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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解放区毛泽东像邮票，出现在山
东解放区。1944年 3月，我党领导的山东战
时邮政，发行了第一套毛泽东像邮票，共 3
枚，用的是同一幅毛泽东木刻肖像画。

那么，东北解放区这套毛泽东像邮票，
也是依据肖像画制作的吗？这个疑问的答
案，藏在黑龙江邮政博物馆。

博物馆内解放区邮政展厅，展示着一张
毛主席的黑白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成为
黑龙江邮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如果用放
大镜仔细看，照片上还留着设计时所打的格
子。东北解放区第一套毛泽东像邮票，正是
依据这张黑白照片设计制作的。

这张珍贵的照片，又是怎么得到的呢？
据黑龙江邮政博物馆原馆长刘延年回忆，抗
战胜利后，党中央下达了进军东北的命令，
十万大军开始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解
放区邮政随之也不断扩大。1946年，东北邮
电管理总局在哈尔滨成立，逐步统一了东北
地区的邮政。当时，毛主席充分显示出一代
伟人的气魄，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愈来愈
高。为顺应民意、加强宣传和服务广大群
众，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决定制作发行毛泽东
像邮票。这项工作，总局交由来自山东战邮
的俞兢负责。

那时毛主席的照片可不容易寻得到！
俞兢找到《东北
日报》美术编辑
华君武想办法。
《东北日报》编辑
部就在位于哈尔
滨市道里地段街
头的黑龙江日报
社老楼内。华君
武每天都在报纸
上发表漫画，这
些漫画让农民也
能看得懂，已经
被广大群众所熟
知。他热心帮
忙，很快从延安
来的一位摄影记
者手里，寻觅到

这张毛主席的黑白照片。
俞兢怀揣这张照片回到总局，同志们都

很兴奋。经过多方了解，决定委托哈尔滨
市道外北七道街“艺民美术社”进行设计。
郝艺民三十出头，不仅画一手好画，而且思
想进步，参加过金剑啸组织的工人地下活
动。俞兢上门恳谈，毛主席像要画得庄重、
纯朴，邮票两边加上标语：实现民主、争取
和平，要有“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字样，共 4
种面值计 1元、2元、5元、10元。对于这些，
郝艺民欣然接受，全身心投入东北解放区
第一套毛泽东像邮票的设计之中。很快，
邮票草稿经总局审查通过，交由哈尔滨大
新印刷厂承印。

1946年 11月 26日，这套毛泽东像邮票
在哈尔滨市邮局营业厅窗口出售。这是东

北群众第一次在邮票上看到毛主席的形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编写东北解放区

邮票史，资深东北邮史专家何宏，到北京拜
访了当年主持东北解放区第一版毛主席像
邮票印制发行的俞兢，俞兢将这张珍贵照片
送给了他。2010年，在筹备黑龙江邮政博物
馆时，由黑龙江邮政博物馆原馆长刘延年将
这张照片从何宏手中收集回来。在黑龙江
邮政博物馆，毛主席的这张珍贵的照片，和
东北解放区第一套毛泽东像邮票，还有随后
制作发行的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毛泽东
像邮票，还有以头戴八角帽的毛泽东肖像为
图案的首套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邮票，勾
勒出一道庄重而亲切的风景。这些珍邮，记
录着革命战争年代的风云变幻，观赏之际，
红潮满盈寸心。

在黑龙江邮政博物馆内解放区邮政展厅，展示着一张黑白照片。
这张珍贵的照片已经成为黑龙江邮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黑龙江邮政博物馆珍藏的毛泽东像邮票。

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糕点就是槽子
糕，永远吃不够的也是槽子糕。每年雪花
漫天飞舞时，看着身边的孩子们喊着“爸
爸”欢快地在雪地里玩耍，我的心总是针刺
般痛，眼泪一次又一次打转于眼底……

25岁那一年，父亲病逝了，从此，我再
也没有父亲了，再也吃不到父亲给我买的
槽子糕了。世界上那个最爱我的男人再也
听不到我的呼唤了。曾经无数次梦见同一
个情景：梦中我还是八九岁的样子，父亲慈
爱地喊着我的乳名，递给我一袋槽子糕，然
后笑眯眯地看着我……这个梦每次都真实
的仿佛就像在眼前，每一次捧着槽子糕梦
中笑醒。

槽子糕，现在是我家必不可少的糕点。
最早吃到槽子糕，还是我八岁的时候。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在我儿时
的记忆中，没有玩具，没有零食，在那个物质
匮乏的年代，最奢侈的是夏天可以吃到五分
钱一根的冰棍，冬天可以吃到一毛钱一块的
大米花糖。

那还得是我可以吃到，两个姐姐是吃不
到的。在家中我最小，我的待遇是最好的。
我们全家五口人，能干动农活的只有父母，
母亲是下乡知青，但是干起活来顶上农村的
壮劳力，而父亲的身体过了四十五岁每况愈
下，但是，生活在农村，父亲就是家里的顶梁
柱，冬天上山砍柴的活儿自然就落到了父亲
的肩上。

每次母亲也要求去给父亲帮忙，父亲硬
是不同意母亲跟着，说哪里能让女人上山，

那要男人还有什么用？
我们这个小村子离父亲砍柴的大山几

十里，父亲总是赶着小马车，天刚刚蒙蒙亮
就出发，每次父亲上山，母亲总是给父亲灌
上一壶热水，带上一袋槽子糕，作为午餐，父
亲砍柴回来，天都黑透透的了。我们全家人
都焦急地站在大门口等待，漆黑的夜色中，
老远就听见一阵阵马蹄声，我们知道，父亲
回来了。这时，母亲点亮门灯，就准备帮助
父亲卸车。

真是老马识途，老白马到了家门口，不
用父亲叫停，它就自动停了下来，父亲看到
我们，就笑了。

我总是第一个跑过去，父亲就笑盈盈地
从怀里掏出槽子糕递给我。

当母亲和姐姐帮着父亲卸车，我一个人
在小屋里捧着带着父亲体温的槽子糕，我从
没有吃过槽子糕，母亲买回来时就告诉我
们，槽子糕是给父亲买的，父亲干活很累，我
们是不能吃的。

我抱在怀里贪婪地看，袋口都没有打
开，父亲一块都没有吃。我又捧着槽子糕上
上下下地看，数一数一共有十二块，拿起口
袋举过头顶闻了又闻，那槽子糕的油都浸到
包装袋外面了，我就舔一舔，连包装袋都是
甜的。

太想尝尝槽子糕的味道了，于是，我用
小手抠包装袋，那包装袋太结实了，费了半
天劲，只把袋口处扣变了形，也没有抠破。
我又不敢大胆打开，这可是万万不敢的。

从小到大，谁敢擅自做主动大人的东西
呢？

我眼巴眼望地看了又看，听见父母开房
门的声音了，赶紧放下口袋，老老实实的坐
在炕沿边，可是眼睛还是落在炕上那袋槽子
糕上。父母和姐姐进屋了，母亲一看那没有
打封口的槽子糕，责怪父亲怎么能饿着肚子
干活。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我饭都没
有吃好，一直惦记着槽子糕。

第二天，父亲继续上山打柴，还是很晚
回来。当我又第一个跑到父亲面前的时候，
父亲仍旧从怀里掏出一袋槽子糕，母亲和姐
姐们仍旧帮助父亲卸车，我又抱着槽子糕跑
进小屋。

口袋里还是十二块槽子糕，一排四块，
一共三排，父亲仍旧一块也没有吃。突然，
我发现了新大陆，槽子糕的封口已经打开，
我可以轻而易举的把小手伸进口袋，拿出一
块来。

我看着这个打开的封口，我不敢拿出一
块，我知道即使我拿出一块，父母不会打我，
也不会骂我，但我真的不能吃。那是父亲干
活的午餐，我真的好想尝尝，这到底是多么
美味的东西。

我把手指伸进口袋，用指甲抠下一小

块，放在嘴里一尝，太香太甜了。我吮吸着
手指，不敢再碰，忍着不看。

第三天，父亲继续上山打柴，这次比以
往回来的还晚。

母亲问及，父亲说这几天太累，干不动
了，母亲埋怨父亲总是不吃槽子糕，父亲说
牙口不好，不知道能不能咬动。

父亲喊我的乳名，从袋里拿出一块槽子
糕，递给我说：“老孩子，你帮爸尝尝，硬不
硬？”

我迫不及待地一下下塞进嘴里，多么松
软，多么香甜的槽子糕啊！

我说好吃不硬，父亲说，“你再尝一块，
看看有没有苦的？”我又一口放进嘴里，喝口
水全融在嘴里，真甜……

就这样，父亲每晚打柴回来，总是让我
尝尝硬不硬，苦不苦，两口袋的槽子糕都让
我吃了。从来没有一块硬的，也没有一块
苦的……

父亲打了一冬天的柴，没有吃过一口槽
子糕。

岁月逐增，每一年的冬天，我都帮父亲
尝槽子糕。直到父亲去世，直到我26岁做了
母亲，我才知道，为人父母的心！

一个父亲是怎样把爱委婉地表达，又是
怎样小心地保护了一个馋嘴孩子强烈的自
尊心。又是多么强烈的父爱，让女儿懂得怀
揣梦想，带着阳光与微笑品尝生活的酸甜。

《父亲》的歌一遍遍回放，如今，槽子糕
已经不再是什么奢侈品，而父亲却给了我足
以让我奢侈一生的爱……

吃不够的槽子糕
□佟金亮

美味的槽子糕。

我从小住在东北林区，对柴
火特亲。林区是不缺烧柴的，但
冬天漫长寒冷，取暖做饭，一天也
离不开烧柴。过去父母忙于工
作，天天早出晚归，为了给他们减
轻负担，储备烧柴的活计打小就
落到我的身上。

从十二三岁开始，每年一放
寒假，我就准备好爬犁，和同学进
山拉柴火。山上各种树木稠密，
但林场有规定，不能放鲜树。因
此我们进山专找风刮倒的朽木和
枯死的“站杆”。那个年代，这类
木头不做烧柴只能朽烂在山上。
我们把倒木和“站杆”用弯把锯截
成 2 米多长一根，放在木制或铁
管焊的爬犁上，用麻绳捆好，再用
木棍别紧，然后顺着弯曲的爬犁
道往家拉。下山的爬犁道都是下
坡，人在前面不仅不用费劲拉，还
得像辕马一样使劲往后坐，以减
缓爬犁滑行的速度。遇到较长的
陡坡，得好几个人一起像拖奔牛
一样共同拖一个爬犁放坡，大伙
手拽绳脚蹬地地迫使爬犁放缓速
度，尽管如此，装满木头的爬犁也
经常有失控蹿出山道和翻到道旁
雪地里的现象。待所有人的爬犁
都放到陡坡下，我们的头上都像
开锅似地冒着热气。

木头拉到家，还要放到木杆
钉的锯架子上截成 60 多厘米的
段。这活更累，兄弟姐妹多的人
家自然干得快，截的截劈的劈，柈
子垛几天就起来了。拉到家的木
头都要用斧子劈成柈子，否则湿
气出不来，木头干不透，夏天容易
腐烂。特别是桦木，有“桦木不去
皮，三年烂成泥”的说法。为了让
烧柴保存得年头多，我们常把硬
木作为烧火柴的首选，以一色二
柞三桦木为一等柴火。这三种木
头火硬，抗烧，耐保存。那时每当
看到自家又长又高的柈垛，心里
有种自豪的成就感。谁家的柈子
垛大，也会赢来一片赞叹声和无
数羡慕的目光。

有一年去山外姥姥家串门，
正赶上舅舅套马车上山拉烧柴，
我也跟着去帮忙。那地方是农
村，离山极远。在马车上左摇右
晃地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到目的
地，跳下马车向四周一看，哪有啥
木头，四周全是些矮墩墩的老头
桦和一些藤条灌木。舅舅却很高
兴，和帮忙的人用镰刀飞快地割
着那些比手指粗不了多少的藤条
灌木，然后用铁丝打成捆。我嘟
囔着说：这玩意儿也不抗烧哇！
舅舅说:这就不错了！比你姥天
天用苞米秸做饭强多了，咱农村
和你们山里没法比，你们烧火的
木头比俺们这儿盖房子打家具用
的木材质量都好哇！我当时很感
慨:这地方烧柴太困难了，就凭这
一点，还是住山里好啊！

在那平淡而艰难的岁月里，
家里柴火攒得多，天再寒雪再大
也不犯愁，家家火炉都烧得“噼
啪”作响，屋内温暖如春。如今，
想起拉柴火的岁月，深深地懂得
生活的艰辛和朴素，懂得劳动的
快乐，懂得在奇寒的冬季要获得
温暖是要付出辛勤劳动的。

一炉柴火
暖寒冬

□王贵宏

东北林区烧火柴，俗称柈子。

槽子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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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 的照片
□冯前明

黑龙江邮政博物馆珍藏的黑龙江邮政博物馆珍藏的毛泽东像毛泽东像邮票邮票。。

东北解
放区第一套
毛泽东像邮
票，诞生于
1946 年 11
月 的 哈 尔
滨。这套邮
票当时广受
解放区军民
欢迎。

据《清 稗 类
钞》记载：“京人讳

‘蛋’字，蛋糕曰槽
糕，言其制糕时入
槽也”。槽子糕是
流行于我国北方
的传统糕点，由于
是用槽形模具成
型烘制，所以称作

“槽子糕”。槽子
糕的生产历史很
长，甚至可追溯至
明清时期。乾隆
皇帝及慈禧太后
都很爱吃槽子糕，
尤喜在早膳时食
用。根据清廷内
务府文献记载，当
时皇宫内的糕点
房（后合并到御膳
房）精心制作的槽
子糕，除供宫廷食
用以外，另作为祭
祀祖先的专用供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