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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

美食

品味毛豆
□ 缪士毅

“毛豆，
毛豆，
新鲜毛豆！
”
顺着摊贩们
的吆喝声望去，但见夏日晨光里，摊贩们
有的正麻利地将毛豆从其茎梗上摘下，
有
的正与大妈大嫂讨价还价……哦，
毛豆又
上市了。人们生活由此又多了一份美味。
毛豆，也称菜用大豆，就是新鲜连荚
的黄豆，其荚作扁平形，因荚上有细毛而
得名。毛豆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其踪
影遍及大江南北的田间地头。我出生在
农村，记得乡下老家的人们喜食毛豆，正
因如此，不仅喜欢在园地里种植几畦毛
豆，还见缝插针在水田的田塍上栽种毛
豆。毛豆成熟时节，正值暑假，我时常跟
随父母一起摘毛豆、剥毛豆。在农业大
学求学时，我学会了毛豆的栽培技术，在
学校实验农场，还过了一把从种植毛豆
到收获毛豆的瘾，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
在目，
也因此对毛豆多了几分情感。
毛豆为大众食材，常以鲜豆粒入馔，
那从鲜毛豆荚中剥出的豆粒圆润如珠，
碧嫩新鲜，是烹调的上好食材。毛豆粒
烹调有多种方法，可炒、烧、拌等；在食料
搭配上，毛豆自身从不挑三捡四，既可与
荤料搭档，也可与素料为伍；既可当主
角，也可当配角，尽力以美的姿态呈现在
餐桌上。在家中，我时常下厨烹制风味
各异的毛豆粒菜肴，诸如毛豆粒炖猪蹄、
毛豆粒烧排骨、毛豆粒炒肉、毛豆粒烧虾
仁、毛豆粒萝卜丁、毛豆粒香菇丁、咸菜
毛豆粒等等，这些毛豆粒菜肴，适口鲜
美，常吃不厌。这不仅平添家人食欲，还
让我从烹制中得到乐趣。
在众多毛豆菜肴中，人们最喜欢的
当数盐水毛豆。盐水毛豆不仅煮法简
便，更重要的是品味起来富有情趣。夏
天毛豆上市时节，来盘煮熟的盐水毛豆，
与家人或朋友围坐在一起，一边谈天说
地，一边各自用手指轻轻挤压盐水毛豆，
那碧绿的豆粒从豆荚中“溜出”，送入口
中，细细品味，顿觉鲜嫩可口。在我印象
中，每当大家品尝盐水毛豆到了兴致高
时，就来点小酒助兴。吃毛豆，喝小酒，
别有风味，赛若神仙。而一些孩子看到
大人们津津有味吃毛豆，也毫不客气用
稚嫩的手从盘中抓一把盐水毛豆，当作
零食吃起来。而在一些宾馆酒店或农家
乐，盐水毛豆往往作为冷盘来点缀，颇受
食客青睐。
盐水毛豆吃起来美味，但其煮法是
比较简单的，在家中将新鲜毛豆放入盆
中，用清水搓洗几遍，把粘附在表面的泥
尘、沙子等洗掉，可用剪刀将毛豆两端尖
角剪一下，以便煮时更好入味。然后将
毛豆倒入锅中，加入清水，清水需没过毛
豆，再加适量食盐，有的还加入八角、桂
皮等调料，煮 7 分钟左右，从锅中捞出倒
入盘中，
稍冷却之后，
即可食用。
毛豆不仅味美，且营养价值高，其富
含植物蛋白、多种有益的矿物质、维生素
及膳食纤维，
尤其是钾、
镁元素含量高，
维
生素 B 族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毛豆所
含丰富的钾，
能缓解炎热天气造成的疲乏
无力和食欲下降；因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而享有蔬菜中的
“纤维冠军”
之称，
其有助
于防止便秘，有利于血圧和胆固醇的降
低。当然，毛豆还具有药用价值，毛豆味
甘性平，具驱除邪气，止痛，消水肿之功
效，
能除胃热，
通瘀血，
解药物之毒。
品味毛豆，
品的是美味，
也是情趣。

黄昏远去

客居高原小镇，短暂落脚的地方是
高处一幢山间民房。屋舍有瓦，青松四
合，鸟鸣清脆，不但离天空很近，还有一
个有花有草的小院。
时值盛夏，虽地处高原，却也天气
炎炎。每到黄昏，暑气渐沉，院里满是
鸟雀的喧闹和夕阳的绚烂。暮色清凉
欢悦，周围的青松光影婆娑，漏透着清
凉，
一片幽微。
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院子里种
着的花草，红的红，绿的绿，生机盎然。
其中，尤属月季花事最为繁盛，一株一
株，亭亭玉立，一朵一朵，婀娜娇艳，在
淡淡的氤氲中，
随风轻轻摇曳。
目光在花草间流连、逡巡、摩挲，仿
佛也染上红红绿绿的艳丽。等再往高处
看时，连带天上的流云也有了斑斓的色
彩。当然，
流云自有自的瑰丽，
那是霞光
映照下的黄色与金色，
耀眼且声势浩大。
然而，毕竟是黄昏，又是独自一人，
即使眼眸里流动着浪漫的色彩，却也难
掩暮色渐浓后，心底不禁浮出的黯淡和
萧瑟。总觉得在夜色即将来临之际，需
要留下点什么，才是对远去的黄昏的一
点交付。仿佛唯有如此，才配得这黄昏
的意境。
一再远眺，
夕阳的余晖，
宛如半遮半
隐的心事，浓与淡，动与静，渐次消逝。
黄昏的神秘，在于它的转瞬即逝。夕阳
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往往只是一个低
眉的瞬间，
黄昏就像一场轻梦，
在心上轻

亲情

A15 副刊
□ 和智楣

轻一掠，
留下黑暗的夜，
匆匆而去。
事实上，黄昏的况味就是人生的况
味，人生来去匆匆，是一场接着一场的
别离。黄昏过后，是漫长的黑夜。相聚
时，纵有千山万水，也逃不过离别一刻
的百转千回。说到底，生于尘世，任谁
都难逃离别的伤痛，只能独自站在夕阳
的余晖中，
一次次眺望那霞光的璀璨。
忽然，想到岁月深处那些远去的黄
昏。它们始终深藏在某个寂静的角落，
等待着我的回望。而那些属于我的从
未讲完的故事，就深埋在那些浅浅淡淡
的夕阳余晖中。穿过时光，穿过虚无，
如今，
早已不必再去追回，
再去缅怀。
暮色愈加浓厚，
风越来越紧。这时，
不远处隐隐传来几句似有似无的歌声。
凝神细听，
腔调独特，
唱的都是当地的方
言。想来是附近晚归的村民即兴所唱，
虽不知唱的内容，却能听懂里面悱恻的
缠绵意味，余音袅袅，在晚风中，拖拽得
很长，很长。可以猜出，他唱的是时光，
唱的应该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夜色在断断续续传来的歌声中落
下幕帘，时光不动声色地缓缓流逝，天
地间渐渐漆黑一片。此时此刻，不大的
小院上空，只有几点若隐若现的星光，
正清亮地俯视着这院寥落的花草，俯视
着独自站在小院中央，静静地听着那缠
绵山歌的神情恍惚的我。
生命中的又一个黄昏，就这样在紧
紧慢慢的晚风中，
又一次远远离去。

母爱在弯腰低头的一瞬
□ 郭建贤

我母亲爱我们的方式就是给我们
找吃的。
母亲都八十多岁了，我们兄弟姐妹
们大都人到了中年，就连我们家老小也
快四十岁。母亲爱我们，也特别偏爱老
小。母亲给老小找玉米，那是因为老小
说了“想吃烧苞谷”这句话。母亲从邻
居那儿拿了生苞谷回来，然后在做过饭
后的红火炭前“噼噼啪啪”地烧苞谷。
老小猴急地吃着香喷喷的烧苞谷，母亲
则抱怨自己老了，今年没有种玉米，孩
子想吃都没有。
八十多岁的母亲坚持要种土豆，我
们没有拦住。母亲的理由是娃们回家
后要拿土豆，尤其是老大（我是儿子中
的老大）最喜欢老家的土豆。
母亲种地是有教训的。母亲七十
六岁那年，从坡地塄坎上摔了下来，在
家里躺了半个多月。后来背玉米，又引
发了肠梗阻，住院花了一万多元。我们
给母亲算了账，也就是一万元能买多少
土豆、玉米什么的，还找罪受。母亲不
听，说什么也要种土豆，她说要给我们
兄弟姐妹们每人一袋土豆，不然娃们回
家后没有啥给。
母亲请了工，终于在家门口的几分
地上点种了土豆。土豆们自己管自己，
草长得比土豆苗还高，我母亲没力气拔
它们，它们就欺负土豆苗，和土豆苗争
土的营养。
母亲种的土豆是世界上最小的土
豆，母亲弯腰挖土豆，然后用笼子提这
些小不点儿，领着这些小不点儿回家，
和引领孙子娃、
外孙子娃一样快乐！
我们在城里的五个兄弟姐妹都有了
半袋子土豆。母亲高兴的同时，
还觉得老
大的不够，
原因是我写过一篇文章，
说家乡
是高寒山区，
土豆生长期长，
土豆好吃，
出
外的人带一袋土豆，
记住了家乡的味道。
我母亲不识字，
但她把我的话记住了。

母亲看我们生活过得好不好，主要
是看我们胖了还是瘦了。母亲看我脸
白 白 的 、胖 胖 的 ，她 满 脸 皱 纹 里 都 是
笑。这时母亲也会说：
“ 老二可怜的。”
母亲一下子想到了她的二儿子。老二
在外地打工，脸黑瘦黑瘦的。过一阵子
母亲看见我，说怎么瘦了，脸黑了？母
亲不知道她的宝贝儿子我贪恋电视剧，
看电视剧看到半夜，
把自己整瘦了。
母亲爱我们就是看着我们吃。我
从城里回老家，母亲一会儿给我拿饼
干，一会儿给我拿苹果，这些都是我姐、
弟他们孝敬母亲的，母亲舍不得吃，又
给我拿来。母亲知道我爱吃核桃，就有
意多给我留核桃。前年老家的核桃没
有收成，树上的核桃全是黑蛋子核桃。
我拿了竹竿，在我家地里的核桃树上敲
核桃，敲下来的全是黑蛋子核桃，也不
多。我回城后，母亲又用竹竿敲地里的
核桃树，她竟然敲下一笼子核桃，她在
河水里褪核桃皮，把核桃晾干。这些表
面是黑蛋子的核桃竟然多数是好核桃。
当母亲把她打的核桃递给我，我惊
讶八十多岁的她怎么上的坡地，又怎么
敲树上的核桃！
从我小时候开始母亲就对我格外
疼爱。家里缺吃的，父亲要干重活，母
亲就给父亲做小锅饭，也就是给父亲做
拌汤。父亲没吃完，母亲给我舀一小
碗，
让我藏在锅台后面吃。
而在我记忆中，母亲总是一个人端
了饭碗，蹲在一个角落里吃饭。她的饭
碗里是稀饭，
我们的饭碗里总是稠饭。
母亲眼睛还行，能够做针线活。她
给我姐的孙子娃做很小的衣服，针线和
她年轻时一样好。
我 想 母 亲 时 ，总 想 起 她 弯 腰 的 样
子。是的，她的脊背总是弯的，她的脊
背一辈子都没有直过。她弯着腰，却把
母爱举得那么高！

故里

稻花时节
□ 吴孔文

牵牛在清晨开花，苋菜在午后
结籽，黄昏来临，蝉声暗淡，弯月初
上，
群星闪现，
夜的模式悄悄开启。
每年稻花时节，我都会从城里
回村里小住。回村，未见房屋，先见
老树。松杉栎桦，桃李杏柿。在乡
下，人是行走的树，树是站立的人。
人与树休戚与共，
心性相通。见树如
见人，
那一刻，
我的眼眶开始发热。
真不知道水稻为何选择在暑热
里开花，
也不明白梅花为何选择在数
九寒天开放。极端的天气，
让植物承
受极端的考验。水稻如父母，
梅花似
情人。许多时候，
我们赞美情人的诗
句，
远远超过父母，
也真怪了。
我妈大概有未卜先知的本事。
我到家时，冰箱里已积满鸡蛋，架上
的丝瓜、
南瓜、
豇豆、
葫芦正在变老，
韭菜再不割就要化在地里了。我妈
说，城里的菜不安全，回来就多吃
点，吃乡下的菜不会长胖，她是听谁
说的啊？
村里有几条狗，很老了。我回
去的时候，它们围着吠了几声，边吠
边往后退，眼光是温柔和善的。几
天过后，它们就跟我熟了。我出去
溜达，它们悄无声息地追随在我的
前 后 。 遇 见 蜜 蜂 蝴 蝶 ，它 们 会 去
扑。我呵斥道，
“ 干嘛这么顽皮，你
们又不是鸡！”它们听懂了，满脸羞
愧地回来，把头低到我面前，请求我
的责罚。乡下的狗，
大都知错会改。
这些天，稻田的上空总有数不
清的蜻蜓，红的、蓝的、黑的、花的。
从早到晚，低低地飞；每天晚上，稻
田上空又总有数不清的萤火虫。它
们时分时合，时聚时散。看到它们，
我会突然想到自己小时候，天真无
邪，
无忧无虑，
多么好！
这些天，几乎每天中午都有暴
雨。
“ 一天一个暴，田埂都长稻”，我
妈说。雨后的稻田，暑热远遁，有股
清新的味道。我从稻田边经过，稻
叶上的水珠丰盈圆润，微风吹过，
“叮咚”一声落进水田里，我的心里
瞬间安静了。
怎么能不看稻花呢？它们细
碎、莹白、整整齐齐，安安静静。我
像植物一样站立在它们面前，想看
清它们生命中最精彩的章节。然而
我有些失望，它们始终安静、
沉默如
金。一群群蜜蜂在花丛中忙碌着，
那应该是我家的蜜蜂，识得我的气
息。有只蜜蜂可能太累了，泊在我
的手背上，一动不动，估计它休息得
差不多了，我向它吹口气，它才懒洋
洋地飞走。
每年这个时节，总有群上海人，
千里迢迢来到山村小住。他们吃土
菜，亲稼穑，登峰峦，摇蒲扇，晚上搬
出竹床、安上蚊帐在外面睡，数星
星，论月亮。他们说，乡下的水是甜
的，菜是甜的，空气也是甜的。我
想，
上海人也是甜的。
今年回乡，居然在南瓜架下吃
了一顿酒席：
海子的儿子考上了名牌
大学，我们回村向他祝贺。海子说，
镇上的菜真的没啥吃头，
就在家中排
宴吧。铁锅大灶，水陆毕陈，加之山
肴野蔌，
让我们胃口大开。有几个人
喝多了，
居然靠着南瓜架睡着了。
晚 饭 后 ，我 喜 欢 在 村 道 上 走
走。我妈告诫，别走得太快，因为男
人头上有火，肩上有灯。太快，会掉
落的。我听话，慢慢前行。我想，即
便是夜里，也会有人远远看到我，因
为我的双肩亮着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