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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韦耀武

1978年，我10岁。
我家那时有 9口人，只有父母两个劳动

力，还有个二叔在外乡水库工地上劳动。
两个人挣工分，一大家人吃喝，日子捉襟见
肘。

那时还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猪
都是生产队集体养的，到了年底，各家才能
分到一星半点肉，还不够打一顿牙祭。

这一年，政策允许各家自己养猪了，条
件好、劳动力多的家庭，都相继抱回了小猪
娃，只我们家没有。母亲说，家里没钱买猪
娃，就算买了，她和父亲天天在生产队上工，
没时间打猪草。家里连人吃的粮食都没有，
抓个猪娃来吃啥呀？

有一天，舅舅来了。为了招待他，母亲
东家借面，西家借米，还在隔壁幺爷家借了3
个鸡蛋凑了一碗菜，但桌上却没有一丁点荤
腥。这一切舅舅都看在眼里，那顿饭，那盘
炒鸡蛋除了母亲给舅舅夹了几筷子，舅舅自
己几乎没往盘里伸过筷子。吃过饭，母亲收
拾桌子，我趁此央求舅舅：舅舅，你给我妈说
说，让她给家里买个猪娃呗，我好想过年能
吃上肉啊。

母亲收拾完桌子，舅舅把这话给母亲说
了。母亲还是那话，人都没吃的，猪吃啥？
我急了，冲母亲喊道：只要你把猪娃买回来，
我每天放学了去打猪草，保证把猪娃喂大，
不用你操心。

舅舅笑着说：有小武子这句话，猪娃舅
舅给抓，你一定要把它养大。

过了几天，舅舅果然抓来了小猪娃。看
到猪娃，我欢天喜地，当即提了篮子去地里
寻猪草。

从那天起，每天早起上学我都要带个篮
子，一路走，一路割猪草。放学路上，也是一
路走一路找猪草，直到割满一篮子猪草才回
家。回到家，我拿把刀，把猪草一点点剁细
了，放到猪食槽里，看着小家伙一口口吃下
去，还默默念叨，小猪娃啊小猪娃，你可快些
长啊……

早春二月，猪草难寻，为寻满一篮猪草，
经常要跑很远，有好几次上学路上寻猪草，
走得远了，上学迟到了，还被老师罚了站。

小猪是我的宝，母亲看我对小猪这么尽
心，满心欢喜满心愁，喜的是小小的我，做事
有一种执着的精神；愁的是怕我为小猪耽误
了学习。后来期中考试，见我成绩没下降，
她才算放心。

小猪娃一天天长大，那时候没有尺子，
我几乎每天都要用我的拇指和食指在它身
上拃，看它究竟长没长，长了多少。慢慢地，
小猪娃长大了，再不能叫它小猪娃了，它长
成大猪了。

那年冬天，二叔从水库工地上回来
了。有天晚上喂完猪，我准备睡觉，母亲来
到了我的床边。母亲沉吟半晌，吞吞吐吐
地说，武子，妈跟你商量个事……我看着母
亲。母亲说，你二叔这次回来，是别人给他
介绍了个对象，你二叔年龄也不小了，介绍
个对象也不容易，女方家现在提出来，给她
家买台缝纫机，就答应嫁过来。你也知道
家里这情况，往哪里拿得出买缝纫机的
钱？你爹这两天打听了，前村启合家有台
缝纫机，还是八成新，他愿意卖，女方家说
是八成新的也可以，就是我们家拿不出
钱。启合又听说我们家有头猪，说是用猪
换也可以……

母亲这么一说，我当即大叫一声：不！
谁也不能动我的猪，谁动我跟谁拼命……

然而，第二天下午放学，我提着一篮子
猪草回来，猪栏里空空如也，我辛辛苦苦养
的猪没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

母亲来了，她说，武子，妈知道你舍不
得，妈也舍不得，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不过
启合答应了，等过年杀猪时，会给我们送块
肉来。

我哭闹着，我不要，我不要……
腊月二十，母亲拿了块肉回来，说是启

合家给的。我见母亲提了肉进门，一溜烟
跑了。

那年的年夜饭，母亲做了蒸肉，一大碗，
我一块都没吃。

如今，40多年过去了，我们早已告别了
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吃穿住用行，所需
应有尽有，但过往的那种辛酸，总在我脑
海中再现。生活越是安逸，日子越是好
过，对过往那些难忘的人和事的怀念，也
越发深刻。8

为了大地的丰收为了大地的丰收

“老伴儿”
袁惠芳

21年前，他是县农业局局长。那时候，自行车、草帽、布鞋是他的标

配。如今81岁的他，仍隔三差五出现在田间地头，还是草帽、布鞋。他说，

局长可以退休，共产党员就是一辈子，我生命的价值在田野——

延津县榆林乡榆林村，一个老头儿悄
然放好电动车，大踏步朝田地里忙碌着的
人们走去；魏邱乡后大柳村，一个老头儿走
进门里门外已坐满村民的党员活动室，面
带笑容，开讲……

在田野、在活动室、在农户尤其是贫困户
家里，当这个老头儿走来时，最常听到的是这
样一句话：吴局长来了，快给俺指导指导。

没有寒暄，没有礼让，被称为吴局长的
老头儿耐心地倾听村民的提问，逐一解答
大家的疑问。

被大家称为吴局长的吴新德，今年 81
岁，已从延津县农业局局长岗位上退休 21
年了。21 年来，他身不离土地，心不离农
民，依然活跃在农业生产一线，被农民们称
为“永不退休的局长”。

为什么不退休？老吴说：“还有太多农
民需要农业技术，我拿着国家的工资，就要
为人民服务。有退休的职工，哪有退休的
共产党员啊？”

退而不休

1998年，老吴即将退休。不少做农资
生意的老板找上门来，想拉他一起做生
意。他们说得很诱人，不用出钱，只要坐在
门店里给产品代言，就可以得到不菲收入。

一个曾经的县农业局局长，为什么会
让老板们求之若渴？老吴有着这样的背景
——上世纪60年代，他从百泉农专毕业，是
当时为数不多的技术干部。他曾以农技
师身份，到国外考察葡萄种植，在延津推
广种植沙区葡萄后，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
奖……

那些老板们知道，有老吴的影响力，做
生意会事半功倍。可是，老吴不为所动。
他说，我是党员，让农民捣脊梁骨的事情不
能干。

为农民服务，是老吴的初心，也是他的
恒心。从事农业技术工作几十年，老吴交
最多的朋友就是农民。

不当局长了，有大把时间可以游山玩
水，可以享受生活，谁知道，老吴却比以前
更忙了。尤其是他加入县关工委后，更是
一心一意投入到为农民服务中去。一年
365天，他至少有 200天奔走在田间地头，
为普通农民、贫困户、种田大户，以及农业
合作社负责人讲授农业科技知识。

这些年来，他去过全县及周边县区上
百个村庄，举办有规模的讲座上千场，义务
发放农业技术资料数万份。

布衣专家

老吴的大嗓门，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环
境磨练出来的。

在农村讲课，没有专门的会议室，老吴
的课堂常在田间地头；在农家小院，也没有
音响设备。这些散坐散立的农民，很多都
上了年龄，声音低了他们听不清，老吴不自
觉就提高了嗓门。

不管课堂设在哪里，只要是老吴在讲，
群众听不厌学不烦。

讲小麦如何取得丰收，老吴编了顺口
溜：小麦丰收三件宝，穗多穗大籽粒饱。农
民说，花生叶发黄，打硫酸亚铁也不见效，
他接过来话，“不知道花生为啥黄，打硫酸
亚铁也不中。”农民笑了，他也笑了，补充
说，只要花生叶黄，都是点种后被拖拉机碾
过，你用标准化机械播种，地头的话，等收
割完麦子再点种，就把问题解决了。

有人问，玉米咋样能高产，老吴张口就
来：“（玉米）裤黄了，裤干了，用手一搦发暄
了，保准玉米多产150斤。”

“为啥俺在夏季套种花生时，花生苗长
不壮，结的果少？”问者一脸迷茫。老吴告
诉他，“棉衣不脱，种子不剥”，花生原属热
带地区作物，花生种子剥壳一定不能早，点
播前10天剥壳即可。

听者一脸惊讶，围观的人们也仿佛恍
然大悟。他们说，以前家家户户都在冬天
农闲剥花生种子，原来一直都是错的。

去年，有个教授来延津讲课，水平很高，
但讲了不久，农民就散了大半。老吴一看形
势不对，马上在喇叭里吆喝，“都回来吧，听我
老吴再给大家细讲讲”，说完不久，人们不约
而同地又回到了会场。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书本的名词乡
土化，把枯燥的问题趣味化，把难记的名词口
语化。老吴总结出来的“四化”，农民一听就
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给农民讲课，光会农业不行，你要成
为百事通。”这辈子，老吴都不沾烟酒。闲
着时，他就会骑着自行车去图书馆，看各类
种植养殖书籍。掌握了更多知识的老吴回
到农民中去，不管你是问种植，还是家畜家
禽喂养，都能得到满意的回答。

“当农民种不好地，对不起家庭，对不
起国家，对不起党中央。”老吴经常用的开
场白，让农民朋友精神振奋，再听下面的内
容，更是有科学种田的兴趣和动力。

“想要成为真正的专家，你必须是农业全
科技术人员。”老吴说，农民问你啥问题，你如
果说不会不懂，农民对你会失望，所以，要时
刻向农民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

老骥伏枥

老吴说，搞“三农”，已成为他生活中不
可缺的部分。去年春节，老吴在家待了几
天，突然得了感冒，他知道治他这病的药
方，那就是必须到农村去。果然，他到农村
去讲了两次课，感冒不治而愈。有一段时
间，他因为失眠去咨询医生，医生建议他吃
药，他说，不用吃药，到农村跑两天就好了。

到农民中去，是他幸福的源泉，更是他
快乐的法宝。上千场讲课，他分文不收；老
乡留他吃饭，他婉言谢绝。一辆骑了多年
的电动车，是他的交通工具，只要群众有需
求，他马上出发。没有讲课安排时，他更喜
欢悄悄走到田间，专门到人堆里去，听农民
说什么，遇到的难题是什么，帮农民解决问
题，让他最为满足。

有次到邻县封丘县讲课走到半路，突
然一阵狂风暴雨，一棵树翻倒路中间挡住
了去路。老吴挪开树木，浑身都湿透了。
邻县村民看到浑身湿透的吴新德没有爽
约，深受感动。老吴说，延津下雨了，封丘
的群众不知道啊，你说来而没有来，下次谁
还相信你啊？

老吴讲课结束时，往往是重复着让
大家伙儿记他的手机号，谁有啥问题了，
随时都可以打给他。

2012年冬天，他去给农民讲课回来的
路上，被车撞伤了。昏迷的三天里，他的手
机有 33个未接电话。等他刚清醒时，他第
一时间一一回复，把医生嘱咐他好好休息
的话抛在了脑后。他说，都是群众来咨询
问题的，不能失信于群众，你失信了，以后
群众就不理你了。

前不久，他到关工委开会的路上，被一个
骑电动车的中学生撞倒。别看他81岁的人
了，爬起来拍拍尘土，让中学生举手保证“以后
骑电车不打手机”。听完中学生的口头保证，
老吴不予追究，自己一瘸一拐地去修电动车。

推广农业新项目，他从来不让农民吃
亏。前年，一个种植户喷洒电解功能水
时，因重复喷洒失误，把黄瓜给打死了。
为了弥补损失，吴新德补偿了种植户价值
1500元的肥料。

在一家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老吴
看到负责人看的书籍过时了，就自费给他
买来最新的专业书籍，当对方要给他一盒
茶叶表示感谢时，他坚决不收。

很多人不解，你帮助了那么多人，收下
一点感谢是人之常情。“我只记住一条，不
能给农民找麻烦。”这句话，也是老吴的人
生信条，让那些不理解的人慢慢理解了，敬
佩之心油然而生。

有着35年党龄的老吴，把最忠诚的心，
献给了他热爱的土地和牵挂着的农民。他
用最坚实的脚步，走到了群众心里。

站在绿意盎然的田间，老吴喜欢眺
望。他说，那是他在憧憬着好收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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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素描

□刘奕昕

她念念有词，忽儿堆起欢笑，忽儿拉起长脸，忽
儿流下泪水……初冬时节，在黄河岸边的一部电视
剧拍摄现场引来很多围观者，但省话剧院国家一级
演员袁惠芳，却在杨树下心无旁骛地揣摩着剧中自
己的角色。

袁老师在很多影视剧中都有过精彩表演，尤其
是在话剧表演上，斩获很多。然而，就这样一个“腕
儿”，却一如既往地认真，在拍戏的间隙，她总喜欢躲
在角落里，一遍一遍地揣摩剧本。

“认真？这是本分！”在电视剧《花开时节》里，袁
老师演的是别八斤的老伴儿。当别八斤赞美她认真
时，袁老师很不以为然。对她而言，认真早就是骨子
里的习惯了——演“尸体”，是很多演员看不上眼的
活儿了，但当袁老师面对这样的戏时，她却视之为重
头戏，全身心地投入。

当年，袁老师在出演电影《1942》中张国立的老
伴儿时，就有过这样一场戏。电影中，袁老师演的老
伴儿，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随家人一路逃荒来到
洛阳，却在城边饿死了。

这场戏，是《1942》的一场重头戏。而在这场戏
中，袁老师只是一个“背景”，而且还要用装死来面对
电演中的家人一长段儿台词。“时间太长了，光是憋
气对我来说就是挑战。”事后袁老师说，为了拍好这
场戏，她不光是提前练了几天憋气，而且还天天对着
镜子看自己嘴角、眉梢的表情揣摩。

这场戏下来，她微蹙却安然的眉头，略收脸颊而
显现的瘦弱，尤其是似乎还在等待食物的微启的嘴
唇，不仅让作为背景的“尸体”有了“情感”，还让导演
冯小刚直向她竖大拇指。

袁老师不仅认真演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还对
他人热情相助。在电视剧《花开时节》中，从没有从
事过影视行业的演员占了一大半儿。她剧中的老伴
儿别八斤，就是其中之一。

当拍摄老夫妻俩在院里的一场戏时，别八斤不
是忘了台词，就是走位不对，遮挡住了镜头。每每
这时，袁老师只能一遍遍随着别八斤重拍。即使这
样，袁老师也没有像戏里她演的李大菊那样，对别
八斤呵斥连连，而是耐心细致地提醒别八斤应该如
何走位、如何在镜头前让角色生动鲜活。

不仅如此，无论剧中的别八斤还是剧中的大妮
儿，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袁老师带着我们演
戏的。

剧中，当二妮儿被狗仔队跟踪，别八斤拿着杈子
奔出大门吆喝那场戏，尽管别八斤十分卖力地进入
角色，但总是达不到导演满意。一遍又一遍地重拍
中，袁老师不断地教别八斤发声的办法。然而，试了
又试，效果虽然好了许多，但仍不能让导演满意。最
后，袁老师可能是真的急了，冲别八斤吼道：“你还是
不是个男人？闺女受人欺负了，你怎么能没一点火
气呢？想想吧，那可是咱亲闺女哩！”

终于，别八斤的激情被点燃了。再拍时，他声嘶
力竭地大喊着，舞动杈子冲出院门……这场戏，一拍
过了。导演满意了，周围的演员也忍不住笑了起
来。而别八斤，却半晌也没从那种情绪里走出来，双
手颤抖着拎着杈子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儿，才渐渐
平静下来。事后，演别八斤的演员说：“没有袁老师
的激励，让我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受人欺负的
情景，这场戏还不知要拍多少遍呢！”

认真，也让袁老师的戏炉火纯青。她常说：“我
很庆幸自己选择了演员这个职业，它能让我过不同
的生活，也能让我的人生感到更丰富。”在她眼里，每
演一个角色，就是经历一种生活、体味一种人生。

在话剧《焦裕禄》中，袁老师饰演的是焦裕禄的
妻子徐俊雅。因为揣摩人物，袁老师还为徐俊雅写
了一个小传。这个小传，是以给焦裕禄写信的形式，
把自己设身处地完全想象成徐俊雅而写的。

时隔多年，袁老师仍保存着这个小传。在这个
小传的开头，她这样写道——

老焦：今天是你的生日。也不知咋的，每年你生
日的头天晚上，我都能梦到你。还是老惯例，我想给
你说说话儿……

小传中间，袁老师还自拟徐俊雅，对焦裕禄喃喃
自语——

昨晚梦里你问我：“俊雅，如果有下辈子，你还会
选择我当你的男人吗？”这句话难住我了。你走后，
我一直在想你，想了几十年，想了一辈子……

紧接着，袁老师既讲了作为妻子失去丈夫的委
屈，又讲了作为老焦的妻子的光荣。就这样，在两方
面纠结的情感中，她将徐俊雅在戏剧中的人物越揣
摩越透。

“当我以这样的情感纠结心情走上舞台时，徐俊
雅就是活生生的人，让好多观众都为之感动的好
人。”话剧《焦裕禄》获得了多项大奖，作为徐俊雅的
扮演者袁老师，自有一份苦心孤诣的苦劳。

这些年，袁老师几乎成了影视圈内演“老伴儿”
的专业户。忙碌的她，不是在学校演出，就是在乡村
演出。她在饰演着不同的角色，也体味着不同的人
生。

“我戏中所有的人生，离不开的就是认真二字。
正是因为这种认真，我觉得我演的每一种人生都在
出彩。”袁老师说。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翟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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