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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

□王世虎

加把劲 奔小康
□张培胜

乡村印象乡村的雪
□王太广

乡下大厨

新时代

□姜利晓

盛世鹤舞 苗青摄

砍柴火的父亲

□王瑞虎

十九大精神如股股暖流，浸透每一个

中华儿女，新时代新思想，如催人奋进之

歌，新征程新梦想，如一幅幅沁人心脾的

山水画卷，展现在我的面前。百年梦想，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在眼前，想到这儿，

生在山村，长在山村的我，别有一番情感

飘荡心境，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亲，也该

享受小康幸福生活了。

正在遐想间，父亲给我打来电话，“儿

子，看了十九大报告，我开农家乐的信心

更足了。”见父亲这么高兴，心中更是一番

满足，“我认真学习了十九大报告，报告中

说到发展乡村振兴战略，随着环境进一步

改善，农村的山美水美，农家乐自然是前

景一片大好。”父亲听了我的话，笑了，“现

在，我们家的农家乐生意还过得去，我打

算扩大经营范围，多建一栋农家小院，多

几间客房，再把厨房搞大点，餐厅扩大一

点，这样客人多了才容得下……”父亲的

话，让我对父亲的未来谋划充满力量，我

说，“百年小康社会离我们越来越近，我

们要加把劲儿，让更多的乡亲加入到农

家乐中来，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我

的话，正中父亲的心意，作为村党支部书

记的他，自然是我们村奔小康的带头人，

目前，农家乐20多个工作人员，全安排

的是村里的人。

想想过去，我所在的山村，交通不便，

山高路远，山果、蔬菜等农产品想卖点钱，

得走好半天，累得不行，也没卖多少钱，村

民心灰意冷。于是，为了求得发展，只好

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孩子守着村庄。可

是，行再远，挣再多的钱，舍不下的仍是山

村，那是祖祖辈辈生存的山村。很快，通

往村外的水泥路修通了。村里的山果和

蔬菜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出山外，山好水

好，水果蔬菜，外面的人喜欢。有人上门

收购，更有城里人直接把车开进山里，亲

自采摘，体验山里的田园生活。于是，父

亲便有了开农家乐的想法，我是大力支

持，因为在外工作，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外，

我也常回家看看，帮助父亲打理农家乐。

开农家乐一年多了，村里的经济活跃

起来，外出打工的人纷纷回乡创业，发展

种养业，通过电商平台把农产品卖到村

外，不出村，就把钱挣到手。我鼓励父亲

发展种养业，做到电商售卖与现场体验相

结合，网上与网下并存。父亲带领乡亲们

一起创业，给山村带来幸福和欢笑，这是

父亲的创业梦，也是我的创业梦。工作之

余，我在网上建立了一个电商平台，帮助

村民销售农产品，线上我负责订单收集，

线下村民积极发货，一条龙服务，大家齐

心奋进。

农家乐需要扩大经营，农产品种植也

要跟上时代步伐，采取高科技，选择优质

农产品种，申请注册商标打响品牌，让平

静的山村成村民致富小康路上的一道亮

光，成幸福路上的一道精彩风景，村民富

裕了，过上了小康生活，我的创业梦也算

是完成了，小梦成就村里小康生活的大

梦。

离十九大提出的第一百年中国梦不

远了，我和父亲要只争朝夕，认真学习十

九大精神，结合我们村的实际，解决实际

问题，多听村民的意见建议，多了解村外

信息，把握市场行情，紧跟时代节奏。我

的创业梦才会顺利实现，带领村民过上

幸福的小康生活才会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

我深信，经过努力，创业梦一定会实

现，我和村民齐奔小康。幸福的花儿一定

在百年中国梦到来之时，开得更艳，映得

全村人的笑脸更美丽。

欣闻宋玉修先生《岁月印记》一书结

集出版，甚为高兴。

宋玉修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

的人，退休前供职于农发行平顶山市分

行。从小酷爱文学的他，失学后在生产

队大田干农活儿、帮助母亲劳作和照顾

弟弟妹妹的间隙，总是千方百计与“书”

结缘、为伍，觅书、借书、读书、抄书、背书

成为常态，贪婪地汲取知识营养。较为

扎实的文字功底就是在那样的境况下奠

定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和煦的春风

吹遍了祖国大地，我们的国家迎来了改

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其父蒙冤昭雪，

25岁那年，他被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后成

为一名基层人民银行员工，从此开启了

他近40年的金融生涯。他曾先后在基

层央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工作，历

任出纳员、会计员、信贷员、县支行副行

长、市分行副科长和科长，实现了人生的

华丽转身。

难能可贵的是，他无论在什么单位、

什么岗位工作，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

上，把手中的笔始终聚焦改革开放与转

型发展中的金融大潮，弘扬主旋律，颂扬

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放歌伟大的时代，

点赞幸福美好的新生活，笔耕不辍，勤奋

不止。经过冬的严寒、春的孕育、夏的洗

礼，他迎来了秋的收获，撰写发表了一大

批优秀作品，其文集之大成的《岁月印

记》，是他众多作品的代表之作。

收到他寄来的《岁月印记》一书的清

样初稿后，我手不释卷，悉心拜读，不时

被佳作感动。掩卷沉思，我感到他的作

品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写出来与大家分

享。

一曰有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有

情的人生命充满活力，无情的人生命一

潭死水。能称得好的作品一定会是作者

的真情流露。玉修兄是性情中人，其作

品文如其人，尤其是散文，都充满浓厚的

情感。如《家乡的小河》《大病感悟》《端

午情思》等，字里行间饱蘸深情。二曰有

爱。这个爱是大爱，是无我之爱。玉修

兄秉持家国情怀，爱国家、爱社会、爱单

位、爱同事、爱家人，心中有爱才能笔下

有爱，才能因爱生情，以情感人。《走出绚

丽多彩的人生》《搬家》《老妈妈的现代生

活》《爱人的变化》等，情深深、意切切、爱

融融，读之如饮清泉，甘之如饴。三曰有

恩。玉修兄的少年及早期青年时代，虽

遭遇不幸，命运多舛，但他没有怨愤，拒

绝“愤青”，倍加珍视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始终怀着感恩之心，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感恩生活的馈赠，感恩单位及同事，感恩

身边的好人。如《我赶上改革开放的好

时代》《难忘襄城》《农发行改变了我的人

生》等。四曰有义。有正义、大义。玉修

兄虽说不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但可以说是心怀社会责任，“位卑不忘忧

国”，不平则鸣，为社会鼓与呼，为时代唱

赞歌。如《干旱的启示》《电视剧<人民

的名义>观后感》《我看<私人订制>》《姬

主任退礼》《无畏的奉献》等，尤其是长篇

通讯《无畏的奉献》一文，把两个年轻的

女出纳员——张玉萍、贾秀玲机智勇敢、

顽强拼搏，用鲜血和生命为保护银行库

款与歹毒周旋搏斗的感人场面，描写得

栩栩如生，其正义凛然的英勇事迹感人

至深、催人泪下、激人奋进、令人震撼。

五曰有美。文字美、人物美、景物美、抒

情美、游记美，美不胜收、美在其中、美轮

美奂、魅（美）力无穷。如《姹紫嫣红报春

来》《我爱春雨》《郏县访古》《国花园遐

思》《婺源赏花》等，作者对所见所闻的细

腻描写，让人读了之后好像也跟他去游

览了一遍，如临其境，是视觉盛宴和美的

享受……

乡下的腊月喜事多，凑着过年的喜

庆，一般乡下的年轻人，都会选择在腊月

里结婚，所以，这时的乡下是最热闹的，

家里办喜事的多了，这乡下大厨，自然也

就成了香饽饽。

别看这些乡下大厨，没有所谓的“厨

师证”，但他们做的菜，那个味道，真是让

人叫绝，要知道他们的技术，可是长年累

月一点点积累下来的，什么样的食材，该

搭配什么样的配料，那是不能有半点马

虎的，而有些配料，是他们自己“研究”出

来的成果，是秘密，也是绝不外传的。

在乡下，红白事都会请来大厨，置办

酒席，这是风俗，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份

感情。因为是临时搭建，乡下大厨们干

活儿做菜的地方一般都十分简陋，大多

是用几根长木条作支撑，上面蒙上苫布，

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室”了。摆上两张桌

子，盘上一个大土灶，再准备一些劈柴、

木炭和煤块，之后就是他们用的工具了，

菜刀、勺子、铲子、大锅……它们各有各

的用途，谁也代替不了谁。

一般乡下大厨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帮

手，帮着洗洗涮涮，打打下手，之后的煎

炒烹炸，就是乡下大厨们的拿手好戏了，

一家人的红白事办得好与坏，事后的评

价，几乎全在这些大厨的手艺上了。

看着他们做菜，就是一种享受。你

看，炉火熊熊燃烧，炉火上小锅炒着菜、

大锅炖着肉。尤其是炒菜，只见他们挥

舞着长把的勺子，在各种作料碗里舀来

舀去，之后一一放进炒菜锅里，大火一

顶，火光冲天，勺子和锅磕碰出叮叮当当

的响声，就像是一曲乐章，飘荡出的音符

里，全是让人垂涎欲滴的美味！

乡下的人家，有富裕点的，有困难点

的，但是无论你提供了什么样的食材，这

些乡下大厨都能给主人家的脸上增光添

彩。富裕点的，置办的食材好，这些乡下

大厨会让你的食材锦上添花，让大家赞不

绝口；困难点的，置办的食材就稍差，但这

也没关系，经过乡下大厨们的手，它们都

会变身成一道道的美味，让人们忘记食材

的廉价，记住的全是那无尽的回味。

在我们这里，乡下的喜宴，菜主要分

为两种，一种是下酒菜，这部分菜，主要

是让客人喝酒食用的，一般讲究荤素搭

配，像什么凉拌藕片、尖椒腐竹丝、凉拌

肚丝、干切牛肉等，而最后一道菜，一定

要是鱼，这是多少年传承下来的风俗，在

乡下吃酒席的人都知道，鱼一上席，下酒

菜就到头了。就这样，酒一喝，饭一吃，

一场农家喜宴，就算是完事了，至此乡下

大厨们的工作就算是接近尾声了。

现在，住在城里，一般遇到这样那样吃

饭的事情，都是一个地方：饭店。虽然饭店

的饭菜不错，但就是吃不出在乡下吃的那

种乡下大厨们做的饭菜的味道和感觉。

乡下大厨，他们用自己的大手，烹制

出来的美味，让我今生今世吃不够，一生

一世都上瘾！

在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永远都闲

不住的人。他春天犁田播种，夏季挑水浇

禾，秋天收割贮藏，到了冬季，村里人无事

可做，都蹲在屋里“猫冬”，父亲却不闲着，

他还要到山上去砍全家人来年做饭取暖

用的柴火。

父亲要去砍柴的山离我家有三四里

路。那山很高，白花花的山崖直矗云霄；那

山也很陡，山体和地面的夹角几乎呈90

度。一条公路和小河从山脚下蜿蜒而过。

冬季白天日子短，为了赶时间，母亲

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来做好玉米糊糊饭，

父亲就着自家腌的酸菜随便扒拉几口，就

去磨斧头，检查车子。在这当口，母亲找

来父亲平时常背的黄帆布包，她要为中午

不回来吃饭的父亲准备午餐。那时候，家

家户户日子过得都很艰难，家里也没什么

好吃的东西。母亲总是往包里装几个红

薯面馍和自家树上结的柿子，再找一个饮

料瓶，里面倒点凉开水。偶尔，还会往包

里放一个他们平时舍不得吃的苹果或梨。

一切收拾妥当，天刚蒙蒙亮，父亲接

过母亲递过来的帆布包，斜挎到肩上，推

起架子车，顶着凛冽的寒风走出还在沉睡

的山村。

半个小时后，父亲来到山下，把架子

车和帆布包放到公路边，背上大绳和斧头

顺着陡峭的山坡慢慢往上爬。山上没有

大树，尽是一丛丛一簇簇的灌木。为了能

砍到粗壮的好柴火，父亲总是尽量往上

爬。站在山下的公路上看，直到父亲的身

影变成一个点，他才停下来开始砍柴。

此时，太阳冲破重重阻挠，终于爬上

山头，万道霞光像火一样，瞬间在大山的

每一道沟壑里燃烧，父亲挥舞着斧子的身

影也被镀上了一层亮金。那有节奏的“咚

咚”声像一首优美的乐曲伴着流水、和着

鸟鸣在山间回荡，久久不绝……

砍得差不多了，父亲找一块稍微平整

的地，铺上大绳，把砍掉的柴火一根根拉

过来，有规律地压到绳子上。待全部拉

完，绳子上的柴火早已堆得像小山一样。

父亲把绳子拉紧系牢，绕到柴堆后面，坐

到地上，双手抓住身后的树枝，双脚蹬住

柴火堆，身子往后仰着，使尽全力往山下

蹬去。

小山一样的柴火把沿途所到之处的灌

木丛一一压倒，从上面滚过，最后，“轰隆”

一声，坠入山底。此时，太阳已悄悄爬上头

顶，父亲来到山下，坐到架子车旁，眯眼瞅着

自己的劳动成果，咬一口红薯面馍，喝一口

水，默默地吃着午餐，满脸漾着幸福。

吃过午餐，父亲开始整柴火。他把坠

入山底的大柴火堆上的柴火一根一根地

拉出来，整理成人腰粗的小捆，到山边扯

几根藤蔓捆绑好，再一捆一捆地背到架子

车上拉回家。

这些柴火除了母亲烧火做饭用外，其

余的都成了家人冬天取暖用的好材料。

有了这些柴火，再冷的冬天，我也没有感

到寒冷。

如今，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逐步通

水，我的家乡，这个世纪工程重要取水地

源头的老百姓，为了让首都人民喝上优

质、天然的泉水，他们积极响应“保护绿

色资源，再造秀美山川”的伟大号召，都

自觉地停止了砍伐林木的行为，取暖和

做饭也由传统的烧柴火换成了用电和煤

气。而童年时代父亲上山砍柴的画面永

远地烙在我的记忆深处，恐怕今生都挥之

不去……

一场纷纷扬扬的罕见大雪，拉开了

2018年的新春帷幕，银装素裹的驿城，

如诗如画。看到孩子们在路边追逐、嬉

戏、玩雪球、打雪仗的情景，使我想起了

儿时下雪的光景。

雪，在我的童年里翘首以盼中悄然

而至。六瓣的雪花就像一个个冬日的

小精灵，悠悠地从天上降落下来，轻轻

地飘落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落了雪

的乡村如同故事里的世界，洁白耀眼、

熠熠闪光。农家院子里的柴火垛、茅

厕、猪圈、鸡窝上都会格外显眼，它们头

上顶着一撮儿、一条儿或一堆堆雪，而

雪下面就是它们真实的身影。瓦楞上

的雪开始时依稀可辨，慢慢地厚了，像

是戴着一顶顶矮矮的帽子。树枝上的

雪因受不住重压，“哗啦啦”脱落下来。

站在电线上的小鸟像五线谱上的音符，

随着爪子的挪动，雪便簌簌地往下落。

空气是冰冷的，但格外清新、洁净，吸进

肺里使人感到畅快。

下雪对乡村的孩子来说，有着无穷的

乐趣。每当下雪时，我就张开双臂，伸出

双手接雪花。迎着雪花狂奔，仰着小脸让

雪花尽情地吻。雪花飘落到脸上不觉凉，

落到眼上也不眨。张大嘴巴接着一片片

雪花，刚一入口便化了，凉丝丝的像蜜糖

一样甜，咂咂地品尝冬的味道。雪就像一

张平铺在大地上的白纸，可以画出各种各

样的画，写出不同的字；可以堆积出不同

的物件和玩具。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玩

雪球、打雪仗、堆雪人、滑冰是最快乐的

事。在三五成群地背着书包去上学的路

上，雪埋过脚脖，我们迎着风雪追逐、嬉

戏、打闹，小脸蛋都冻得红扑扑的，皲裂的

小手却冒着热气。大家分成两队，分别捧

一把一把的雪团，互相投掷打雪仗。跑

着、撵着、喊着、叫着、躲着，不是砸在对方

头上，就是投到身上。我最怕雪钻进脖子

里，顺着脊梁沟，凉飕飕的，不得劲儿。大

家在雪地上滚骨碌，浑身沾满了雪水，谁

都不在乎。打闹一阵后，虽然一双小手被

冻得通红，往袖筒里刚缩一下，又忍不住

伸出来，放到嘴边哈口热气，双手对搓几

下，又打闹起来。每个人的身上、头上、脸

上都是雪，像白发白眉白须的老翁；个个

像野牛一样在雪地里狂奔，如果摔倒了，

也不觉得疼。堆雪人是必做的事情。我

们比的不是谁堆得像，而是比赛谁堆得

大。我们滚雪球，越滚越大，一个人滚不

动了，就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大家

排成一排，一起撅着屁股拼命滚那个庞大

的雪球。一起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声音震

落了树上的积雪，惊飞了藏在树杈上的鸟

儿。当大家认为雪球足够大时，才使出吃

奶的力气把它竖起来，大家纷纷回家拿工

具、找道具，准备制作雪人。虽然不要求

多像，但总要有个人的模样。我拿着菜

刀，一点一点地修饰脸上的轮廓，不一会

儿，雪人做成了。

我喜欢雪。因为雪，使农村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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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我应聘在一家大型文

化公司的企划部工作。当时，带领我的

上司是早我半年进公司的刘哥。领导分

给我们的第一份任务，是推广一部国产

电影胶片。

坦率地说，接到这个任务后我俩都

有些力不从心，毕竟我大学主修的是中

文，完全是外行，而刘哥也就是个新手而

已。凭我俩的实力和社会关系想给片子

找到合适的买家，真的很难。

那段时间，我们是东奔西跑，忙得焦

头烂额，可项目还是没有半点进展。但

年轻好胜的我们不想就此轻易放弃，我

和刘哥互相鼓励，誓要坚持到底，把这个

任务圆满完成。

不久，我们听说欧洲一个知名发行

商要到上海办事，很可能会买几部国产

电影带回去。机不可失，我和刘哥匆忙

地准备了一下，便赶了过去。

见到发行商时，他正在酒店一楼的

金色大厅里喝早茶。我和刘哥因为卖片

心切，就贸然地走了过去。哪知，我们还

未张嘴，老外便打断了我们：“对不起，现

在是早茶时间，我不想谈任何公事，如果

两位有意，请在办公时间来找我。”

我们这才发现自己的窘态，连声道

歉，并静静离开。

开头就吃了一回闭门羹，我和刘哥

都有些心灰意冷，不过老外的话，还是暗

示我们是有机会的。于是，在酒店外守

候了一个小时后，我们主动上楼敲响了

老外的房间。

但一进去，我的脊背便升起一丝凉

风，只见老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电影胶

片和资料。显然，已经有不少同行捷足

先登了。

老外无奈地耸耸肩说：“亲爱的，你

们看，我根本就没有多少自由时间了。”

我尴尬地挤出一丝苦笑，刘哥比我有经

验，镇定地说：“先生，我们中国有句俗话

叫‘贵在精而不在多’，虽然您这里已经

有了这么多样品，可并不表示其中就有

您满意的，而我们的片子说不定会给您

带来一份惊喜！我可以开始了吗？”老外

的眼睛顿时一亮，点了点头。最终，或许

是刘哥的精彩讲述打动了老外，他竟同

意把片子留下来，让我们回去等消息。

当晚，刘哥忽然接到了总部的紧急

电话，让他回去一趟。第二天一早，刘哥

便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上海。

几天后，老外打电话让我过去一

趟。酒店里，在询问了有关片子的内容

之后，老外又详细地问起了片子的成本、

管理费用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我做了如

实回答。我见老外对我的回答做了翔实

记录。

令我惊讶的是，三天后，老外竟同意

买我们的片子，让我过去签约。得知这

个喜讯，刘哥也十分高兴，在总部办完事

后就立即飞回了上海，我们决定请老外

吃顿饭。

饭桌上，老外夸赞我们：“年轻人，你

们厉害啊！”我疑惑地问：“我俩厉害什么

啊？”“这还不厉害？”老外钦佩地说，“办

事细心，计划周密，连我询问的问题都答

得一模一样！”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公务

缠身的老外根本没有时间去看那些胶

片，急中生智，他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

法：向每组人员分开询问相同的问题，以

检验合作的诚意。很多团队因为事先没

有协商好，在回答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我和刘哥，虽然事前也没商量过，但我们

都选择了讲实话。没想到，就因为几句

实话，我们竟成了最后的赢家。

这件事后，我和刘哥都感触颇深，同

时也明白了：在职场上，有时你费尽心思

的谋划和处心积虑的准备，还不如一句

大实话起作用。做人和做事，都应该开

诚布公，诚实守信。

因为第一次的成功，我和刘哥以后

的合作一直很顺利。公司的年终表彰大

会上，我们因业绩突出，获得了董事长的

特别嘉奖。许多同事纷纷问我们：短短

时间就取得如此大的成绩，有什么秘诀

吗？

我和刘哥相识一笑：其实，成功哪有

什么秘诀，只要你认真努力，诚实用心。

因为诚实，就是人生步入职场走向成功

的一门必修课！

诚实，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