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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往事

□王剑

40年前，水在我的老家很缺。
我的老家黄鹿山，属豫西伏牛山余脉。山是矮山，

一面长满了荆榛、野槐以及铺天盖地的野草；山的另一
面被开垦成了高低错落的梯田，种着小麦、玉米等农作
物。我老家所在的村庄处在半山腰，有 30多户 100多口
人。一条泄洪沟从村中穿过，村民们散居在窑洞里。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民们祖祖辈辈靠几亩薄田
艰难度日。

说日子艰难，是因为我们这一带干旱少雨，庄稼“望
天收”，饮水严重缺乏。从我记事起，村里的饮水就主要
靠两眼水井。这两眼井，都属于泉眼井，出水量不大，满
足不了村民的饮水需求，大家只能排队取水。

每天天不亮，村民们就纷纷拿着水桶、钩担、绳子和水
瓢，到井边排队。有时候排队的人太多，大人们派小孩子
在井边等候，自己先到田地里干活儿。孩子们三五成群坐
在井边的树下，一边抓石子儿，一边等水。取过水的人家
刚一走，后面的水桶就往前挪一挪。挨到了，孩子们就麻
利地踩着井边的脚窝下到井底，用水瓢把那攒够两桶的泉
水舀到水桶里，然后由大人用绳子提拉到井上去。很多时
候，舀到水桶里的井水是浑浊的，含有泥星和细沙。村民
们舍不得泼掉，担回家去澄一澄，哗啦一声倒进水缸里。

这让人心酸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童年记忆里。
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家里急等用水，就得到邻村杨

家沟“借水”，或者到更远的老周沟拉水。杨家沟村里那
口井井水很旺，从我们村到那里，得先沿一条崎岖的红泥
小路爬到岭上，再穿过一条荆榛和黄蒿密布的小道，来来

回回两三公里路，需要花费小半天工夫。因为是借水，遇
到杨家沟的人，村民们就赔着笑脸说一些奉承话。

而到老周沟拉水，得套上牛车，单程就有三里地。
老周沟山高路陡，拉一车水得三四个人帮忙：一人牵牛，
一人驾辕，两人在后面推车。为了不枉跑一趟，帮忙的
人还经常每人再挑一担水。

山路上，牛拉着沉重的水车缓缓爬行。车轮吱吱呀
呀碾过凹凸不平的碎石，后面的人使出浑身力气推着
车。汗水沁出他们的额头，打湿了他们的衣服。上中学
时，我就曾多次参与这样的劳动。

缺少水分滋养的村民一早就白了头，脸上爬满皱纹。
有些村民实在受不了了，就搬到外面居住，不回来了。

1994年 9月，距离我老家不远的小浪底水利工程开
工了。不少村民白天到小浪底打工，晚上回村后兴奋地
谈论着工地见闻。谈着谈着，话题就落在村里的饮水问
题上。几个在外面长了见识的村民勘察了地形，认为从
村东的杏树沟，打一条穿山隧道，通到老周沟的泉眼旁，
就可以把水引到村里了。他们买来挖山工具，风风火火
地干了起来，我父亲也参加了这次引水行动。我那时大

学刚毕业，回乡时还专门到隧道现场看过。谁知道隧洞
掘进 50米后，就挖到山石上，引水计划被迫搁浅。

2001年，小浪底工程竣工。水库蓄水后，黄河水顺
着黄鹿山谷回流，我老家所在山岭的地下水得到了涵养
和补充。村民们发现，村里两眼井的出水量比以前多了。

2008年初，一个好消息传到了村里：县里要拨一笔专项
资金，用于我们村的水利建设。县水利局的专家实地踏勘
后，优选了一种方案：从芦苇茂盛的桫椤沟，把泉水提灌到我
们村所在的山岭上，并在山岭上修建一座储水用的水塔。
困扰祖祖辈辈村民的吃水难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

通水那天，我专门回到了村里。只见全村人都穿上
了新衣服，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笑声，流水声，锣鼓
声，整个山村沸腾了。

因为有了自来水，我们村就成了美丽乡村。山村里
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野菜山果应有尽有。村民们
劳作了一天，回到家，水龙头一拧，水哗啦一声就来了。
原来搬出去居住的村民又纷纷搬了回来。村民们坐在
村里的老皂角树下，喝喝茶，唠唠嗑，晒晒暖儿，大伙儿
都说，现在的日子，舒坦着呢！8

等水的日子

□孟庆玲

其实，酒是一种道具，像翩翩公子手中的折扇，不
为纳凉，只为表明身份。

自古以来，诗酒不分家，潇洒如李白等，一直是壶
中自有天地。对李白的佯狂，心知肚明的杜甫写了
《饮中八仙歌》来戏谑老友。斗酒诗百篇的李白，不仅
天子呼来不上船，还敢自称“酒中仙”。那一份从容，
那一份傲岸，虽有作秀的成分，却足以让后人叹为观
止。

诗人阮籍也喝酒，他比李白要早生五百年，酒量
不见得比李白小，但和李白相比，阮籍的喝酒就不那
么潇洒了，甚至还有点拘谨。

李白是仰首鲸饮，阮籍则掩袖啜饮。如果说酒是
李白的可口可乐，对阮籍来说，却是救命的口服液。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竹林七贤之一，陈
留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阮瑀之子。史载
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
嗜酒能啸，善弹琴”。阮籍作为名士级帅哥，自然是众
多政治势力争夺的香饽饽。但阮籍审时度势，知道慷
慨悲凉的建安风骨，在时代的暮色中已消逝殆尽，像
父亲一样建功立业已成为梦想。

唯一能做的是逃离，逃离乌云密布的梦魇世界。
太尉蒋济想让阮籍出仕，阮籍逃离了；曹爽辅政，召为
参军，阮籍又借口生病，逃回田园……

阮籍无奈之余，他想到了酒。一个偶然的机会，
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兵营的伙夫善于酿酒，且存有三百
斛正宗好酒，便上书申请担任步兵校尉一职。以酒为
调动工作的理由，阮籍恐怕是千古一人，但更令人惊
讶的是，司马昭竟然同意了。其实司马昭明白，阮籍
虽然合作得不太积极，但他并没有公然站出来唱对台
戏。以阮籍的名气，杀了他反而会招致非议。不如以
酒为牢，将他幽禁起来，还落个善待名士的美名。两
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有了这个金字招牌，酒反倒成了阮籍一副柔软的
铠甲，从此他的一生便躲在里面。晋文帝想为武帝向
阮籍的女儿求婚，在常人看来，这种攀龙附凤的机会

千年难遇，但阮籍不置可否，却酩酊大醉 60天，晋文
帝始终没有机会，只好作罢。

酒也是一道华美的屏风，横亘在阮籍和世俗之
间。阮籍不拘礼节，往往出语惊人。口虽不谈人是
非，但对人却作青白眼。阮籍母亲去世时，他正和别
人下棋，坚持下完棋后，饮酒二斗，吐血数升。阮籍有
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见了同道中人，则
青眼视之。同事嵇喜来吊唁，阮籍只是翻翻白眼。不
久，嵇喜弟弟嵇康挟酒抚琴来慰问，阮籍很高兴，对嵇
康青眼有加。

在屏风后面，阮籍感到解脱，但随即一种透骨的
孤独漫延全身。阮籍常常驾车狂奔，腾起的烟尘遮住
了夕阳，前面或古木森森，或湍流急急，阮籍扬起的马
鞭不知落向何处？

良久，忽然悲从中来，一滴硕大的眼泪像流星一
样流向天宇。

酒更是一方清水，照见阮籍的真性情。邻家当垆
沽酒的少妇美貌绝伦，帅哥阮籍爱看美女，也不避嫌，
有事没事喜欢到那里小酌一番，喝醉了，便卧倒在美
女旁边。美女的丈夫看见了，并不以为意，只是一笑
了之。有一位才色兼备的陌生女子早夭，阮籍听说
后，径直到其家凭吊，不管其父兄如何莫名惊诧，直哭
得一塌糊涂。

没有人知道，其实阮籍哭的是他自己。阮籍时乖
命蹇，在夹缝里生存，喜怒不能自已，只能借少女的早
夭，来抒发自己的郁郁情怀。

其实，阮籍是有政治抱负的，并不仅仅是个纯粹
的酒徒。在和酒相遇之前，阮籍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帅
小伙，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渴望建功立业。但风雨如
晦的时代，最终以酒淋湿了他的一生。唯有 80多首
《咏怀诗》，在越来越深的历史小巷里，最终摇曳成阮
籍风雨中孤独的身姿。

景元四年，暮年的阮籍登上广武山（今荥阳东
北），凭吊楚汉古战场。站在猎猎风中，他说出了藏在
内心深处的秘密：“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在英雄与竖子之间，阮籍选择了酒，这柔软的液
体，却使他坚强而睿智。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晏乾坤

看上去，冯国秀驼着背，那种沧桑与她 44岁的实际年龄
不相符，但她的脸上带着笑意，有股子傲对一切困难的豪劲
儿。

冯国秀是潢川县付店镇刘楼村的农民。她家门前屋后
的空地，全被她种上了菜。话语中，她带着自豪：“除了买肉
和豆腐，一年到头俺家七八口吃的菜都是俺自己种的！”

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鸡鸭成群，菜地碧绿，很田园。屋
里的陈设简陋，还是 20多年前结婚时置买的组合柜，一台不
大的彩电，是别人送的。

“国秀一家人以前的日子还不错，但为了小叔子，她吃了
太多苦。”邻居说，冯国秀嫁过来时，家徒四壁，但里里外外，
她打理得井井有条。从没见她和公婆红过脸、吵过嘴，夫妻
和睦，亲朋邻里的关系处理得也好。

贫穷，让小叔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见不到提亲的
人。这急坏了嫂嫂冯国秀，她走东家串西家，恳求着乡亲们
给他介绍对象，“俺兄弟心善人好肯吃苦,结婚的费用不用
愁，俺全包了！”

2002 年,小叔子娶上媳妇了。冯国秀给他们盖了两间
房，置买了崭新的家具。所有这些钱，花的是冯国秀的积蓄。

婚后的小叔子有了两儿一女，却没能改变贫困的家境，
妻子抛家别子，一去不回。小叔子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照顾他三个孩子的担子就落在冯国秀身上。

冯国秀和丈夫在工地掂灰兜攒下来准备盖房的钱，成
了小叔子的医药费，她没有抱怨，没有牢骚，默默担起了整
个家庭的重担。疯疯癫癫的小叔子病情发作时，不断惹事
儿，有一天半夜，还打伤了亲生女儿……在花掉两万多元医
药费，孩子捡回了命，但却因惊吓，也患上了精神疾病。

这个家该怎么办啊？年事已高的公公婆婆忧心忡忡，
彻夜难眠。冯国秀强颜欢笑宽慰他们：“只要俺有一口饭，
就不能让孩子饿着！这仨孩子俺就当亲生的来养！”从此，
两个侄儿一个侄女，再加上自己的一双儿女，冯国秀成了 5
个孩子的娘。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2011年底，在北京打工的冯国秀
听到了晴空霹雳：公公患了胃癌，需要手术费 10多万元。老
人闻听这消息，决定放弃治疗，他不想再成为
这个家的累赘。冯国秀不依，她和丈夫硬拽着
老人的胳膊，把他拉进了医院。仅有的 1.2万
元积蓄拿了出来，冯国秀又从亲朋那里借来近
10万元，凑够了公公的手术费。术后第二年，
老人的病复发了。二次手术后，平均每天药费
200元。为了省钱，老人执意不吃药。冯国秀
就说：“爹，你病好了，俺们才能安心出去打工
挣钱不是？”

老人去世后，留下了20多万元债务。想到
未来生活的艰难，年迈的婆婆泪流满面。冯国
秀就劝她说：“娘，俺能挺住，你也要挺住啊！”

这些年来，婆婆逢人就说：“不知道是俺哪
辈子修来的福分，娶了这样一个打着灯笼也难
找的好媳妇。”

遭受一连串的厄运，冯国秀从未叫过苦。
小叔子的三个孩子，冯国秀视如己出。不知情的外人

看不出谁是冯国秀的亲生孩子、谁是侄子侄女。
孩子们的奖状贴满了这个家庭堂屋的墙壁。打小就非

常懂事的孩子们，个个成绩优秀。婆婆说，是媳妇榜样做得
好，才让孙儿孙女们个个孝顺。去年春天，冯国秀上高中的
儿子周末回来时，看冯国秀一个人在田里插秧，小声说：

“妈，我不想念书了，回来帮您干活吧！”
孩子的体贴懂事让冯国秀百感交集。她假装生气，拉

下脸说：“妈这么拼命干活，还不是为了让你们以后有出息，
妈现在苦点没啥，只要你们都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有份工
作，咱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妈这一辈子才没有白受苦。”

她的善心、孝行，赢得了家人敬重，也让十里八村的乡
亲交口称赞。

背上 20多万元外债时，家里这 5个孩子最大的 9岁、最
小的才 2岁。婆婆双腿又患有重度风湿，不能下地干活儿。
冯国秀让丈夫外出打工，她则在家耕种 30多亩田地。每天
天刚蒙蒙亮，冯国秀就起来煮饭、喂养家禽，然后下地干活；
快中午时，赶回家洗衣煮饭；傍晚，她还要把成群的鸡鸭撵回
圈里……整天，冯国秀像连轴转的机器，不知疲倦地运转着。
也有人劝她离开这个家。冯国秀说：“如果俺也走了，这个家就
散了。只要孩子再大一些，俺家的日子也一定会好起来的！”

冯国秀不是没有泪水，而是在风雨中学会了含泪奔跑。
善良，贤惠，冯国秀感动了四邻八方。不断有亲朋好友

接济她的家庭，当地政府也为她家办了低保和重度残疾人
救助，承担了她小叔子在精神病院的医疗费用，志愿者还为
她的 5个孩子提供着助学金……

“再重的担子，哭着扛不如笑着挑。有那么多好心人帮
助俺，俺现在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儿女们都健康快乐，俺满
足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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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珂

“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一
行行果树一道道堰，那个梯田层层把山腰缠……”一大早，
宜阳县高村镇丰涧村那一溜儿草莓大棚里，走出来了精神
矍铄的乔倍志老汉，他肩扛锄头，哼着曲儿，步伐轻快。

这个季节，又是大棚草莓栽种时。“钱袋儿鼓了，新房
盖了，老乔心里美着哩！”扶贫干部的打趣，让刚查看完其
他贫困户草莓栽种情况的老乔感慨良多，他说：“以前俺
是熬穷光景，现在扶贫政策对路，俺也得自己抖起精神，
掏力儿多干事啊！”

提起 63岁的老乔，村里人都要夸一句“能人”。有着
43年党龄的他，退伍后曾走南闯北打拼过，上年纪了，只
能靠种几亩庄稼维持一家人的生计。2016年初，老乔被
评为贫困户后，心里说不出的憋屈，“多没面子啊！可除
了种地，俺还真啥都不会。就是以前在工地上打工，也只
能当小工，家里日子过得紧巴，也怪不得别人”。

村里整合扶贫资金建大棚时，老乔成了第一批承包
大棚的贫困户。镇上村里有啥培训，他比谁都积极，一听
哪儿有专家授课，他撂下手里的活儿，骑上电动车就去，

一堂不落，笔记记得密密麻麻。草莓生长旺季，他坚持每
天凌晨4点到棚里给草莓苗通风透气，还按要求不时观察
棚内湿度、温度、通风情况等，锄草、浇水、施肥、授粉，老
乔做得一丝不苟。

当年的头茬草莓刚熟，就给了老乔一个惊喜——1公斤
草莓能卖20多元。一茬又一茬草莓从小到大，从青到红，两

个草莓大棚给他带来了1万多元收入，当年就脱了贫。
2017年 2月，省有关领导到宜阳考察产业扶贫，特地

到他的草莓大棚里察看。“省领导直夸俺会动脑子肯下劲
儿，要俺别光顾脱贫，还得奔小康哩！”老乔说，领导的鼓
励，让他的野心更大了，当年他就又承包了一个大棚。一
年下来，3个草莓大棚给他赚了两三万元。老乔把家里的
房子翻新了，也从贫困户变成了村里的“富足户”。

看到老乔的草莓大棚越来越红火，其他贫困户也想
承包大棚，可又怕种不好赔本。老乔听说后，主动找到人
家拍胸脯承诺他可以当技术顾问，有啥技术问题，随时都
可以来问他。于是，村里几个贫困户的劲头被鼓足了，联
合承包了十几个大棚。

老乔不仅隔三岔五去指导，还手把手教大家咋覆膜、
咋移栽、咋授粉这些“技术活儿”。今年春天，他们那一溜
草莓大棚里都是好春光，草莓个大汁多味甜，没出大棚就
被订购一空。

前些天，老乔还高兴地算起了这两年的收获：除了草
莓大棚收入，他还申请到了政府补贴养牛项目，牛犊卖了
5000元；做村里保洁员，每月工资 350元；承包 5亩地种
辣椒、花生、西瓜等，一年净收入1.5万元……

“俺现在年收入七八万不成问题！”收获，给老乔带来
了真金白银，也鼓足了他致富的底气，“再积累一季经验，
来年俺准备再包 7个，用 10个棚种草莓！”老乔目光投向
的地方，一溜儿大棚整整齐齐立在田间。棚里，新整出的
土壤疏松肥沃，几个贫困户正栽植着幼苗。老乔说，等这
一茬儿草莓从小到大，从青到红，他们村贫困户的脱贫
路，也会被映红的……8本版插图/王伟宾

生活素描

老乔种草莓

明天是美好的

患病的公公、婆婆、小叔子，两家人的5个
孩子……24年来，“乡村好媳妇”冯国秀始终
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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