点清苦，过后却是甘之

如饴，祛乏解渴，尤其在炎热的夏季。

茶树， 素来为古人誉为南方之嘉木。

茶树之叶亦是一宝，作为国饮仅是其中之

一，在民间大有用处。 幼时，太阳穴一左一

右生毒，长了疖子。 起先小如指头，后来大

如铜钱，红肿灿若艳桃。 况生肖属牛，家人

嬉笑我长了“ 牛角”。 某日，父亲欲逮我去

乡村诊所割除，我死命抵赖不肯，大哭大

叫，逃之夭夭。 还是隔壁的二奶奶，每天中

午等我歇昼时，就帮我贴上两片泡过水隔

了夜的大茶叶。 说也奇，有疖子的地方，贴

了茶叶便感到异常清凉，不会“ 突突突”的

往外生疼，心不烦气不燥，便能安然入睡。

一段时光下来，两只“ 牛角”销声匿迹，逃

遁得无影无踪。 倘不然，靠手术割除，留下

两块疮疤，“ 破了相”，岂不羞煞人也。 后来

处对象都难呐！

幸好 ， 隔夜的茶叶原来有清热解

毒、祛火除燥之功效。 感谢二奶奶，感谢

茶叶。

茶有如此神奇之效，故而，老祖先不

知从何时传下来的茶淘饭，也有解腻爽胃

之益。 大热天，当你胃口不适、嘴厌油腻，

不妨吃上茶淘饭， 就上一点农家小菜，有

平淡而甘香的滋味。

粗茶淡饭，才是百姓日常。

茶淘饭，不独吾国南方有，国外也有。

前几日偶翻书页，看见日本江户时期著名

俳句诗人小林一茶（

1763

———

1827

） 的诗

句：“ 谁家莲花吹散，黄昏茶泡饭。 ”原来日

本也有茶淘饭。 茶，是中国的国饮；中国，

是茶的故乡。 不揣冒昧，依私下愚见，茶泡

饭定是从吾邦传入一衣带水的邻土。 安徽

作家胡竹峰称小林的俳句；“ 真觉得是绝

妙好辞，一虚一实，虚引出实，诗意禅意上

来了。 ”

他还说：“ 夏天里，暮色四合，老牛归

栏了， 蜻蜓快而低地在稻床上兜圈子，微

风吹来，汗气全消。 那样的境况，最适合吃

茶泡饭。 ”想必，胡作家肯定小时吃过茶淘

饭了，不然写不出如此贴合的意境。

只可惜， 现在乡间鲜有人吃茶淘饭

了。

见不到老井清水， 见不到柴锅土灶，

见不到粗瓷大缸，即使有茶淘饭，也少了

那么一种本真原生的地道味儿。

茶 淘 饭

朱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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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微信 ，总有几个“ 微

友”每天坚持不懈发来一个问

好的表情。 我这人多少有点强

迫症 ， 看到微信显示有新消

息 ，不管对方地位高低 、熟悉

与否，都要点开看看是否有需

要回复的内容。 如此一来，这

些毫无新意的“ 问早 ”信息便

多少要耽误几秒钟时间了。 我

这人又多少有点脾气不好的

毛病，次数多了，便忍不住回复

一句：“ 本人不习惯这一套，以

后还是有事直说、 无事就别问

早了吧，谢谢支持！”这么一说，

有人便果然打住， 不再自讨没

趣；但也有人认真地告诉我：这

是为了给生活增添“ 仪式感”，

让你我的友谊变得不一样！

这样的“ 仪式感”，也许制

造者觉得很有意思 ， 很有品

位 ， 很能体现自己的 “ 人情

味”， 否则他也不至于如此孜

孜不倦。 这种做法，别人喜欢

不喜欢 ，我无权干涉 ，也不想

发表意见 ；但我觉得 ，不管什

么“ 仪式感”， 你还得找准对

象，才能皆大欢喜，和谐持久。

倘若面对的是我这等无趣的

人 ， 它就不仅没法提升 “ 品

位”， 还会成为别人的一种负

累———说白了，在不对路者如

我辈眼里，这就是一个令人讨

厌的形式主义。

日子每天都在过，您这样

每天坚持普发这种 “ 拿来主

义”的表情，意义何在？ 在我看

来，如果两个人熟到相当的程

度，那是根本无需“ 铺垫”就可

以直接交心的；如果两个人之

间的关系只是普普通通，我更

不相信你会选择一个这种寻

常交情的“ 微友 ”天天发表情

秀感情 。 所以 ，这种“ 天女散

花 ”式的发送 ，如果不是为了

广泛套近乎， 那就只能说明你

确实闲得无聊， 而且还要拉着

别人陪同你一起无聊。 要是微

信上的联系人个个都有这般爱

好， 那你整天就坐下来刷手机

好了，还想有时间干正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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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豆腐在今天只不过是一

道平常的再平常不过的菜，但在

物质贫乏的年代，油豆腐却是一

道用来招待贵客的佳肴，平时自

己舍不得吃。 油豆腐耐放，用炒

热的盐腌起来能放数月之久，而

且还能保持香味。其实油豆腐最

好吃是刚炸出锅的时候， 特香，

有点脆，外焦里嫩，轻咬一口有

汁水流出， 香味在口齿间弥漫，

小孩子馋，大人也馋。因此，农村

人炸油豆腐大都选择在晚上，孩

子入睡，也没邻居串门。

我最喜欢吃刚出锅的油豆

腐。浓浓的茶油香味，甜甜的豆

腐味道，轻轻一咬，茶油和豆腐

汁从嘴角溢出， 然后用手背一

抹，半边脸便变得油亮起来。有

时候心急，看着刚出锅的豆腐，

色香诱人， 抓起来就往嘴巴里

塞， 想要一口吞下， 却被烫得

“ 呼哧呼哧”， 在嘴里上下左右

翻滚， 随后热流沿着食道向下

漫延，一直烫到了心窝里，真的

是“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第二

天，嘴巴起了泡。

每次炸油豆腐时父母亲不

让我们兄妹几个知道， 母亲总

让我们早点睡觉， 说小孩子不

能守在灶台边。父亲则很干脆，

他两眼一瞪：去睡觉！尽管我内

心多么不情愿，却也不敢多辩，

乖乖向房间走去。

母亲见我委屈，似有不忍，

安慰我说：“ 等全部炸好了，我

喊你起来吃。 ”

我躺在床上， 心挂记着母

亲的灶台。 木板床紧贴着冰冷

的土墙壁， 发黄的石灰有些脱

落，露出了黑褐色的泥土，土墙

里裹着干枯的稻草。那时农村里

建房， 能买得起青砖的很少，大

多数用泥土巴筑墙，先用两块两

尺宽的木板夹住墙基，固牢。 再

往挡板里倒泥土，撒上事先切好

的一尺左右长的稻草，用木碓不

停地捣，夯实。 这样的土房子夏

天凉快，冬天却不保暖。 我躺在

床上能感受到墙壁里渗出来的

湿气，湿气在低温下凝固成无数

细小的针， 往人的皮肤里扎，扎

到骨头里，疼。 我的睡意也一阵

阵涌动。 我睡着了。

但我没有睡沉。 厨房还在

亮着灯， 油锅里传来“ 噼噼啪

啪”的声音。 我推开门，看到灶

台上的筲箕里堆着炸好了的油

豆腐。父亲站在锅前，用铁勺子

不停地翻动着， 那些浮起来的

豆腐，外面看着焦黄，内里却并

没有熟透， 父亲要把它压着炸

透。母亲在切豆腐，她把盒子里

的豆腐放在巴掌心上， 拿着菜

刀横两下竖两下， 豆腐就被切

成了小小的方块， 从母亲的指

间滑进脸盆里。 父亲把锅里炸

好的豆腐捞起来， 将脸盆里切

好的豆腐倒进铁勺子， 沥干水

再倒进油锅， 那白白的豆腐滑

入油锅的瞬间，“ 嗞”的一声响，

随即溅起高高的油花， 父亲赶

紧将脸扭向一边， 却看到了不

声不响站在他身旁的我， 吓了

一跳，“ 怎么还没睡啊？”父亲从

筲箕里抓起几个油豆腐给我。

给灶膛添柴的奶奶正捂着

火盆打瞌睡。屋外气温很低，月

亮挂在枣树上， 又把枣树的枝

条映在墙壁上，起风时，枝条在

墙壁上一抖一颤。 屋顶上灰色

的瓦片透着寒光， 淡淡的薄雾

在屋顶和秃枝间缭绕， 高高的

烟囱喷出来的火舌， 给这个寒

冷的冬夜增添了一丝温暖。

母亲早就用洋瓷碗装好了

油豆腐， 小小洋瓷碗装不了几

个。 这种刚出锅的油豆腐我就

喜欢干吃，什么材料都不放，吃

它的原汁原味。 母亲说怕我吃

多了上火。 但我知道这些油豆

腐和瓦缸里的腌肉腊鱼都是明

年上半年的珍贵食物， 是用来

招待客人的， 来年家里还要请

各种匠师，犁耙、箩筐、饭甑、谷

桶要修修补补， 这些匠师来干

活，要安排好茶饭招待。上半年

没有收成，也就没有了收入，地

里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能搬

上桌的就靠瓦缸里那点腌货

了。 会持家的女人这些腌货能

对付半年，到夏季新蔬菜上市，

猪崽出栏，手里有了点收入，餐

桌上的摆布就不用太担心了。

母亲说

:

“ 我们只能抠自己 ，不

能抠别人。 ” 这些油豆腐在上

半年缺吃少穿时期， 它跟腌肉

几乎是同价的， 是不轻易端上

桌子的。 一般来说， 招待客人

餐桌上有了油豆腐就不用上腌

肉，加个炒鸡蛋就可以了。这么

珍贵的食物， 母亲怎么舍得我

多吃呢？ 也难怪父母亲要编造

谎言让孩子们先睡， 换做大人

长时间待在灶台边看着香喷喷

的美食，也禁不起馋啊。

几个油豆腐下肚， 身子变

得暖和了起来，虽然没吃过瘾，

但也解了半天的馋， 没亏待半

夜不睡觉。 父母亲天没亮就起

来磨豆腐了， 忙到现在还在炸

油豆腐，可见做豆腐多么辛苦，

“ 世上活路三行苦，撑船打铁磨

豆腐。 ”虽然苦，但父母亲已经

习惯了隐忍。 这种隐忍不是对

苦难的麻木， 也不是对生活的

绝望。而恰恰相反，这种隐忍是

一种无言的挣扎， 是对贫穷的

反抗。 父母亲希望通过这种勤

劳， 在内心燃起改变命运的火

苗， 并将火苗的种子种进孩子

们的心里， 通过潜移默化的力

量，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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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欢花始开，如初见世面的少女，所以开得含

蓄，开得羞涩。 合欢花是绒花，一丝一丝开，慢慢

地开，如春蚕吐丝一般。

今日又见合欢花，粉嫩精致，如一树纸扇，在微

风中翩翩起舞，多美的花啊，令人陶醉。 驻步观望，

整个树冠就像一把撑开的巨伞，一朵朵合欢花点缀

其间，错落有致美不胜收，花叶姿态优美，轻盈俏

丽，素静可人。 细看树桠上艳丽多姿的花朵，纤细

柔韧，一朵朵花丝仿佛经过了细致的梳理与精心染

整，红在上，白在下，优雅清新。 若是在细雨濛濛中

观赏合欢花，更是美得别有不同，那一丝一丝的绯

红，含羞带雨，如出浴的美人，矜持在隐匿的欢喜

里。

仲夏，合欢花开得最盛，浓郁的合欢花香，瞬间

抵达嗅觉，热情与芬芳填补了寂寞时光，花开的喜

悦洋溢在浅夏的阴凉里，信步徜徉在“ 合欢道”内心

满满欢喜。

合欢道是一条青石路，因小道两旁遍植合欢树

而得名，树又高叶又密，花开时，粉色花朵似美人笑

靥，动人心魄。 蓝天白云下，她们大美无言，安安静

静地守候人间，细数着朴素的光阴。

一条小道，遍植花树，诗情画意有了，韵味也足

了。诗人杜甫《 客至》里“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

为君开”，曾让我心花怒放，很想走在那样一条花径

里，一直走一直走……红尘中，我就像是远道而来

的旅人，风尘仆仆，从纷纷扰扰里，走进一扇为我等

待的门里，既有亲人般的温柔，也有烟火人间的琐

碎，还有随之而来的淡淡欢喜。

合欢花粉嫩精美，然体质纤弱，稍有斜风细雨

而过，就有几片花瓣萧萧零落，轻盈而下。每次经过

合欢树下，我总要抬头张望，也总要拾捡一两朵合

欢花，轻轻地放在掌心里，凝眸沉醉，品味她的恬静

优雅，从容内敛，和楚楚动人。

合欢花顺着茎均匀排列，两两相对，白天舒展

开放着。到了晚上合欢花会合抱在一起，象征着“ 夫

妻永远恩爱

"

。在古人的文化意象里，合欢是情感的

象征，《 红楼梦》作者让钗黛二人同喝“ 合欢酒”———

合欢花泡的酒，也就别具情愫。

赏合欢花的美，品合欢酒的醇，这也许就是最

难得的美好吧。

让人负累的“仪式感”

李伟明

炸油豆腐

徐和生

苏维埃经济蓬勃发展

方研会

合 欢 花

刘萍

������

闽浙皖赣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国民

党当局不断发动军事“ 围剿”和严密经济

封锁的恶劣环境中进行的，是在经济基础

薄弱、 经济条件落后的农村地区发展的。

在大家的努力下， 苏区的农业、 工业、商

业、对外贸易、金融、交通和邮电等经济事

业上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

大力发展农业、工业

苏区创建后的前两年，农业在恢复中

发展。

1931

年，苏区从政策上解决了地权

问题，宣布“ 实行平分一切土地归农民所

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生产力进一步解放。

实行有计划生产的政策使农副产品

的生产全面发展。 每年，省苏维埃政府都

要制定和下达农业种植和养殖的生产计

划，提出包括粮食、棉花、油料、豆类、鸡和

猪等生产或增产指标，交给群众讨论后再

具体执行。 每年低息贷款一万多元给农民

购买耕牛，置办农具。 还教育农民管好山

林，每年垦复油茶山

5

万余人工。

实行生产互助政策， 缓解劳动力紧

缺。 实行生产互助及耕牛调剂，在自愿的

基础上组织互助组、耕田队、割禾队及耕

牛组，他们换工互助，调剂余缺。

苏区工业白手起家，自力更生。 苏区

的工业从军工起步，创办兵工厂、被服厂，

建立起苏区国营（ 苏维埃）经济、合作社经

济（ 股份制） 、私人经济三种成分并存的经

济体系。

1934

年

1

月

19

日，《 红色中华》报道

《 闽浙赣的经济建设》 ：“ 生产合作社共有

五十余家，大半是工人经营的，主要的生

产业是瓷器、锅子、雨伞，还有瓦厂、石灰

窑和家具制造等。 工业方面，办织袜厂一

个，产品可供全省之用；织布厂一个，准备

十万女工 ；兵工厂一个 ，能做地雷 、炸弹

外，并造快枪、机关枪等新的武器；制硝厂

一千三百三十五个， 半年制硝盐七万多

斤，硝可以制炮火，同时解决了食盐问题。

其他小工厂也很多。 ”苏区初步形成了适

应军用、民用的工业体系。

活跃商业、拓展对外贸易

苏区党和政府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

策，采取交朋友方式组织白区商人常来苏

区开辟市场做生意；苏区普遍建立消费合

作社，大力发展公营商业，到

1933

年底，

苏维埃商店发展到

60

多个。 苏区为打破

敌人的经济封锁，还实行开放式的对外贸

易：

1931

年， 敌人在白区成立食盐公卖

处，不仅限制人民买盐数量，而且抓住给

苏区运盐的人重重治罪。 省消费合作社决

定派练金科前往德兴引浆村开辟苏区通

往华埠的运盐的路线。

引浆的百姓听说是省苏方志敏主席

派来代表同志要为苏区购办大量的食盐，

以解决苏区群众缺盐困难，一个个都很兴

奋，早早地来到了动员会会场。

“ 你们买盐给自己吃的同时，也帮其

他苏区老百姓带一部分，我们以

1

元钱

4

斤收购。 其他咸味品如咸鱼、龙头烤、腌辣

酱、酱油酱菜等等每购

1

元补偿

1

角。 没

有本钱的，每人可贷款

5

至

10

块银元。 ”

练金科把早想好的主意如同竹筒倒豆子

全说给百姓听。

百姓一边听着，一边不住对金科同志

的主意大为赞赏。

“ 如果遇上敌人盘查，就说是家里造

房子、娶媳妇，或说是父母生病、割稻子等

很久未能出来，所以买多了一些。 绝对不

好说为苏区红军买盐， 检查得紧也要否

认，不然就会被没收、被抓去坐牢”，金科

还慎重地提醒道， 毕竟事关百姓安危啊，

不能让百姓吃亏啊。

引浆的穷苦人都是心向红军的，拥护

苏维埃的。 经过练金科同志的动员，全村

村民都乐意参加担盐队的行列，收购站就

设在罗章业的岳母家。 就这样，一条通往

白区华埠的秘密买盐、运盐路线开辟出来

了。 这个秘密食盐收购站工作

3

个多月，

收购近

40

万斤食盐。

创建苏区金融、交通、邮电事业

苏区创建之初，破除了旧时代的金融

契约关系。

1929

年

10

月，信江苏维埃在

《 施政大纲》 中进一步规定：“ 销毁一切田

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宣布一切高利

贷借约、当约概为无效。 ”

1930

年

10

月，

通过在民间招股筹集资金，赣东北特区贫

民银行在苏区首府弋阳县芳家墩建立。 这

是中国共产党在红色区域创建最早的银

行之一，尤其是一开始就实行

股份制， 更是红色经济中的一项创

新。

1931

年

5

月，被苏区群众称之为红票

的苏区纸币问世。

1931

年

9

月， 省苏维埃

银行开始发行股票， 面值一

元 。 这是全国红色区域发行

的第一支红色股票。 《 闽浙赣

的经济建设》 报道：“ 银行股

票，

1933

年

3

个月内，群众节

省经济集股的计十几万元，有

每家三十股到五十股者（ 每股一元） ；省苏

维埃出钱集股十万元。 ”发行红色股票，使

银行有稳定的基金并不断得到扩充，从而

成为苏区的经济支柱。 这不仅对于推进农

业、工业、商业贸易的全面发展，充裕财政

收入，保障战争经费具有重大意义，而且

苏区广大股民通过股息和红利的获取，也

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因此受到苏区群

众的热情欢迎并推而广之，苏区各项经济

建设事业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创建与发展苏区的交通事业， 包括

路、桥、渡口、邮政、电信等。

1931

年

3

月，

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把“ 建筑道路桥梁建筑

船渡”列进《 施政大纲》 ，在苏维埃政府内

务部设立桥路委员会。

苏区建立秘密交通站

20

余处。 这种

交通站以苏区为起点，多数设在赤白交界

水陆要冲区域和较远的白区城镇，包括景

德镇乃至上海等。 秘密交通站以开设商店

或经营物资运输的站点为掩护，承担着刺

探敌方情报，策划白军投诚，开展赤色外

贸，帮助物资运输和保护党内同志过往苏

区的人身安全等重任。

苏区的邮电事业包括邮政与电信两

部分。

1931

年

9

月，成立了赣东北省赤色

邮务总局，苏区各县成立县局，省、县两级

共设

9

个局，较大地促进了苏区通信事业

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