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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涛

农历腊月初二是父亲的忌日，我

那可爱慈善、辛勤劳作一辈子的父亲

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一直想写一篇

回忆父亲的文章，每当拿笔，都会心痛

难抑，特别是2020年夏，父亲的代销

点被拆后，更让我抹不去对父亲的思

念和对父亲代销点的追忆，时刻萦绕

在心头，如影随形。

我的故乡是豫东平原上一个极为

普通的小村庄，父母亲也和村里人一

样过着平凡的生活。对我父亲的记

忆，也是对我家庭的记事，还是 20世

纪70年代中期，正当着生产队队长的

父亲开起了代销点，在三里五村还属

于第一个，这在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

还未真正开始，还有集体合作社的那

个时候，在乡亲们眼中看来父亲是够

大胆的。父亲的代销点位于娄花街

的东头，位于通往附近几个村的十字

路口，十余平方米的代销点红砖蓝

瓦，与一条流向村里坑塘的小溪紧紧

挨着，村里大人小孩来来往往，可以

说是非常热闹，村里老少爷们干完集

体的农活又多了一个好去处。代销

点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记录了农

村改革开放的变迁，更承载着我们姊

妹四人伴随着父亲的代销点生活成长

的足迹。我常常觉得，父亲的代销点

就是我们的家，它有形、有魂、有根，须

臾不离。

父亲的代销点一进门便看到老式

的水泥柜台，柜台后面木制货架搭配

得虽不是很整齐，但农村日用百货、副

食糖果、小孩上学用的笔记本、铅笔等

样样齐全，柜台旁边是个只能容下一

人的小过道，过道的旁边贴着墙边放

着一张一米五的木床，那时我们兄妹4

人，每天从村小学放学回家后背着书

包趴在柜台上都乖乖地写作业，写完

后就伸手从柜台里偷拿块立糕吃，有

时候打着吵着闹着看谁拿的糖果多，

自然也少不了被父母亲训。我有时候

遇到大人或同龄的小朋友来买东西，

收下5分、1角的钱，还有点小小营业

员的身份。虽然现在代销点几乎绝迹

了，可那个时候父亲的代销点还是比

较时尚的，简直是村里孩子们的天堂，

小孩子们跟着大人，夏天闹着吃冰棍、

冬天缠着吃糖果，到了春节买摔炮和

烟火等，不仅方便了村里人买东西，还

缓解了孩子们哭闹要的尴尬。记得那

个时候，每到饭点，父亲的代销点里里

外外又成了村里人扎堆吃饭的场所。

谁家饭做好早早就来到代销点里边吃

饭边看电视、听豫剧，外面的人有的坐

在父母亲准备的小板凳上，有的蹲在

地上。有的一高兴，几个人一嘀咕抓

把父亲代销点里的花生米、剥几个变

蛋、打瓶啤酒，就着从家端的菜馍就喝

起来，乡亲们从内心感到这个代销点

妥帖地抚慰着乡村岁月，帮助了农人，

也愉悦了农人，这一方小小的天地充

满了浓浓的人间烟火。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村里

也有几个人开代销点，但时间不长又

都关门停业，村里人都说，做生意谁也

比不过我的父亲。电话刚时兴时，父

亲在代销点花钱就安装了一部电话

机，也是俺村里第一部电话，外出打

工的、在城里上班的，谁家有个啥事

就直接打电话给我的父母亲，离代销

点近的喊上几声就直接来接电话了，

远的就约好时间，父母亲告知接电话

的人，准时到代销点电话机旁等着天

南地北老家人打来的电话，父母亲的

代销点又成了街坊邻居与外界沟通

的桥梁和纽带，那时信息不发达、交

通不方便，谁家有个急事，妇女第一

时间给在外打工的男人打个电话，再

急再难的家事几分钟解决。虽然后

来手机等通信方式发达，也已经多年

不用电话机了，但父亲代销点的电话

号码我至今清晰地记着。随着周围

村庄农民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父亲

又在代销点的房檐上架起广播，传播

外地招工信息，与县运输公司联合，

利用春节前后和麦收前后返乡外出

的高峰期，接送务工群众，也解决了

农民外出务工乘车不方便的问题。

我想这也是父母亲代销点能够长期

办下去的原因之一，方便群众、服务

乡邻，也是父亲办这个代销点的初

衷。父亲的记账本里密密麻麻地记着

赊账的名单和款项。母亲常说，代销

点每年人家赊销的钱、最后没法收回

来也就不再要了。不少村民赊账后因

忘记或者其他原因没能还账但也从没

追要过，尤其是那些年村委会开展秋

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或者其他集中活

动，从父亲代销点拿的烟酒和副食品，

因村里没有集体收入都成了呆账。直

到我后来应征入伍回乡探亲，在代销

点聊天或买东西的大伯大娘、叔叔婶

婶，都不停地给我讲父母亲心地善良、

待人多好的过往。后来我又到县城、

来市里工作，携妻子和孩子回家看望

父母，总是感到代销点就是家，也一直

思考，为什么随着市场大潮冲击，村里

也开了好几家超市，但父母亲的代销

点一直没受影响，父母亲还得到大家

的尊重，从街坊邻居对父母亲的赞扬

声中我找到了答案，也真正理解了父

母亲开了几十年代销点并没有挣到钱

的原因，看起来光鲜，实际上我们的日

子也并不是很殷实。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由于长

期操心劳累，得了高血压、糖尿病，无

论多艰苦，都长年坚持。20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办好代销点的基础上，又

开始骑着自行车，起早贪黑、风雨无

阻，到附近更会卖布匹，远的去 20多

里。由于父亲做生意活道、信誉良好、

乐于助人，又带领群众发家致富，县工

商局又推选父亲当上不驻会的县个体

劳动者协会会长，一个普通农民每年

春节前都会去县里、到乡里参加总结

表彰会，领来“模范个体工商户”“致富

能手”奖状，把代销点的墙上挂得满满

的，我也看到父亲的骄傲和自豪，因为

父亲知道，只有劳动才会远离贫穷，才

能过上美好生活。父亲肩挑日月，手

转乾坤，在村里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开

办第一家代销点、购买第一台彩色电

视机、安装第一部座机电话、一个农

民当上县里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

2003年秋，父亲得了一场病治愈后，

仍在代销点和母亲一直做着零卖日

用百货的生意。直到 2018年农历腊

月初二，刚刚 73 岁的父亲心血管病

突发，没有任何痛苦地老在这个为之

操劳一生的代销点。

回想父亲的点点滴滴，对代销点

的记忆是酸涩的，但它却蕴含着一种

不屈的精神。父亲去世后，母亲不愿

随我到城里生活，母亲的心思就无时

无刻不在那上面了，独自一人继续经

营着这个已经在农村显得落后的代

销点。2020年夏，因村里修路，代销

点要被拆除，小小的代销点承载了我

儿时所有的记忆及父母亲半个多世

纪的影子。为了村里民生发展，为了

改善村容村貌，我们支持村里工作，

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旁边那陪伴了

代销点和父母亲几十年光阴的桐树，

现在想来，这棵桐树历经风雨，它与

代销点一起看到了村里人的去与留，

听了不少夏日里乡亲们乘凉的家长

里短。代销点拆除那天，为安慰母

亲，我和儿子也回了老家。当我看到

母亲不住地掉下眼泪，我也不知如何

做母亲的思想工作了。从我记事起

从未见过母亲流过一滴泪，就连家弟

英年早逝、父亲因病去世，坚强的母

亲也没掉下一滴泪。村里第一个代销

点，也是最后一个代销点没了，代销点

作为一个静止的词汇，也永远成了过

去。母亲浸满湿温的眼睛永远让我铭

记，那泪光是母亲对这个代销点爱得

如此深沉的感情流露。

母亲至今仍在老家生活，当我的

妻子、儿女劝她到城里与我们一起生

活时，她总是这句话：“守住这个家，哪

儿也不去。”其实我明白，对母亲来说，

代销点没了，家也就没了。母亲的执

着与坚守，时时提醒我，不忘昨天的来

处，感恩生命的原乡，让我在心底永存

一份迷恋和敬畏。

现在每次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老

家，已经再也见不到在代销点里乡邻

聊天的场景，也没有了农村孩子们的

喧闹声，仿佛是渐行渐远。但无论脚

下的路怎么延伸，这种味道一头连着

繁华的都市，另一头则永远牵系着难

以割舍的父母亲的代销点。那是我的

故乡、那是我的家、是我对父亲永远的

思念。

□马望

围棋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竞技

项目，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

华五千年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华传统

文化的精神瑰宝，其规则和形制无处

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特点，

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围棋

早已成为民众休闲娱乐、陶冶性情的

一项大众活动，同时也成为世界了解

中国、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

起 点 在 河

南。起源于中国上古时代、已有4000

多年历史的围棋，也因此与河南渊源

深厚。

《周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

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上古时期，伏

羲氏带领部族从甘肃天水一带来到

河南，定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当

他途经巩义和孟津附近时，看到黄河

水与伊河水，一清一浊，相遇而不相

融，彼消此长，遂受到启发，发明了太

极。黄河中又有龙马浮出水面，背负

“河图”献给伏羲。伏羲参照河图，

在太极的基础上演绎出八卦。如今

位于河南孟津的龙马负图寺就是为

纪念河图洛书的传说而建的。河图

洛书的黑白点和纵横线以及其

中蕴含的数学计算和哲理，

与 围 棋 有 着 高 度 的 相 似

性。南宋哲学家陆九渊在思

索围棋时，忽悟曰，“此河图数

也”。围棋别称河洛，也充分说明

了围棋与河图洛书有着紧密的联

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指

出：伏羲八卦思想是围棋产生的最深

远的思想渊源。

“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丹朱善

之。”这是众多关于围棋起源中流传最

广、认可度最高的传说。尧造围棋，最

早可见于《世本》，后在《博物志》《晋中

兴书》《金楼子》《路史》等古代典籍均

有记载。传说尧为教育自己顽劣鲁莽

的孩子丹朱而发明了围棋这个智力游

戏。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则记载了

公元前548年春秋时期卫国的一场宫

廷政变，其中大臣太叔仪用“举棋不

定、不胜其耦”来劝阻迎立旧君。这是

史书有确切记载的与围棋有关的最早

的历史文化典故，故事的发生地也在

今天的河南。

及至以洛阳为都城的东汉时期，

围棋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弈旨》《围

棋赋》《机论》等围棋专业书籍的问

世，将围棋理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在以开封为都城的北宋时期，围棋更

是在全社会盛行，成为群众尤其是文

人的文化必修课，围棋文化也随之达

到中国古代的巅峰。宋太宗赵光义、

刘仲甫、孟玄等一批围棋高手涌现，

同时留下许多名人趣事。宋代理学

大师邵雍所写的《观棋大吟》，全诗

360韵、1800字，从观棋者角度描述

了棋盘中复杂而激烈的拼杀和无穷

的变化，阐释了万事万物阴阳消长的

自然规律，是中国最长的围棋诗词，

学士张挺所著的《棋经十三篇》更是

中国古代围棋的集大成之作，是我国

古典围棋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的

标志。

及宋以后，随着少数民族政权入

主中原和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逐渐

转移，围棋的中心也逐步离开了河

南。但“根”扎河南的中国围棋，因受

着中原沃土与黄河之水的千年滋养，

根系向下，蓬勃生长，历经千年而生生

不息，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开枝散叶、延

绵不绝，并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魂魄

与精神中去，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

□雒应良

团团雾气在河面上移动着，顺着

河南岸蜿蜒起伏的邙山渐渐飘去，忽

而又向河北岸一望无际的河滩铺开，

氤氲着黄河两岸灰色的山岭、沟壑、

平原。冬日里的黄河在中下游交替

的这段河床静静地流淌，一改往日的

澎湃豪放，载着温情脉脉的婉约款款

东去。

站在豫西北黄河北岸的这片土地

上，阵阵凛冽的河风袭来，我禁不住打

个寒战，缩紧衣领，俯身抓起掺着冰碴

的泥土，用手轻轻地捻着。冰碴慢慢

融化，变成滑滑温润的触感，竟黏在手

上不易抛下，那是我的体温通过手指

融进了故乡这片冰冻的土地。

抬头凝望冬日里空旷寂寥的土

地，一切都脱去了季节的盛装，回

归了自然朴素的本真，沉淀出一种肃

穆和清冷的美。天际下，庄稼已经收

割殆尽，看不到秋天里一串串鲜红的

辣椒、一排排灿烂的葵花、一棒棒金黄

的玉米。纵横交错的阡陌展现出清晰

的轮廓，大片的树木纷纷落叶，几片枯

黄的叶子高高地挂在枝头，在寒风中

摇摇欲坠。前不久的一场大雪给麦田

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绿油油的麦

苗正在舒服地度过一个暖和的冬天。

这场景，使我想起母亲常说的那句谚

语：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

睡。是的，年年岁岁，瑞雪和丰年总寄

托着庄稼人对来年满满的期盼。这些

嫩绿的麦苗在厚厚的雪被下，经过冬

天的孕育，来年定是一幅麦浪滚滚的

金色画卷。

走在积雪覆盖的荒草和落叶上，

几乎听不到荒草碾压或树叶碎裂的

声音，一切变得静谧。有挑战寒冷

的垂钓者，在黄河支流蟒河结冰的

河床上来回走动，苦苦寻觅抛下鱼

饵的机会。河面上，鱼儿被寒流速

冻 在 冰 凌 中 ，化 成 晶 莹 剔 透 的 标

本。钓者凿冰求鱼，无奈镐头下去，

只留下白印，倒震得虎口麻疼，索性

坐在河边发呆。

当冬日里野性的风掠过土地荡涤

残枝败叶，当冷艳而妩媚的冬阳刺破

云彩普照大地时，总使人有一种怦然

的心灵跃动。因为冬日里无处不酝酿

着未来的勃勃生机。

太阳渐渐西沉，薄暮覆盖了阡陌

和屋舍，故乡在寒风中几分含蓄、几分

恬静。但夜幕下黄河北岸的这座村落

却没有寂寞，生着炉火焙烤怀药地黄

的几户院落灯光闪烁，屋内不时传出

夹杂着浓烈烟草味的说笑声，声音中

溢满惬意和愉悦。倏然，有怀梆戏飘

出院落，在冬夜格外清亮，或粗犷，或

激越，有豪迈抒情，有倾诉衷肠，一时

令人情怀撩拨。这是乡亲们每年冬闲

聊以自娱的保留节目，正所谓父亲说

的那句话：吼一嗓子老怀梆，夜晚睡觉

也觉香。

“今天看那城里的房子咋样？”“挺

好，首付款够吗？”“差不多，等这批铁

棍山药出手就按揭！”村西头那片小树

林里，一对恋人正在规划着未来的生

活。终年劳累的这片土地在冬日里收

获了庄稼，收获了怀地黄、怀山药、怀

牛膝、怀菊花四大怀药，也收获了爱

情。

鸟儿已归巢，风儿已渐停，月儿正

爬上树梢。明月初照人哟。

□牛付彦

大伟是从豫南一个穷乡僻壤的

小山沟里走出来的，有一个打篮球

的身高，平时不爱说话，给人一种憨

憨的感觉。

由于兄弟姐妹多，一到开学缴学

费的时候，父亲就唉声叹气，母亲在

一旁抹眼泪。初中没毕业，大伟就掂

着几本破破烂烂的书跑回家，撂给母

亲一句话：“妈，这学我不上了！”

没有了管束，大伟整天领着一

帮无所事事的男孩子在村里溜达，

偷瓜摸枣。西院的二婶撇着嘴说，

这孩就是娶个媳妇也养活不了。

不出正月，村上一个个年轻人

就结伴出去打工，春节前一个比一

个穿着光鲜地回来了，大伟眼红了，

过罢正月十五，他黏着后院邻居，嘴

里不着调地哼着春天的故事，进了

深圳一家电子厂。

别看这家伙平时像一个闷葫

芦，却很有眼力见儿，尤其很会哄女

孩子开心。进厂不到半年，就和同

一个车间的女孩子小香谈情说爱。

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下午，他领着

水灵灵的小香回来了。当时，天下

着小雪，准备吃晚饭的户开始噼噼

啪啪放开了鞭炮。

俩人是绝配。在高大憨实的大伟

跟前，小香显得小巧玲珑。小香没心

眼儿，他管大伟叫“傻子”，从不避人。

小香早大伟 3年进厂，女孩子

不乱花钱，手里有几万元积蓄。小

香也曾说过，只要“傻子”办正事需

要钱，她舍得。

这时候刚出来彩色电视机，大

伟脑瓜很灵光，他就和小香商量着，

把两个人的钱凑到一起，在街上租

间门面房，专做家电生意。

本来整条街就他一个家电门市

部，生意非常好。几年后，街上一下子

冒出来好几个家电门市部。他的生意

自然大不如前。这时候大伟他们已经

攒了不少钱，就果断地把店面转让了。

一下子清闲下来，大伟坐卧不

安。他盯住家里喂养的毛驴发呆。

因为大伟家乡盛产驴，也闹过

马户县长的笑话。据说，20世纪50

年代，一头毛驴能换回越南一辆链

轨拖拉机。

看大伟朝小毛驴发呆，小香说，

“傻子”，你憋啥屁呢？

大伟笑了，你听说过“天上龙

肉、地上驴肉”的说法没？虽然咱这

儿喂小毛驴的人多，但当地人却不

喜欢吃驴肉，就像狗肉上不了台面

一样。现在人嘴很刁，越是不看好

的东西，说不定还真能弄成事。

大伟性子急，第二天，他就在街

东头找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地，雇人

建了三间简易钢构房，开了个“伟哥

驴肉馆”。小香就说，“傻子”，看你

那熊样，急得像捡炮一样，你弄这驴

肉馆中不中？

肯定中！我当厨子，你当老板

娘兼收银员，再雇个服务员刷盘子、

洗碗、端菜、跑腿。

“伟哥驴肉馆”主打的硬菜是

凉拌驴鞭，爆炒驴板肠，麻辣、五香

驴肉汤。

该大伟挣这个钱，驴肉馆生意

异常火爆。那些靠女服务员招揽客

人的几个成规模的饭店都比不了这

个简陋的小驴肉馆，不仅方圆左近

的吃货跑十几里来光顾，就连乡里

罗乡长也成了这个驴肉馆的常客。

乡长都过去吃，那还了得，这简直是

活广告，那些各村的大小村干部都

成了这里的客人。

有了往日的经验教训，大伟不

失时机地找来七大姑八大姨，在集

镇几个人流大的地开了几个分店。

那些本来想开驴肉馆的人凉了。

大伟又不满足了。他利用“伟

哥驴肉馆”的便利，开始频频与几个

有荒山的村支书们接触，用低廉的

代价就租了当地7个荒山，全部养了

小毛驴，满山栽种香樟树，就连山下

水沟也全部经过改造变成水塘，养

鱼、喂王八。不仅如此，每年还能从

县财政拿到一笔“公益路专项资金”。

“傻子”赚大发了。和他谈生意

的不仅有上市公司老总、老外，还有

台胞。下游产业更是应接不暇，一

个个经营疫苗、饲料、树苗的大老板

也是低三下四求他合作。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省政协委

员、全省十大青年标兵等荣誉也一

个个像长了翅膀飞来。

20年来疲于奔命，对着镜子，

大伟发现两鬓有了白发。

大伟一鼓作气，又在刚刚通车

的高铁站附近拿下66亩地，建起了

一栋29层高的大楼，除一部分用于

办公外，其余全部按照五星级酒店

标准装修，县里开两会、大小局委开

会，首选这里。

其实大伟心里透亮：他能走到

今天，靠的是政府这棵大树，有国家

的支持和扶植，自己才能走得更远，

步子才迈得更大。

大伟的事业水涨船高，成为当

地的明星企业，省领导走马上任，第

一站就是走进这个白手起家的民营

企业参观调研。

正当企业风生水起时，大伟却

突然作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

定：要与供销社进行融合。

大伟发现，当下，国家正重启供

销社，但是，资金是一个大问题，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政府也很头疼。

大伟对小香说，大河有水，小河

才不干。眼下政府作难，正是他作

为民营企业伸出援手的时候。

不仅小香不理解，兄弟姐妹也

无法认同：你这个一家独大的家族

企业投钱给供销社，会不会打水

漂？乡亲们也差点惊掉下巴，议论

纷纷：“看看，大伟这孩子就是憨！”

据当地媒体报道，有了大伟这

个民营企业的注资，县供销社系统

很快盘活，不仅各乡镇的供销社一个

个满血复活，就连各个村都建起了以

政府为主导的代销点，村民购买柴米

油盐酱醋茶，根本不出村，不仅节省

了时间，商品物美价廉，从没出现过

假冒商品，因为没有了中间商，供销

社上下一盘棋，成为当地的亮点，被

新闻媒体反复挖掘。随后县供销社

又成立了购销电商公司。

小香笑着说，“傻子”，你不真

傻，以前，咱把活驴卖给外地，整夜

整夜出圈、过磅、装车，下来累个半

死，现在全部是由供销社托管兜底，

省了很大劲。

在市长多次出面下，与一家上

市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由供销社

引进的驴胶生产线上马。

从前是大伟安排业务员四处找

客户，现在，不出乡，那些活蹦乱

跳的小毛驴成了抢手货。

故乡的冬

父亲的代销点

千年围棋“根”在河南
散 记

乡村乡村 印象

小小小小 说

“傻子”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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