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也就是七八岁的

样子，应该是1978年左右，我的三爷给生

产队种瓜，从村庄到瓜地得经过村东的很

大一片河湾，然后蹚过两条很宽的河流，再

穿越几片茂密的丛林，然后就到瓜地了。

那个瓜地名字很奇怪，叫“哑吧坟”。我曾

经问过三爷，这块地咋会叫“哑吧坟”？三

爷说：“你没看见吗？这块地就埋着一个坟

头，那是咱村里一个年轻人，干了自己不该

干的事，人家逮住把他的甜舌头割了，死了

也进不了祖坟，孤零零地埋在这儿了。”“他

干啥事了？那咋会把他的舌头割了？”我问

道，三爷蹲着一边收拾着瓜秧一边说：“你

长大就知道了。”于是，我每次跟着三爷去

那瓜地，都要盯着那坟头呆呆地望上一阵

子，脑子中总闪现出那个年轻人被割舌头

的情景。“会流很多血的，肯定那个年轻人

很疼很难受。”我想。

瓜快熟的时候，三爷中午或晚上回村吃

饭，便把我留在瓜庵中，招呼着不让别人偷

摸瓜。三爷一走，我从瓜地的东头跑到西

头，西头又跑到东头，跑了几圈后累了便躺

在瓜庵内的那张破床上，呼呼睡去。感受到

那时候的瓜地的土都是松软松软的，瓜甜得

透心，地的两头堆的都是土粪，瓜田里叫不

来名字的鸟也很多。但更多的是蛇，因为临

河，稍微下点雨便有蛇从河沟里爬到瓜田

中，天热了，它们又悄无声息地溜走了，遇见

成盘成堆的蛇，你不用理它，它也不咬你。

夜里，能听见他们在瓜秧中来回游动的声

音，奇怪的是，他们都不进瓜庵。

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三爷又回村庄

了，我无聊地坐在瓜庵里的那张破床上，望

着发毒的太阳在想着不着边际的心事。也

就是那个中午，我发现了那个偷偷摸进瓜

田的小姑娘。她发现我站在她面前的时

候，脸上并没有惊恐的表情，睁着一双水汪

汪的眼睛望着我，把手中的两个甜瓜递向

我，也不说话。我没接，说：“你吃吧，我在

瓜庵里看瓜，天天能吃瓜，已经吃够了。”她

嘴角动了动，用牙咬了咬嘴唇，转身跑了。

后来，每隔两三天，她总要摸到瓜园里，摘

两个瓜就跑了。再后来，她开始坐在瓜庵

里和我说话。也不记得说的什么话了，但

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远远地看见三爷背

着手从那片丛林中出来的影子，她便噌地

跳下床，钻进旁边的苞谷地里，溜跑了。她

一走我便有种失落感，就连吃的瓜也感到

没以前的甜了。总盼着三爷快点回村庄，

总盼着那个小姑娘出现，但随着瓜田里的

瓜越来越少，终于罢园了，扯瓜秧的那一

天，有一种失落感涌上心头。为什么？我

也不知道。那一个瓜季，和那小姑娘在瓜

庵里坐在那个长破床上，啃着瓜，晃悠着光

脚丫子的情景却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

中，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

这事很快就忘了，但到第二年的瓜季，

我又随着三爷蹚过河，穿过丛林又到“哑巴

坟”地时，脑中自然地涌现了那个小姑娘的

影子，于是我就盼着再见到她，可总是见不

到她。后来从三爷的口中得知，秋季涨水的

时候，河上淹死了一个小姑娘，从下游捞上

来的时候，水已把肚皮灌得鼓胀胀的。“这妮

是地北头王桥的，就埋在隔河的老龙湾。这

不，就那个坟头。”三爷说着站起来，用手指

了指河那边的一个坟头。“你一个人可别过

河，出事了可没人救得了你。”三爷又说，我

抬眼望去，那也是一个孤零零的坟头，仅仅

离“哑巴坟”地一河之隔。我至今能想起那

一年的那一天，我的心里很难受，眼泪扑簌

扑簌地往下掉。三爷问我咋了，我说心里难

受，不知道为啥。“这条河一年淹死的人多

了，弄不好都成水鬼了。”三爷又说道。

为什么我要写这个不起眼的经历？因

为我能明显感到，现在城乡的娃们从幼儿

园都在一起，对异性都没有那种朦胧的感

觉。初中便开始搂搂抱抱，高中同居的比

比皆是。大学生怀孕做人流的更是司空见

惯。就像现在街上卖的瓜果一样，没有了

甜透心的感觉，因为田地里施的都是化肥，

而没有土粪，就像记忆中宽宽的河流一样

已不再汹涌翻滚，只一步便可跨过河去。

人类的生态资源正和年轻人的爱情观一样

面临着干涸，无味的境界。

长大了才知道，原来“哑巴坟”埋的那个

哑巴是我三爷的三爷。因为和村里一个年

轻姑娘在东河湾那片丛林中约会被姑娘父

母发现，姑娘家嫌有辱门风，便割去了我三

爷的三爷的舌头，那个姑娘也服毒自杀了。

又长大了些我又知道了更多，三爷在

那个“哑巴坟”地也有过类似的风流韵事。

他和瓜庵南边的王营村一个寡妇相好，经

常半夜去翻墙头，也叫人家挤住过，曾经打

断过一条腿，不知什么原因，终生未娶。快

80岁的时侯，身体还硬朗得很，最后也淹死

在那个小姑娘淹死的那条河里了。他也干

了不该干的事，他为什么没控制住自己？

长辈们的爱情故事听起来有种电影

《红高粱》中我爷爷奶奶的传奇味道。而现

在年轻人性的易得和肆无忌惮使他们推动

了异性之间的那种诱惑的神秘感。连最基

本的谈恋爱能力都在逐渐消失。一个微信

可以在千里之外的异地摇来异性，进行赤

裸裸的性交易，一个女人为了达到某种目

的，可以不惜多次献身。

再说一个我上初中时候的小故事。

大约就是1984年的时候，我的老家桐

河乡南蛇湾村还有初中学校。那时候的男

生女生很少说话，连课桌也是男生坐一起，

女生坐一起，偶尔发现哪个男生和女生说

几句话，便会在课余之间成炸窝似的新

闻。考高中的时候，从街上过来一个女生

要在我们的学校参加考试。她来的时候，

我们眼睛都直了。天哪！她竟然穿了一身

白裙子，这当时在我们的村里学校是从来

没有过的，我们也没见过，男生都想往她身

上瞄，但又不敢瞅，对脸走过来，心“怦怦”

直跳。眼也不敢斜一下，但心里想瞅她那

身白裙子的愿望却十分强烈，女生们更是

眼里要冒出火来。在快考试的关键时刻，

我们的心思都在她那身白裙子上，以致于

她脸长什么样子，到现在却是没有印象了，

脑中闪现的只有那身轻盈的白裙子。结果

考试时全校中专生一个也没考上，全班只

有两个学生考上了普通高中，其余全部落

榜。我当然也在其中，没想到，这次却是我

学生生涯的终点，因家中经济问题，缀学

了，那个穿白裙子的女生却是考上唐河师

范的唯一女生。对异性产生美好而神秘的

感觉，那是第一次，遗憾的是却没能够和她

说过一句话。

这事过去好多年了。1996年我从桐

河乡调入县委，7月份的一天，有一个女同

志到宣传部送材料，见了我怔了一下，随即

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也怔了怔，却想不起

来在哪里见过。“唉呀，你真是贵人多忘事，

咱俩还是老同学哩！那一年，我在你们南

蛇湾学校考上中专的，现在在城关镇的一

个学校上班。”啊，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了

那个穿白裙子的女生，可眼前的她却怎么

也不是当年的那个样子。脸胖胖的，竟然

还有黑点子，腰也粗，不知怎么的，一种深

深的失落感涌上心头。一年后，听说她离

婚了，又一年后，听说她插足到别人的家庭

被女方挤到了床上。闹得满城风雨。那是

一个冬日雪夜的晚上，她约我出去吃饭，在

一家黄酒馆里她不停地向我诉说自己失败

的婚姻。丈夫对她实施家暴，离婚后还经

常找她茬，她没有依靠，为了生活，才找了

这个在公安上班的民警做了小三。她不停

地说，不停地哭，我却说不出来一句话。

送她回家的时候，在杨家楼的拐角处，

她突然搂住了我，我眼前一阵眩晕，浮现的

又是当年那个白裙子的身影，但怀中搂的

却是一个悲伤的女人。

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感觉、感情是纯洁

美好的，而步入社会后却又变得身不由己，

无可奈何，社会是个大染坊能把人染得五颜

六色，哪怕你这块布以前再白再纯洁再干

净。就像现在的食物，本身是好的，却添加

了各种添加剂变成有毒的食物，看上去颜色

鲜了，却是侵毒着人们。我在唐河的唐师附

近住，经常在路上听到男女同学的对骂声叫

着“开房了”“整死你”“你是贱货”“不要脸”

等，这些语句经常挂在他们的嘴上，搂搂抱

抱，喝得醉醺醺的状态更是屡见不鲜，每当

听到看到这些，我的心中就不免生出诸多感

慨，总是能回忆起自己上学时的情景。

那时候农村最肯放电影，我缀学后经

常在相隔两里地的一个远房表哥家玩。时

间约有半年，他们村里一个姑娘总是有意

或无意地和我说话，老表岁数比我大，已

婚。对我说：“这妮对你有意思了。”我说：

“有意思了是啥意思？”那是一个有月亮的

夜晚，我在老表家吃完饭，一个人晃着回

家，竟然在村北边的老桥上撞见了她，现在

才明白，她是专一在那等我的。她说：“咱

随便走走吧。”于是我们沿着三月的麦田在

地边走动，我很紧张，不知道说啥好，她似

乎只说了几句话，到现在我也记不得了，只

想伸手拉一下她，却不敢。后来我们又走

回到老桥上，在桥栏杆上坐下，她似乎很专

注地看那个时隐时现的月亮，说了一句我

一生都不能忘记的话：“月亮啊，月亮啊，你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的脑子中只想拉她

手一下，不明白她的意思，却最终没能够拉

她一下手，好像是我看见她眼泪掉下来了，

却不知是什么原因，后半夜，月亮快落了，

她站了起来说，我得回家了，要不我爹妈不

放心。我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只感到

送她到村边时，她像一只夜色中的蝴蝶飘

进了村庄，我呆呆地站在村边，自己也不知

道脑子中想的什么，回家后却是怎么也睡

不着，满脑子都是她那夜色蝴蝶翩翩起舞

的影子。大约是几天后，他们村放电影，我

和村里的伙伴们都去了，电影放的是《七品

芝麻官》和《白发魔女传》。正看着，有人拉

了拉我衣服，我一扭头，是她，我内心一阵

惊喜，随着她走出了乱嚷嚷的电影场，她

说：“到我家坐坐吧。”我说：“你爹妈不在

家？”她说：“都在看电影，没人。”她们家的

房子是一个老式瓦房，随着她走进了她的

那间一个人住的房屋，一个40瓦的灯泡昏

黄地亮着，床上的床单子白净净的，小被子

叠得整齐齐的，床头还放着两本书，屋里没

有椅子。“坐床上吧。”她说，我心里很紧张，

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敢正眼看她，心里

“怦怦怦”地乱跳。“有蚊子。”她说，脱掉鞋

站在床上用双手拍打蚊帐里的蚊子，不知

她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身子一歪，似乎要

跌到我的身上。正在这时，门“哐当”一声

被踢开了，他的父亲闯了进来，二话不说，

抡起巴掌就是一个大耳光，她哭着拉父亲，

却被父亲推倒在床下。我第一次有点朦

胧，有点感觉的所谓爱情就这样破灭了。

虽然破灭了，但现在回忆起来，很甜蜜，很

有感觉，很有味道，这种味道是现在的年轻

人体验不来的。

而现在的乡村爱情越来越沉重，越来

越赤裸，就像田地里长出的庄稼一样，已没

有了原先的味道，现实生活的演变已冲撞

出许多新鲜的、不和谐的、抵抗体制的、随

风跟雨的、金钱买卖的所谓乡村婚姻爱情

层出不穷。我认为造成现在乡村爱情婚事

不断裂变的主要因素是：早些年偏激的计

划生育政策，使男女比例严重不平衡，一个

村都有几十名30多岁已超过婚育年龄的

所谓年轻人。但是，一个既可喜又可忧又

可叹的消息正填补这个空白，已有大量的

越南姑娘从所谓的中介组织贩运到南阳，

形成不争的事实，这是违法的，但又是切合

实际的，这是自愿的，但又存在诱拐的因

素，还有一个致命的，正在隐而不发的事实

是这一大批剩男极有可能给社会造成不稳

定因素，迫切需要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

帮扶他们，从社会舆论、从道德观念、从保

障体系上去帮扶他们。只有这样，才能达

到社会的长久稳定和谐。

乡村爱情，越来越淡味，就像田野中的

瓜果、粮食一样，已没有了原来的味道，它

何去何从？我问自己，自己却答不上来。

“王大宽，人送绰号‘管得宽’，法律条款记

心间，谁家孩儿不养娘，谁家夫妻要闹翻，这些

闲事他都管。管得浪子回了头，媳妇给爹把碗

端，家家户户都和谐，大宽的本事不简单！”这段

顺口溜是沈丘县周营乡王寨村村民对王大宽的

由衷赞美。

王大宽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他的

家中，却摆放着《民法通则》、《劳动法》、《婚姻

法》、《老年人赡养法》等各类法律书籍。平时他

不论走到哪里，就把法律法规宣传到哪里。知

情人都知道：今年刚刚50岁出头的他，于法治

结缘情出有因。

20多年前，王大宽在村外河沟里倒了两瓶

农药“敌敌畏”，其目的是药点鱼卖点钱。然而

鱼没有药到，却把同村王众的鸭子毒死了10多

只。为此俩人大打出手，经乡司法调解，因他违

反《水法》、《河道管理条例》及损害他人财产败

讼，结果既向对方赔理道歉，又赔偿经济损失。

这事深深刺痛了王大宽的心，他后悔自己

因不懂法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一向性格要强

的他决心哪儿摔倒哪儿爬起来。从此，他购买

了《民法》、《民法案例》、《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

规书籍，认真学习，不知不觉中他对一些法律条

款略知一二了。次年，村里配备治安主任，凭其

自身优势如愿当选。

他走马上任后，村里谁不赡养老人，谁耍

钱赌博，他定去管一管。为此，村民送他个绰号

“管得宽”。

村民王二中，从外地领回一个姑娘，没有

办理结婚手续便在一起同居。他给其讲解《婚

姻法》，最后王二中经双方父母同意，办理了有

关结婚手续。

村民徐建中老实巴交，其妻崔鹅泼辣厉害，

不养活体弱多病的公爹，无奈老人搬到村头搭棚

居住。他三番五次劝解，崔鹅死活不听，向其宣

讲《老年人赡养法》时，法律书籍被其夺去扔得远

远的。村民都认为这事他真的管不了了。然而

第二天，他又去找崔鹅，恰逢崔鹅下地种玉米去

了。他撵到地里，边帮其种玉米，边劝说道：“人

都有上年纪不能动的时候，晚辈不养活老人，不

但违反《老年人赡养法》，还让人家笑话……”

苦心人，天不负。他的苦口良言，终于感

化了崔鹅，她很快便把她公爹扶回了家中。

这下，王大宽的名声大多了，不叫真实姓

名喊绰号“管得宽”已成了村民们的习惯称呼。

并且一些细心的村民发现他化矛盾、解疙瘩靠

的是“三件宝”：法律条款、嘴上工夫加跑腿。

20多年来，王大宽靠其“三件宝”，化解各

类矛盾纠纷近百起，为村民送去了平安，全村社

会治安状况良好，多次被市、县、乡评为社会治

安模范村。他多次被评为县、乡优秀民调主任

和综合治理先进个人。他的“官职”已由原来的

治安主任荣升为村主任，虽然职务变了，但对他

的“老本行”情有独钟。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犹如一股

强劲的东风，吹拂祖国的山山水水，大江南北，城

市和乡村。“依法治国”的理念让王大宽兴奋不已。

近段时间，大伙儿见他又购置了一批法制书

籍，问其管闲事还要管多久，他憨笑着说：“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国家法律法规更

加完善了，可现在还有一些人法律意识淡薄，我要

继续宣传法律法规，让更多的人知法懂法守法，为

创建和谐社会帮把手，为实现强国梦出把力。”

王大宽的话很严肃、很认真。看来，他宣

传法律法规、化解纠纷、促进和谐的“法治情结”

情未了也。

作者档案：王向灵，沈丘县农发行办公室

主任。

■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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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一上班，就被一个

同事兼领导叫去了，她顺手

拿过一张纸，在纸上写上“瓠

子”二字，问我怎么读。

我看了又看，不敢出声。

她说：“哈，我现在心理

上平衡了，这字要是老宋也

不会读，我不会就很正常了。”

她说，当日中午和几个

同事一起在外面的饭店里吃

饭，点菜的时候菜单上有个

菜名，叫“清炒瓠子”，她当时

就没多想，对服务员说，来个

清炒“侉”子吧。身边的一个

小同事拉了拉她说，“老总，这

不是侉子，是瓠（hu）子。”

汉字从造字结构上来

说，形声和会意居多，尤其是

形声字，很多人习惯读半拉

音，于是就有许多关于汉字

读音的笑话。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古

汉语老师举过一个例子，说

有个人自诩为很有文化，讲

了几个汉字，说“坡”者，土之

皮也；“波”者，水之皮也，貌

似都对，但是一个人问他，

“滑”怎么讲？难道是水之骨

吗？自诩为很有文化的人语

塞。老师这样说就是为了告

诉我们，汉字的解释不能想

当然。

翻开字典看看，用“夸”

做偏旁的字确实很多都读

“夸”的，如跨、垮、挎、胯、侉

等，还有一些就不这样读了，

但也接近，另外如“瓠子”，其

读音根本与“夸”的读音就没

有半毛钱的关系了。

中学之前，勤奋学习更

大程度上是为了考试吧，成

绩好了就能上个好大学，上

了好大学就可以衣食无忧；

而一旦工作了，学习是为了

什么，不知道有多少人认真

思考过这个问题。

不说别人，就说说自己

吧。

有时我会突然觉得，学

习是一种虚荣。

单位有个同事，很不错

的小朋友，偶尔在一起聊天，

天南地北地说起来，她很天

真地问：“你咋知道这些了？”

现在获悉信息的渠道众

多，除了传统的报刊，网络、博

客、微信的圈子等，五花八门

的信息堪称海量，加上这些

信息的同质化，认真看一个

网站几乎就可以了解国内外

当日的大事了，如果想听懂

别人的谈话，方便的时候再

插话进去，什么都不知道那

是根本不行的了。

其实我也没有学习的主

动性，之所以没事了去学点

什么，也许就是为了能听懂

别人说话吧，这岂不是一种

虚荣？

另外，很多人的学习可

能都是皮毛，知其然已经知

足了，不会去求所以然，所以

很多人有知识但也不是专

家；而那些专家们的专门学

问，到底水有多深就不得而

知了。

还是研究瓠子吧。

瓠子，别名：甘瓠、甜瓠、

瓠瓜、净街槌、龙密瓜、天瓜、

长瓠、扁蒲；被子植物门，葫芦

科葫芦属下的一种，为本属

植物葫芦的变种，一年生攀

援草本。与葫芦不同之处在

于：子房圆柱状；果实粗细匀

称而呈圆柱状，直或稍弓曲，

长可达60～80厘米，绿白色，

果肉白色。果实嫩时柔软多

汁，可作蔬菜，我国大部分地

区均有栽培，长江流域一带

广泛栽培，夏秋两季采收。

尽管认识了瓠子也是一

种虚荣，还要当个有文化的

吃货。

忽然想去摘一个瓠子。

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

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

漫，使穿枝拂叶的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

泪可落也不是悲哀。

——冰心

七
2008年的那天，是一个星期天。因为要加

班，马俊欣和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单位。当走到

控申接待室门口时，他看到一位老人坐在接待

室门口，出于职业习惯，便走上前询问：“大爷，

您来检察院有啥事？”

看到老人有些疑惑，马俊欣又说：“我是咱

检察院的，今天是星期天，接待室的工作人员不

上班。如果您有急事，可以先跟我说说。如果

不急，也可以先把材料交给我，您回去等信儿，

或者等星期一再来。”

“咋不急？急死人了！”看着眼前这位和蔼

的检察官，老人开口说话了。

这位老人姓齐，家住郏县茨芭镇齐村。他

的小儿子与邻村青年因琐事发生厮打，将人打成

轻伤，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听派出所的民警

说案子送到检察院了，当天他来检察院是请求检

察院的领导不要逮捕他儿子，看能不能调解。

这事本不该马俊欣管，可看到老人着急的

样子，他就把老人让进值班室，为老人家倒了一

杯水，劝老人宽下心来。

与老人进一步交谈后，马俊欣了解到他和被

打伤者两家不仅邻村，而且是姻亲，只是双方都在

气头上，互不相让。老人的另外两个儿子因为对

方报案造成弟弟“蹲大院”而不愿调解，并扬言如

果对方还不肯撤诉，就要冲到医院再打对方。

听完老人的讲述，马俊欣感到事态严重，如

果不及时做工作，后果将难以预料。

事不宜迟。马俊欣向老人讲了办案的有关

程序、相关法律规定和事情的利害关系后，就决

定和老人一起去医院看望受害人，以便得到受

害人的谅解。

“同志，你的腿……”看着马俊欣残疾的身

子，老人有些不忍。

“没事，大爷，您这事重要，咱们现在就去医

院。”说完，一走一拐带着老人上了出租车。

但是，到了医院后，对方并不领情，认为马

俊欣是对方请来压自己的人，坚持不同意调解。

怎么办？

于是，马俊欣又自己掏钱租车，来到郏县茨

芭镇齐村齐大爷的家中，做他另外两个儿子的

工作，向他们详细讲解相关法律和利害关系，让

他们主动配合，求得被害人的谅解。随后，他又

到双方村干部家中，向他们讲述事情的经过和

相关法律，请他们一起做受害人的工作。

看着残疾的马俊欣星期天里跑来跑去，村

干部感动了，表示一定做好两家的工作，请马俊

欣放心。

但马俊欣仍放心不下，就和村干部一起再

次来到医院，对受害人家属做耐心细致的说法

讲理工作。

马俊欣的努力得到了理解，受害人主动要求

撤诉，不要求经济赔偿，也不要求追究刑事责任。

一天下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成功的喜

悦，马俊欣回到单位后，没有休息，直接来到办

公室，开始赶写第二天会议要用的材料。

次日凌晨5时，马俊欣完成了工作，一看时

间，离上班时间只有3个小时，便倒在办公室的

椅子上睡了一会儿。

上午8时醒来后，马俊欣连忙将齐大爷儿

子的情况分别向院业务监管中心和侦查监督科

进行了通报。

回到办公室后，由于过度劳累，马俊欣晕倒

在了办公室……

最后，公安机关对齐大爷的儿子作出了治

安拘留10天、罚款500元的处罚。

事后，齐大爷专程来到郏县人民检察院，拉

着马俊欣的手说：“谢谢马老弟，要不是你跑前

跑后，俺和俺亲戚这辈子就算结上仇了。”

好些人劝马俊欣，你身体不好，不是你的事

别去管。马俊欣却说：“我是一个农村孩子，看

着老百姓着急，我如果不管，心里急得慌。”

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语，透出的是一个普通

检察官的百姓情怀……

一种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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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爱情咏叹调
□金少庚

金少庚素描像 段天舒绘

□王向灵

一位农民的法治情结

作者档案：金少庚，1970年出生于唐河

县桐河乡南蛇湾村。现任唐河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县作协主席，《石柱山》杂志总编。省作

协会员，《知音》杂志特约撰稿人。曾出版散

文专集《消失的河流》、《秋夜梦魇》；诗歌专集

《雨夜梦魇》；长篇小说《母亲的村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