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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傍晚，市委书记安排我们工作队去

石板岩南湾村住村入户。白天村里农活儿

忙，晚上去，时间充足，可以和基层群众好好

聊聊。

这次住村入户，上面要求做到“三

不”：不在支书家住；不在大老板家住，尽

量在条件差一些的群众家住；不得用老

百姓的被褥，要自带被褥，且吃住要给老

百姓费用。

到了南湾，乡村干部把我们安排在谷用

生家。进了小院，一看用红石头盖的七间两

层房子，就知道是石板岩最典型的民居，石

房、石碾、石街、石院，院子中间还有两个圆

圆的石桌。

一进屋门，就见20多个党员干部和群

众代表都坐在屋子的中央，见我们来了，都

站起来打招呼。我们逐一坐下，都坐着小马

扎子。我还是小时候在老家坐过小马扎，一

坐就倍感亲切。

桌子上有两个梅花花瓶，里面插着两束

塑料花，很是鲜艳。桌子后面有高山流水的

风景画，风景画左下角处有个神位，写着“上

天保佑，全家幸福”的字样。

支书喜全先谈了村里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接着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

来了。

老党员谷文富说，南湾是谷文昌的

故乡，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可谷文

昌改变了福建东山的面貌，他的老家还很

穷，我们感到脸上无光，咱们不能一直穷下

去，得往上赶一赶，光精神不行，还得有物

质，得富裕起来，光说在口头上不行，得落实

在行动上。

“乡里把谷文昌故居作为旅游点，我们

高兴啊！石板岩南部有王相岩、桃花谷，发

展很快，北部有太行平湖，也发展了，就我们

南湾落后，可我们不甘落后。”坐在我旁边的

谷玉昌也开了腔。

“要解决旅游问题，首先得有水。目前

山泉水只够本村老百姓吃，有了游客就不够

了。”

“停车场也得解决，不能停在路边影响

交通。”

“垃圾问题也不小，目前有六个垃圾点，

还得建四个。建议乡里及时派垃圾清运车

定时清理。”

“最好建个牌坊，设好路标，做好指示

牌，谁来了都好找。上次濮阳有个团来找谷

文昌故居，一直走一直打听。他们不方便，

村民也麻烦。另外，我再提个建议，咱们在

山楂树下多做些凳子、桌子，年轻人来这里

旅游，谈恋爱得有个地方坐。”群众代表赵天

付也憋不住了。

大家不论党员还是代表，都畅所欲言。

老支书谷相周，77岁了，大个子，大额

头，脸上有像马克思一样的络腮胡子。胡子

是白的，没马克思的胡子长。当了20年支

书，身体结实，就是耳朵有些背。说到水，他

建议可从龙床沟引过来，这样可以节约资

金。

“不过，”他说，“今天参加座谈会，这么

晚了，大领导能深入俺们农家了解情况，访

贫问苦，说明上头重视基层，革命的老传统

回来了，心里高兴啊，老百姓不用拜佛求仙

了，有困难没去找组织，组织反而上门来服

务关心俺们。”

我们工作队的住村班长——市委书记

说，其实没和你们打招呼，我已来咱村四五

回了。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们感到很惭愧，

我们过去对基层重视不够，这次就是来补课

的，是来学习的，是来解决问题的。关于大

家提的问题，有些牵涉面广，得研究政策，有

些比较紧迫，如水的问题，不能等，尽快到

位。县、乡、村咱们合力去做，没有克服不了

的困难，当务之急是拿出方案、预算，科学合

理去安排。

“领导，俺南湾老百姓有的是力气，不给

已去的谷文昌丢脸。放心吧！”

大家热烈地讨论，集思广益，屋子里热

气腾腾。厨房里的茶壶好像也理解似的冒

着热气，咕嘟咕嘟滚开了，茶壶嘴还吹着欢

快的口哨。

大家一看表，10点40分了。可意犹未

尽，大家又如数家珍地谈论林州这几年的变

化。红旗渠大道把咱们城市和太行山连在

一起了，迎宾馆起用了，渠畔路畅通了，红旗

渠纪念馆改造了，往景区的路都宽了，干部

学院也成了国家级，东环路有了那么大个水

面。去长治方便了，有了高速，听说铁路也

快通了……

我在思考，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我们干部工作要再深入一步，再多解决

一些老百姓身边的具体事，社会发展会更健

康，更和谐。

会后，大伙儿拿着手电筒顺着胡同又都

去了谷文昌故居学习参观，很受启发，很受

教育。

尽管天色很晚，但大家热情都很高。

大伙儿都散了，书记和我们都感觉有些

饿，去厨房看看，有一小碟土豆丝，有花生油

烙的饼，我们都拿了块儿饼往嘴里塞。班长

拿了筷子给我往饼上夹了点土豆丝，好像肉

夹馍。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尽管吃的有些

简单，但回味无穷。

房东还没睡，书记问用生家情况，得知

有两女一男，儿子去年刚结婚，在县城打工，

儿媳妇在县城的一家超市上班，县城有房。

当问及用生平时工作和收入时，用生的妻子

骑着门槛扶着门框抢着说：“他58岁了，有

的是力气，就是能受苦，当匠人，起石头，搬

麻袋，啥活儿都会干，这些年女儿嫁了儿子

娶了，总算熬过来了。”

用生今年没去当匠人，在石窝起红石

板，一天也能收入二三百块钱。

房东给我们安排了三个屋，一楼一个，

二楼两个，女同志没在用生家住，安排到了

另外一户，因为那户厕所在家院子里，不在

大街。村里大部分厕所在大街上，支书考虑

得很周到。

房东家小两口都在县城，书记就住在他

们一楼的新房子里，尽管新媳妇的被褥都在

床上，但来时工作队都自己带了被子，盖自

己的，书记也不例外。据说这是石板岩的老

传统，凡是住村的县、乡干部，若住到了有刚

娶媳妇的人家，老百姓为表达心意，会主动

腾出新媳妇的房子给工作队住，而且还要拿

出新媳妇的新被褥给工作队盖。

我的房间在二楼北侧，我迷向，以为是

东侧。外间有个老衣柜，枣红色，正面画着

绿花，还点缀了几只孔雀，活灵活现，两侧写

着“紧跟领袖毛主席，团结一心向前进”。掀

开柜子看，里面全是粮食。其实我老家也有

这样的老衣柜，我知道这些老衣柜对一个家

庭的分量，它里面装着每个家庭的付出与收

获、辛酸与幸福。

关住门，拉上窗帘，灭了灯，看看手机上

的时间，快凌晨1点了。可能是熬的时间差不

多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入睡得这么快。

夜里做了个梦，但没记住，好像是桃花

满谷梨花满山。

不知是几点，我再度享受着神奇的早

晨。这是一个富有音乐般诗意的山村早晨，

像在南木井住村时一样。鸡打鸣好几遍，麻

雀叽叽喳喳，春咕咕咕咕地叫，而奇怪的是，

叫一阵静一阵，好像鸡、麻雀、春咕咕都商量

好了似的，让你睡，吵你醒，再让你睡，再吵

你醒，逗你玩似的。没听到喜鹊和狗叫，倒

是院子里房东的脚步声，像鼓点，那么有力，

走来走去；也偶尔听到刀板上切菜的声音，

好有兴趣。最有趣的还是有个像四五岁的

娃子的脚步声，和一会儿“姥爷，姥爷”的叫

声。山上的娃就像百灵鸟，睡得早，起得也

早。通过娃子的姥姥那拉长声音的叫声，知

道娃子叫王振宇，看来起名的人，对这娃子

充满了期望。

我起来了，书记起来了，同事也都起

来了。一起在院子里洗脸、刷牙，真有些

像部队的生活，也像学生时代那么纯真、

坦然。

我知道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去现场看

看老百姓昨晚提问题时所涉及的情况。

支书喜全在房东家门口等，做向导。

当年我在石板岩乡工作时他就是支书。

他就是这样朴素、实在，总是为你开道，也

总是能看到微笑的脸，总是会看到他想为

老百姓多争取支持而期望的脸，那么和

蔼，那么可亲。

我们和书记一起先去看水窖，又去走农

户拜访老乡，在街上见了老人就到跟前去问

家庭情况，身体状况。

走在胡同里，在磨盘旁，山楂树下，红石

院墙边，大家的神情都融入这山、这水、这

人、这情，仰望太行，环视层林，梨花绿叶在

拥抱着这支夜进农户的工作队。而我也暗

下决心：老百姓对咱们这么好，可不能让百

姓失望啊！

由于人大有个汇报会，我本来想多吃些

用生嫂烙的饼，做的绿豆米饭、土豆丝，可我

不能迟到，只能依依惜别南湾村。

在路上，百姓微笑的脸庞，乡村干部期

待的面孔，书记和同事们亲民爱民的影子，

我挥之不去。

得向他们学习！向所有关心和帮助底

层百姓疾苦的人致敬！

□周益民

一张废报纸■随笔

独立寒秋湘江畔，橘子洲头看万山。

携手百侣谈理想，鹰击长空浏河边。

浪遏飞舟举义旗，武装割据井冈巅。

思想主义唤民众，星火燎原敌胆寒。

遵义城头掌帅印，革命航程方致远。

十五春秋征南北，扫除阴霾靖宇寰。

民族独立傲东方，图强复兴慑狂蛮。

九月九日祭祀日，再壮心志谱新篇。

忆童年
一

冰雪消融吐茅芽，嫩草疯长惊野鸭。

遥听悠悠唤归声，炊烟起处是吾家。

二

蝉声嘶鸣夏日长，舞镰割麦踏骄阳。

挥汗成雨寻常事，儿女送水伴荷香。

三

村东高岗土庙旁，暑气渐消树阴长。

三五女娃掷沙包，粉衫绿鞋跳跃忙。

四

算盘噼啪响不停，我是账房女先生。

卖烟卖酒卖酱油，眼明脑快爱逞能。

五

榆树枯枝数点雪，青苗浮涨一川云。

晨曦忽见满窗白，欢呼雀跃出院门。

六

岸高柳垂一池水，叶长穗抽满地花。

懵懂小童进学堂，不知六岁要离家。

秋雨夜
一

四方草木敛翠华，一树金桂迭幽香。

勤拭书卷窗前立，琴声飘来好时光。

二

高蝉老树犹忆夏，芳草碧云已含秋。

微雨长街灯影下，落叶无声梦悠悠。

三

白露已到未成霜，硕果满枝更飘香。

一夜秋雨不知愁，洗净长空遍地黄。

藏者，敛其锋芒，隐于闹市，似王维隐

于终南山而窥京城。

露者，展其羽翼，绽于世间，如太白挥

洒文采于盛唐之时。

古语有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

溪。“知其雄”则是为了能称其雄，“守其雌”

则是为了成之溪，“藏其锋”则是为了能展

其翼。

藏则是为了能更好地露。孔明虽说

“不求闻达于诸侯”，布衣躬耕于南阳，在乱

世中积蓄内力，终遇明主，建功立业。文学

大家钱钟书，他舍弃了外界纷乱繁杂的物

质追求，他耐住了钻研学问的寂寞无助，他

藏于文坛，厚积薄发，终于学贯于东西，游

走于古今，露其才华，著成《管锥编》。美国

政坛上的女强人康多莉扎，她藏于贫困的

阿拉巴洲，她藏于黑色的皮肤之下，她藏于

种族歧视当中，她藏起了自己的政治才能，

她藏起了她的雄心壮志，她置身于一个只

有一线光亮的隧道，她以谦卑驱赶眼泪与

仇恨，她用勤奋来打破歧视与偏见，她抓住

了那转瞬即逝的微光，走出隧道，走上美国

国务卿之位，露出了她的智慧，露出了她的

能力，傲然立于政坛。

时间使我们丰厚，藏于角落中的是孤

独的叹息，是奋发之汗水，是失败之泪珠。

时间给予我们，给予我们以千万颗水珠来

凝结成虹，给予我们千万次磨合与历练打

磨出珍珠。藏是静，是深，是美丽湖面下不

可预测的深度，是苍苍穹顶不可估计之高

度。藏之后才有露，才有潭中之月，天上之

鹏，浮于潭水之上，飞于九天之中。

盖世之功劳，当不得一个“矜”字，齐天

之才华，当不得一个“傲”字，露其羽翼之

时，莫忘收其利爪。

露时也勿忘了藏，才华横溢如王勃，也

不忘在其施展拳脚后双手抱拳，道一句承

让。在“气凌彭泽之樽，光照临川之笔”后也

不忘谦逊一句：倾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藏是攀登时那股股清水，露是山顶那

股缓其辛劳的沁人之溪，我们唯有知其雄，

守其雌，默默不语积聚泉水，契机到来之

时，便汇成溪流，奔向远方！

■小小说

鹅媒
□陈立新

外甥今年高考，超水平发挥，被

一本院校录取，今天特意到我家里来

报喜。他离开我家的时候，我要了他

的微信号，提出了好友申请，让他记

得点同意，他一边走一边答应着。

等我查看的时候，发现外甥同意

是同意了，可向我发出了疑问，问我是

哪位。我很好笑，回复：妗妗。这个孩

子很快回复：不认识。傻家伙，三分钟

前还在答应着，刚刚离开就不认识

了？我想和他开个玩笑，就回复：被通

知书冲昏头脑了吧，仔细想想我是谁，

刚才还见过的？虽然这么明白地提醒

了他，但他仍然回复：刚才没有见过你

啊，见的都是亲戚家里的人。

以我的身份，不能再开玩笑了，

就直接回复：是你舅舅家的，你有几

个妗妗？这么一提醒，外甥恍然大

悟，不好意思地说：“是舅妈啊，我不

是不认识舅妈，是不认识这个字‘妗

妗’，我还以为是一个女生的网名

呢？”末了，他还埋怨说：“你咋想起来

用这么老土的称呼，我都是大学生

了，以后聊天都要用书面语啊。”

我把这事儿和老公说了，老公把

嘴一撇：“拽什么拽，连个‘妗妗’都不

认识，还说我们老土，我看是他自己

太晕了吧。”

政府办公楼新来了一个收废报纸的

人，姓吴，人们都叫他老吴。老吴实际不

老，四十出头，中等身材，见人一脸笑。出

入办公楼收废报纸的人不下十几个，我为

何对他印象深刻，一是因为他年轻，另一

个原因是他收废报纸给的价格要比别人

高。

别人收废报纸，一般是五毛钱一斤，

但老吴给的价格是五毛五，有时还出到六

毛，这个价格给他添了不少人气。以前把

报纸卖给别人的，现在哪怕堆得高一点

儿，都要等着他来收，有的人还打电话催

他来收。别看政府大楼都是些有身份的

人，不稀罕那点钱，但谁不希望价格卖得

好一点儿？

看着老吴抢了自己的生意，一些收废

报纸的人心理不平衡了，说起了风凉话。

这个老吴八成是有神经病，收一斤废报纸

本来就只能赚一毛钱，他这样做岂不是白

忙活？

一天上班，我在楼道里碰到了老吴。

他正提着一摞报纸往外走，看我上楼，他

习惯性地朝我笑了笑。“你到我办公室来

一下吧，我那里有一些废报纸。”他感激地

点了点头，回了句：“谢谢你，我马上来。”

老吴很快就到了我办公室，他把清好

的报纸堆在一边，手脚麻利地开始捆扎，

我闲着没事就与他攀谈起来。

“那些来收废报纸的都是五六十岁的

人，你年纪轻轻的，应该找点其他事干！”

我带着几分可惜的口气说。

“怎么你也这么认为？不瞒你说，我

本来是有事干的，这收报纸是兼职，我收

废报纸是为了读报。”老吴笑呵呵地回答。

收废报纸是为了读报？新鲜！我有

些好奇起来。

老吴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原来，他

也是有单位的人，在一家集体企业任办公

室主任，后来，企业改制，他下了岗就开了

一家茶楼。老吴天生爱读书、看报，还有

一点写作的小爱好。订报纸价格贵，不订

报纸又没有看的，在企业看惯了报纸的老

吴特别不习惯。怎么办呢？考虑了一阵

子，他想到了回收废旧报纸。

“我看报纸主要是看文艺副刊及知识

性的东西，看完后好的作品剪贴起来，没

有用的还可以再卖掉，报纸虽然过期了，

但除了新闻变旧闻外，其他的价值依然存

在，你不会想到，一张旧报纸会给我带来

多么大的影响！”老吴乐陶陶地说。

“所以，你收报纸时宁愿一斤多出一

点钱？”

“是的，表面上我多花了一点钱，吃了

些亏，实际上，我收获了很多知识，赚大

了。这个付出，值得！”

看着老吴抱着报纸满心欢喜地出了

门，我的眼前浮现出另一个很不和谐的

场景。几天前，我从楼下经过，看到另一

个部门的一位同事把一大堆报纸往门外

扔，他一边扔一边埋怨说：“每年订这些

报纸，有什么看头，你们不怕浪费钱，我

还怕浪费我的时间呢，还不如卖了买点

水果吃。”

看着他大言不惭地发着牢骚，我的心

中涌起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一名下岗

职工，为了读书、看报，竟然以回收废报纸

这种方式来学习和提高自己，而我们机关

里的一些人，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

品着茶，聊着天，玩着电脑和手机，却懒得

正眼瞧一下这些单位订阅的报纸，这是一

种多么鲜明的对比啊！面对老吴，他们难

道不感到汗颜吗？

我对老吴不禁肃然起敬，透过一张旧

报纸，我看到了一颗渴求知识的心，同时，

也深刻地体会到，一个人如果少了水果等

物质，身体会营养不良，如果不读书看报

学习，即使长得牛高马大，腹内也是空空

如也。

这就是田鸡的家。

一双烂拖鞋扔在灶台上，一条破

裤子挂在竹竿上，漆黑的桌子上，摆

着一部破旧的黑白电视机，电视里正

在播放戏曲。

田鸡是石谒村最有名的懒汉，一

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第一次拨给他5000元扶贫款，

不到一个月就让他花光了。我第二次

发给他1000元培训费，又让他赌光了。

不能给他钱了。第三次我送给

他100只鹅苗，想让他直接走养殖脱

贫之路。

在田鸡的伺候下，小鹅慢慢地长

大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煞是可

爱。可田鸡却动了杀机，面对这群

“未成年鹅”，三天杀一个，五天抹一

对，跟人家换猪肉买酒喝。不到一个

月，这群鹅就让他干掉了三分之一。

田鸡杀鹅，不可理喻。我狠狠地

叱他。

田鸡怔怔地盯着我：“政府，你们帮

穷就帮到底，你们看我这黑不溜秋的样

子，能养好鹅吗？政府能不能说个女人

送给我，咱要求不高，能生娃就行。”

我一听差点晕倒在地，半个月没

搭理他。

田鸡继续杀他的小鹅，眼看快杀

光了，我也懒得管。这一天，我来到

后塘村，向小郭说起这个向政府要老

婆的笑话。小郭柳眉一竖，喊道：

“好事来了。”

“前塘村有一小寡妇，名叫柳夙，

人称柳把戏。年纪四十上下，长相倒

也过得去，就是名声不太好，手脚不

干净，嘴巴又狠，没人敢娶，前天还在

问我城里有没有合适的光棍汉呢？”

我们一齐笑了。

第二天，我郑重其事地找到田

鸡，对他说：“政府为你物色了一个婆

娘，不知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什么本事？”

“养活人家啊！”

“那我可不敢说，但我肯定会起早

贪黑地干活儿，再也不睡懒觉……”

我又找到柳把戏，对她说：“政府给

你寻了一个后生家，他想讨一个贤惠端

庄的女人，名声要好，你可不能再干以

前的那些事了，晚上少出去闲逛。”

柳夙的脸一下红了。

在我和小郭姑娘的撮合下，田鸡

和柳夙见面了。

田鸡抖着手给柳夙斟了一杯茶。

柳夙给田鸡递上一支烟。二人

真是一见钟情。小郭说：“柳婶，你以

后就不要再抽烟了。”

端午节那天，工作组为他俩举行

了一场简朴的婚礼。我在婚礼上祝他

俩新婚幸福，早日脱贫，然后又赠送给

他俩200只小鹅……在扶贫组的支持

下，夫妻俩办起了一个小型养鹅场。

二人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心无旁骛，

一心奔富。真是男女搭配，干活儿不

累。田鸡慢慢地改掉懒散的习气，柳

夙也学会了勤俭持家过日子。

一年后，夫妻俩生了一个胖小子。

两年后，夫妻俩盖了一座两层小

楼。

前不久，俩人又用卖鹅积攒的

钱，买了一辆翻斗车……

石谒村最后一家贫困户终于被

我们攻克了。

■段子

妗妗是谁
□杨少晗

散文 ■

农村版

湿
地
的
秋
天

李
昊
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