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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朱晓玲

进入5月下旬，孟津县会盟镇双槐村的早晨与往
时有所不同：天刚亮，大喇叭里就开始反复进行禁烧
宣传了。

2000多口人的双槐村，2700多亩耕地大部分种
着麦子。麦田防火、禁烧秸秆，是这个季节的重点工
作。“秸秆还了田，土地能增产”“烧荒烧草烧秸秆，害
人害己害子孙”的标语，在路边、村头随处可见。村
里还有 22个戴着“禁烧巡逻”红袖箍的人，他们组成
了 8个禁烧观察哨和流动哨。邢瑞欣、庆保堂、庆同
仁等6人一组，值守着其中一个观察哨。早上6点不
到，就有一些戴着红袖箍的人陆陆续续往麦田来
了。“戴着红袖箍，意味着责任。”年逾六旬的老邢说。

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收割近在眼前。
水渠边的大路一侧，孤零零搭建着一个彩色塑

料棚，这就是老邢值守的观察哨。棚里一张窄小的
床边，摆放着水桶、干粉灭火器和铁锨等物。老邢
说，村子里还有几辆装满了水的车，随时可以赶来。

近 10年，双槐村没出现过麦田着火和焚烧秸秆
的事情。即使这样，禁烧工作也一年比一年抓得
紧。这两年每到禁烧期，从镇到村，从村到户，层层
签有责任书。还有专门值守、巡察的人。这不，老邢
他们几个顶着烈日巡察完刚回到棚里，几个包片检
查的村干部就来了。“你们可得仔细啊。”这话，老邢
他们每天都会被叮咛好几遍，有来自村里的，有来自
镇里、县里甚至市里的。禁烧宣传，不光有村里的大
喇叭，还有镇上的流动宣传车，还有学校开展的“小
手拉大手”活动，孩子们也加入了禁烧宣传队伍。老
邢说，“俺村的禁烧工作做得好，是因为群众觉悟
高。”

上午 10点多，镇禁烧办的蒋建军带着几个人匆
匆地来了——这个季节，镇机关的人一大半儿都在
各村检查、督导。蒋建军通过镇里的监控平台，看到
这个观察点多了几个人，便带人赶来了。蒋建军说，
省农业部门去年初推广的蓝天卫士监控系统，已遍
布我省各乡镇。会盟镇的 15个高清监控摄像头，都
安装在30多米高的通讯塔上。坐在监控室里就能随
时看到田间地头的情况。记者的采访，就是被他们
调取镜头时发现的。

“前些年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胆战心惊的，生怕
有起火点了来不及处理。现在好了，监控系统第一
时间就会报警，连省里都会知道！”蒋建军说，镇里全
天都有人值班，工地扬尘超标了，发现起火点了，系
统还能通过手机彩信告知责任人现场位置。镇上的
两个应急处置分队，一队24小时待命，一队在各村巡
回。

和老邢一起踩着田埂巡逻时，老邢说，意外的事
情还是有的。前些天就有一个老太太把几根没燃尽
的柴火倒进了田边的垃圾堆里，刚冒起烟就被监控
到了。虽然有惊无险，但村里要求清洁公司在禁烧
期每天至少清运一次垃圾。

“天干物燥，一个烟头就有可能烧一大片田。”老
邢还记着许多年前没有禁烧时麦田着火的情景，“人
站在十几米远的地方被燎得干着急到不了跟前，心
疼人啊！”

“现在就算麦田有了起火点，大面积烧毁麦田的
事情也不可能发生了。”来检查的村妇女主任告诉记
者，村里租了一台旋耕机随时待命，一旦发现火情，
旋耕机能很快辟出隔离带。而且，他们对农户收麦
也有具体要求，必须雇用能秸秆还田的联合收割机。

中午时分，老邢他们6个需要轮换回家吃饭。“你
看着俺几个也就是在地里晃晃，但心里都有压力。
跟你这样说吧，那几个吸烟的，巡逻时都不吸了。真
在俺这片巡逻区出了事儿，乡里乡亲的咋跟人交代
呢！”老邢说。

午后的田野翻滚着热浪，四面透风的彩棚里依
然待不住人，而大片的绿阴却远离麦田，吃完饭返回
岗位的老邢他们几个就戴着草帽两人一组在麦田里
转。半下午，镇里又一拨检查人员来了。带队的是
镇干部夏雨润，他说，邻村几个老党员自发组织了

“党员义务巡逻队”，党员的作用在禁烧中发挥出来
了。

一拨拨检查的人，一辆辆开着大喇叭的宣传车，
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老邢他们始终在坚守。晚上7
点，是他们“下班”的时间，但他们中会有人留下来值
守，就睡在塑料棚里。晚上11点多，村镇两级组成的
检查组还会再来检查一次。

暮色笼罩着远山近水。值夜的老邢将在这个已
经看不清颜色的棚子里，守望着麦田，也守望着丰收
和蓝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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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心

空气里弥漫着高考气息。夜半，楼下 KTV
房和酒馆不再喧嚣，马路上驶过的车辆也不再鸣
笛了。

两年前的此时，我的心在焦灼：18岁的儿子
正在考场里。算上他，改革开放的这40年里，我
们家三代人经历了高考。

第一代是我的小叔。他和我父亲相差近 20
岁，“高考”这个字眼，在他们之间曾被藏匿了 10
多年。记得 1978年初夏，我和村里几个小伙伴
正在南坡破窑边玩耍，四姑急匆匆走来喊我回
去，说是我父亲回来了。我有些懵了，假期我刚
从城里回到乡下，他不该这个时候就接我回去
啊。有些失落地跟着四姑回去时，坐在堂屋与人
说话的父亲只是看了我一眼，继续和我爷爷说着
些什么。怯怯地躲在一边，我似懂非懂地听着他
们的对话，知道小叔要参加高考了。

原来，父亲不是为我而回，而是为他六弟打
气鼓劲儿来了。多年以后，我仍常听到父亲讲他
当年高考的情景。上世纪 50年代末，他背着红
薯面馍和几个伙伴结伴步行百多里地到南阳地
区参加了高考。而当他将成为大学生时，笼罩在
家人心头的却是愁，去大城市的盘缠、四年高校
生活的费用怎么办？60多年后的今天，父亲仍
对他的乡亲充满感激，若不是左邻右舍的襄助，
他那张录取通知书将随岁月成为记忆。

记得我小叔那年并没考上。新学期快到时，
村支书来我家说队里缺一个会算账的会计，他私
下和我小叔交流了，我小叔也动心了。不冷不热
支走村支书后，我爷爷操起门后的锄头，黑着脸
站到村东头那棵百年老柿树下，凶狠狠朝路尽头
望去。那一天，我小叔到公社缴炕好的烟叶去
了。依照我爷爷当时的心境，看到我小叔先一锄
头砸断他的腿再跟他说为啥打他。但当我小叔
笑吟吟把十几块钱掏给他时，我爷爷心软了，放
弃了用锄头夯断腿的念头，平和着语气说，从你
二哥以后，咱村十几年就又出你一个上高中的，
你就不能再复习一年？

我不知道我爷爷到底还说了些什么，只记得
我小叔放弃了当会计的念想，又背着铺盖去了县
城。1979年秋天，他如愿考入了省会一所大专，

并在随后的日子融入城市。
我的高考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因为我

学习一直不好，愁容整天锁着我父亲的眉毛。
1982年夏天，他那个当教育局长的老同学来郑
州开会时顺路来了我们家，听了他的苦诉，俩人
一拍即合把我送回老家的高中借读。

我至今记得在邓县上高中那三年，常能听到
老师这样教育学生：“你想不想吃卡片粮？想吃，
就给我好好学！”那年月的“卡片粮”，其实就是城
市户口。为了这个目标，不知多少农家孩子苦
熬，一年又一年在高三复读。

1985年夏天，我参加高考。考场离家有些
距离，独自骑着辆破自行车往考场去时，心里充
满企盼，又忐忑不安。那时候，考场外看不到父
母“陪考”，一切貌似听天由命，实则涌动改变身
份的热切。

2016年夏天，我儿子参加高考前的那些天，
他每每挑灯夜战到凌晨。那些天，我心里纠结，
想让他多睡会儿，又怕他起不来。

有一天，我曾玩笑似的跟他商量：“咱回老家
包块地养猪吧？”他扭脸望着我，只答：“不干！”简
捷而不假思索。那时那刻，其实我并不是在为他
能否考上大学担忧，更多的是希望他能考得分数
高一些，上一所他心仪的大学。我的心境是放开

的：上大学，已不再是人生“独木桥”了，我只是希
望他多学知识，将来到社会上有用武之地。

前些天，我身边的几个“考生家长”就请假准
备陪考了。这时候，我的脑海里晃动的却是这样
一个镜头：高考的前一天，漫天飞舞的课本碎片
和十八九岁的孩子稚气未脱的笑脸……

40年，高考也在变迁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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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章

105岁的穆佩珍家住封丘县城关镇西街边
胡同内。这儿属于商业区，平日里人来人往，熙
熙攘攘，好不热闹。但生活在此 80余年的穆佩
珍老人却心静如水，波澜不惊。

穆佩珍拥有美满的婚姻。她 19 岁嫁到夫
家，丈夫贾冠东是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找这样
一位有品位的男人做伴侣，她打心眼里满足。结
婚后，丈夫到外边教书，辗转于远近十几个村庄，
顾不上照顾家庭。穆佩珍尽己之力，勤俭持家，
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

穆佩珍一生过惯了清苦的日子。面对贫穷，
她从不抱怨，而是从艰辛中寻找快乐，日子也过得
有滋有味。一日三餐做好后，先盛给公婆，再分给
儿女，合计着大家吃饱了，才匆匆忙忙扒上几口，
就又踮着一双小脚下地劳作了。“涝了收蛤蟆，旱
了收蚂蚱，不旱不涝，好收高粱和芝麻。”这是儿子
贾玉楠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起的顺口溜。碰上灾
年，高粱面也不够吃，穆佩珍就到田地、河边挖野
菜充饥。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公公婆婆每日神清
气爽，直至无疾而终，6个子女都健康地长大，各
自成家。

她心胸开阔，处理家庭事务，往往是春风化
雨。她的言行举止也深深影响了后辈。儿子、

儿媳都以她为榜样，精心照顾老人。“她很乐观，
不生气也不发脾气，我嫁到这个家五十多年了，
俺娘俩从来没红过脸磨过嘴！”这是二儿媳对她
发自内心的赞美。穆佩珍一辈子与人为善，晚
年更是这样。邻居们前来求东借西的，只要家
里有，她总会大大方方借出去，从不吝啬。

爱劳作，勤锻炼。穆佩珍老人饮食习惯好，
吃什么都香甜，最爱吃杂粮，每顿饭一个窝头，一
碗玉米粥，吃起来特别可口，即使到期颐之年也

不减饭量。她几乎没得过什么病，平时头痛发
热，喝碗姜汤发发汗也就好了。不知从哪一年
起，穆佩珍老人又多了一颗童心。这不，从幼儿
园回来的重孙子跑进屋内，偎依在她身边发问：

“老奶奶，你今年几岁了？”她就会说：“我 5 岁
了。”“我6岁了，我比你还大1岁呢！”“好，就算你
比我大，也得喊我老奶奶！”

身处闹市，动中有静，珍惜幸福，静中有动。
这，或许是老人未公开的长寿秘诀。8

□魏红 刘飞

天刚蒙蒙亮，唰唰的扫地声，打破了商水县
舒庄乡集市街道的宁静。一小时后，街市渐渐热
闹，这支自发组成的环卫队伍也拉着两辆载满垃
圾的三轮车渐渐远去……

这支环卫队伍的领头人是63岁的老党员张
树行。除了村会计这个职务，他还有“环卫工、交
通协管员、调解员”等众多身份。附近十里八村，
谁家有点大事小情都爱找他评理、说和。老伴说
他“闲不住、爱操心”时，他总是嘿嘿一笑说：“俺
这辈子就想多干点实事儿。”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张树行家响起了急促的
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来的是村里的舒某夫妇，
因为家庭琐事闹矛盾，来找他写离婚协议。处理
夫妻矛盾，张树行自有章法。他看着二人说：“孩
子跟谁想好了吗？家产咋分想清楚没有？把这
些事儿都想明白了再来找我吧。”第二天上午，张
树行便早早来到舒家，看到夫妻俩的怨气都已消
了大半儿，他让两人相互道歉，握手言和……

“老张调解的事儿大伙都信服。30多年了，
村里从没发生过闹上法庭的事儿。”舒庄乡街道
办的负责人介绍说，张树行还多次被司法部门授
予“优秀人民调解员”称号。

近 20年来，爱干净的张树行每天早上起床

后第一件事，是坚持打扫村里的街道。后来，他
看到集市上垃圾遍地，便萌生了清理集市街道垃
圾的想法。于是，他便拿起扫帚，拉上架子车，当
起了义务环卫工。邻居在街上碰见他，不解地
问：“你当了一辈子村干部，扫大街不嫌丢人吗？”
张树行笑着说：“正因为我是村干部，才更应该带
这个头。街道上乱七八糟的，你看着舒服吗？”在
张树行的影响下，村民舒余粮、王海洋等人也纷
纷加入到了义务环卫工队伍中来。

前年春，乡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给他们每人
每月发放600元工资，并给他们配备了一辆自动
装卸三轮清洁车。张树行开心得一夜都没有睡
好，“钱不算什么，但以后咱就成正式的了！”

张树行还是街道上的“义务交通协管员”。
每逢集市，他都会从早到晚拿着小喇叭维持市场
秩序、疏导街道交通。刚开始，个别占道的商户
嫌他多管闲事，不给他好脸色，甚至恶语相向。
老伴也担心地说：“管闲事，落不是，你图个啥？”

“咱能图个啥？干净卫生了，环境好了，咱自己也
舒服不是？”渐渐的，张树行的义举赢得了越来越
多商户的支持，“大家都讲规矩了，生意做着也舒
畅。”商户王某说。

看着干净的市场，村民们都说：“这都是张树
行的功劳！”每每听到这样的夸赞，张树行总是乐
呵呵地说：“啥事都要有人出头来干不是？街道
上干净了、有秩序了，咱大家也都高兴不是？”8

三代人的高考

老党员张树行

俭养德，静增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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