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前些年，靠几亩水田过着紧巴巴的

日子。现在，承包了山头，养了

100

多头生

态羊，除了卖羊的收入还有年底产业直补

奖励，日子是越来越红火了。”弋阳县朱坑

镇米岭村满港村小组村民陈仙花站在自

家门前笑着说道。她身后的两层水泥房建

于

1996

年，是村里盖起的第一栋楼房。当

时，陈仙花因养殖牛蛙而小有名气，一年

能赚

2

万多元，还被评为了县里的“ 三八

红旗手”。

变故发生于

1997

年， 因为手术后遗

症，陈仙花无法从事体力劳动，蛙厂倒闭

后，一直靠丈夫朱福明干农活、做小工赚

钱。家境困苦加上病痛折磨，让昔日的“ 三

八红旗手”一度垂头丧气，整日躺在家里。

“ 你肠粘连比较严重，可以养养羊，跟着羊

跑步运动， 喝点羊奶。” 在一位老中医的

建议下， 初中毕业的陈仙花向亲戚借了

2000

块钱， 买了

5

头羊， 又买了些养殖

书自学起来。 日子一直到

2014

年， 被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 陈仙花了解到除

了医保可以享受

90%

的报销比例之外 ，

镇里还有针对发展产业的扶贫政策， 她

决心改变自弃现状。 “ 我申请了小额贴

息贷款， 借了

5

万元 ， 用于购买设备 、

饲料， 搭建养殖场。” 有了早年养殖牛蛙

的经验， 善于学习的陈仙花逐渐摸索出

了一套有效的养羊秘决， 增收的同时还

成了当地特色种养“ 专家”。 “ 我的徒弟

还有从横峰青板、 葛源来的呢。” 面对未

来， 陈仙花还有进一步打算： “ 计划再

建一个大型养殖场地，再做规模！ ”

脱贫攻坚， 产业扶贫是基础。 在革

命烈士方志敏的家乡弋阳， 以产业发展

提升贫困户增收致富能力的扶贫模式 ，

成效逐渐显现 。 放眼全县 ， 围绕 “ 雷

竹、 大禾谷、 菌菇、 马家柚” 等主导产

业， “ 十三五” 期间已落实产业扶贫项

目

225

个 ， 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6381.96

万元， 覆盖

121

村、

6000

余户贫困户 ，

户均增收超

900

元 ； 向

1200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发放小额贷款

10321.9831

万

元； 通过“ 公司 、 能人 、 党支部

+

合作

社

+

基地

+

贫困户 ” 等模式 ， 做大以休

闲、 采摘、 观光、 体验为模式的现代农

业旅游产业， 全县六成以上的村庄打造

“ 一村一品”， 帮助

1.8

万余名贫困人口

脱贫。

“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

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

85

年前，革命

烈士方志敏这样展望着；

85

年后，内心的

执着和坚定不变， 弋阳在奔向小康的路

上，践行初心与使命，把愿景变为了美景，

将憧憬写进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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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文逸

———弋阳县脱贫攻坚工作综述

映初心

弋阳湖塘 ， 革命烈士方志敏曾这样描述家乡 ：

“从远处望去， 我这村庄的外景， 还是很好看的： 村

背靠着两座矮山， 山上都长着茂盛的树林； 村的周

围， 长着许多花果树， 全村的房屋， 都被深绿的树木

掩映着……” 如今的湖塘， 一条条平坦硬化道路直通

农家， 一座座楼房整齐排列， 一张张朴实笑脸竞相绽

放，处处彰显着活跃跃的创造。

从湖塘村出发，纵观弋阳几年间的变化，脱贫攻坚，

无疑是一系列变化的“推手”———弋阳有“十三五”贫困村

20

个，

2013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0420

人， 贫困发生率

6.4%

。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当催人奋进的号角响彻这片

红土地，弋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抓铁有痕，为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把“脉”开“方”，发展富民产业坚定不移，改

善基础条件持之以恒，一级一级领导扛牢责任，一项一

项机制锐意创新。 从县委书记到村党支部书记，从帮扶

单位“一把手”到帮扶干部，弋阳干部群众同心同力，凝

聚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力量，如今全县贫困村、贫困人口

全部退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面清零”。

“ 没想到昔日小山村能成为‘ 网红村’，游客

让我们鼓起了钱袋子， 也摘掉了贫困村的穷帽

子。”眼前，拔高嗓音、兴高采烈说着话的是漆工

镇湖塘村脱贫户李美凤， 村里的一串串变化经

她的描述在眼前活现起来。

走进漆工镇湖塘村，村里“ 一片红”———五

角星造型的路灯沿着沥青路面照亮村庄， 方志

敏的相片摆在了家家户户的厅堂， 随处可见一

个个烈士故事的牌匾。

120

多年前，这里是方志

敏的出生地，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摇篮，湖塘

村

80

户人家， 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

96

名；

120

多年后，作为省定贫困村，湖塘将乡村旅游与脱

贫攻坚有机结合，打响红色乡村游的金字招牌，

使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贫困户收入稳步增长，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

60

岁的李美凤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世代

以务农为生，可随着村里的一连串变化，李美凤

也有了“ 副业”。来到她家的四层小楼，会发现三

楼的装修最为精致，

4

个房间都装上了空调。 原

来，近年来湖塘村发展红色旅游，承接了漆工镇

党校和方志敏干部学院的学员资源。 村民吃上

了“ 旅游饭”，李美凤也成为村里

40

名民宿老板

之一。“ 客人来了就去村部领床单、被套，离店后

再拆下来送洗，省心又方便。 村里还有补贴，每

接待一名游客，就能获得

120

元收入。 ”李美凤

说，去年生意最好时赚了

7000

多元，比种地收

入高多了，稳稳超过贫困线。

“ 一部红色话剧、一杯红军茶、一餐红军饭、

一场红歌会、一场红色电影、一条红军路”，县镇

两级政府先后投入

3000

余万元对湖塘进行提

升改造，建成方志敏广场、方志敏读书园、方志

敏足迹园等，吸引游客前来“ 打卡”，已接待省内

外大型红色教育培训

15

批次， 并于

2018

年整

村脱贫，被评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去年全

村人均年收入达

1.2

万元。

湖塘是弋阳激活红色资源助力脱贫攻坚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弋阳深耕红色旅游资源，积

极整合方志敏纪念馆、方志敏故居等红色资源，

以农家乐、民宿、休闲旅游、红色教育和方志敏

干部学院现场教学点等为核心，探索“ 旅游

+

扶

贫”“ 合作社

+

农户（ 贫困户） ”“ 协会

+

农户（ 贫困

户） ”等乡村旅游助推脱贫攻坚的新模式，打造

了欢乐邓家、诗画夏家、厚重谢家、耕读倪家仓

等一批生态观光、森林康养、特色小镇等旅游新

业态。

从山脚下滑坡多发的木头房搬进整齐漂

亮的排屋，叠山镇慈竹村乐家组

66

岁老人乐

明珠终于睡上了安稳觉。自从老伴

10

多年前

因病去世、儿子入狱儿媳去世之后，乐明珠独

自一人拉扯着孙子和孙女。

2014

年，乐明珠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一系列惠及贫困群

众的政策纷至沓来： 一家三口易地搬迁住进

了

75

平方米的新房，孙子孙女的学费得到减

免还享受每学期的寄宿补贴， 在不小心把腿

摔断后乐明珠也通过医保报销了绝大部分费

用……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让乐明

珠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整齐划一的新房、干净宽敞的庭院，通到

家门口的水泥路， 这里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

一应俱全， 记者在慈竹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

点见到乐明珠老人时， 她正在整理刚从山上

捡来的柴火。 即使年过花甲、满头银发，乐明

珠依旧自强自立。“ 党和政府已经帮了我们太

多，能自己做的就尽量自己做。 ”房前晒着采

来的野果和枯柴，屋后种着青菜，乐明珠日常

生活基本实现自给。“ 别看我一大把年纪了，

我还在家对面的车间里上班呢。 ”

乐明珠口中的“ 车间”是去年投入生产的慈

竹村扶贫车间， 从事的是肉类食品加工， 门槛

低、 技术要求不高， 中老年人甚至残疾人都能

干。“ 我动作比较慢，

3

个来月也挣了

1000

多块

钱。 ”乐明珠笑着给记者算账：“ 每年都市菜园分

红

3000

元、 扶贫车间

4000

元、 低保

2000

多

元、养老金

1440

元等等，一年收入有

14700

多

元呢。”乐明珠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影响了她的邻

居们———同为易地搬迁、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张

茂贵、乐席才。 张茂贵虽身患疾病，却也来到扶

贫车间“ 上班”，还自己开垦荒地种植西瓜；乐席

才通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班， 学习养殖家禽提

高收入，被评为“ 五好文明家庭”。

搬迁只是手段， 脱贫才是目的。 为帮助

“ 跳出”山区和地质灾害点的易地扶贫搬迁群

众“ 落地生根”，弋阳在安置点设立扶贫车间，

并通过开展劳务培训、 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方

式，让搬迁贫困户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目前，

弋阳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住房建设已全面

完成，

97

户

344

名贫困群众在新居迎来了美

好新生活。 不仅如此，该县通过水电、房租补

贴等政策扶持方式，引导全县服装、电子、农

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创建扶贫车间

（ 加工点） ， 累计拨付扶贫车间吸纳劳动力补

贴资金

26.6

万元。 今年以来，全县实现贫困

户就业

9730

户，就业人数比例达

72.8%

。

“ 宝宝们，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江西上

饶的扶贫产品———弋阳年糕……”晚上

8

点，弋阳消费扶贫馆里灯火通明，直播主

持人邵梦莹正在电商直播间推介弋阳特

色扶贫农产品，刚一开播便吸引了

3.4

万

人流观看。“ 这已经是我推荐的第六场扶

贫产品了， 国庆期间我们卖了

3000

斤红

芽芋，销售额过万元。 ”

今年

10

月，弋阳消费扶贫馆成立，以

“ 直播带货、扶贫助农、带动经济、共赴小

康”为理念，帮助扶贫企业“ 走出去”，扶贫

产品“ 销出去”，不断拓展了扶贫产品的销

售渠道。 土葛粉、大禾米粿、马家柚、蜂巢

蜜、雷笋干、生态大米……这些贫困户的

收成正通过直播带货变成实实在在的收

入。 前不久，邵梦莹直播团队还走进了弋

阳葛溪的李歌农场， 现场直播卖起来酱

鸭。“ 当天卖了千余只， 销售额超过

3

万

元。”成立

2

月有余，弋阳消费扶贫馆通过

直播带货的方式， 已销售扶贫产品近

20

万元。

直播平台给了扶贫产品直接走入活

跃市场的机会， 更为扶贫干部提供了开

展消费扶贫工作的平台。 在弋阳， 第一

书记也当起 “ 网红 ”， 用最 “ 潮 ” 的方

式， 将最“ 土” 的农产品以最“ 快” 的

方式销售出去。 今年

5

月， 该村第一书

记鲍莉芸当了回“ 主播”， 参加了省妇联

《 最美第一书记带货啦》 、 天猫江西日网

络扶贫产品直播带货活动， 现场推介了

弋阳年糕、 土蜂蜜、 菊花茶等多种扶贫

农产品， 吸引了超百万人流观看， 扶贫

产品销售额达

25

万余元， 为村里产业发

展打开了一扇崭新窗口。 黑斑蛙是弋阳

县葛溪乡雷兰村特色养殖品种。 为拓宽

销路， 鲍莉芸还带领驻村工作队主动联

系电视媒体到村里拍摄， 通过江西五套

《 第一书记“ 店小二”》 栏目， 为黑斑蛙

代言， 助力消费扶贫。

不仅如此， 为拓宽扶贫产品销售渠

道， 弋阳还实施了扶贫产品进机关食堂、

进学校食堂、进医院食堂、进企业食堂、进

交易市场的“ 五进”活动，在城北华联超市

为扶贫产品设立了专柜，通过线上线下双

渠道推广并销售扶贫农产品； 在全县

16

个乡镇集镇和

20

个贫困村已全部布局农

村电子商务村级服务点，

2019

年帮助

317

户贫困户增收

141.2

万元。 截至目前，全

县消费扶贫共实现销售收入

260.47

万

元，其中扶贫产品“ 五进”销售额为

82.03

万元、电商销售额为

60.11

万元、订单式

销售额为

63

万元。同时，该县积极参与江

西扶贫产品展销会、 上饶名特产品展销

等， 展销会销售额超

5

万元；“ 扶贫日”当

天扶贫产品销售额达

10.25

万元，签约金

额

3.7

万元。

湖塘春秋

弋阳风俗打年糕 记者 徐斌 摄

直播带“火”扶贫产品

记者 邱崴 摄 扶贫车间笑声朗朗

本版部分图片由

弋阳县扶贫办提供

光伏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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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也在晒太阳， 和我不同的

是， 她手上还忙着活计———织毛

衣。这是她给儿子织的一件毛衣，

奶白色的棉线在两根毛衣针的穿

梭下正在被慢慢编织， 我数着她

的针数，看着她织了一圈又一圈。

“ 你也来织，我教你！ ”她爽

朗地笑，睃着眼对我说。 她比我

大， 总是以姐姐的姿态教导我。

我不语， 她以为我不感兴趣，又

低下头织她的毛衣。

这是

2006

年的事。 我们都

在乡镇教书，难得的中午闲暇时

光。 学生都回家吃饭了，校园一

片寂静。我们坐在学校的教工宿

舍前，晒着太阳，她织毛衣，我看

她织。

其实红不知道，我有一个特

会织毛衣的妈妈。 从小到大，我

身上的毛衣都是我妈织的。耳濡

目染，我十分知道织一件毛衣的

繁琐， 它考验着一个人的耐心。

那时，我没有耐心。 那时的我正

经历着人生的低潮，感觉人生百

无聊赖。

“ 织吧 ， 转移下注意力也

好。 ”红又一次鼓励我说。

我瞅瞅她手上那件毛衣，快

要完工了。她儿子站在我边上玩

我手机里的游戏， 粉嫩的小脸，

长长的睫毛，神情十分专注。 那

时的手机游戏也简单，就是“ 俄

罗斯方块”之类的游戏。

等她织完那件毛衣，天气更

冷了，太阳已经很少露面。等到冰

霜雨雪一下来， 乡镇的集市上就

多了许多卖炭的老人。 炭的烧制

一般在山里， 年轻人已经很少做

这个了。我们会去集市上走走，当

然不是为了买炭， 更多的时候是

为了消遣午后时光。 冬日下午上

课早，午睡恐来不及的，走走路，

消消食，解解困。有时候我们也会

带回一些东西，一双暖鞋，几个桔

子，一把瓜子……黄昏时分，忙完

教学上的事，把心事嗑进瓜子里，

剥开桔子，把桔子皮放在窗台上，

走进走去， 屋内就有了一股淡淡

的桔子的香气。

之后几年，我们陆陆续续地

离开那里。这些就成了遥远的事

了。

久雨初晴，天空还有些阴霾，我漫步

来到岑山森林公园。可能是久雨的缘故，

游园登山的人很少， 偌大的公园显得异

常寂静。我站在山脚的水库边，看着山谷

中缥缈的云雾， 听着山顶飞奔而下的瀑

布声，松林间婉转的鸟鸣，浮躁的心不免

沉静了许多。 于是拾级而上，往云雾缭绕的山中走去。

这是一座城市森林公园，由岑山和天台山组成，两座

山的入口处都直通县城中心城区。 景区内山岭地势起伏

较大，面向城市一边地势相对和缓，山脚有两座水库，平

时蓄水灌溉，夏天则是市民游泳消暑的好去处。 山的背面

地势较陡，有很多峭壁，岑港河依山而流，像一位痴情的

女子，紧缠着岑山。

我沿着铺着青石板的游步道向岑山的深处走去。 山

上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 因为下了很长一段时间雨的缘

故，峡谷中水流湍急，瀑布从山顶飞流而下。“ 泉声咽危石

,

日色冷青松。 ”流泉声响，鸟鸣清脆。 走到岑山洞的时候，

白云深处有人影，原来早有人爬到半山腰来了。 这是峡谷

中的一处平缓之地，游人一般到此返回，再往山顶上去的

不多。 我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就继续往上走。 路更陡也

更窄了。 人过峡道，幽意更深，右边峡谷中长着一人多高

的茅草，两边峭壁上有黄色的野百合在招摇。

一座简陋的亭子夹在两座山峰中间的一座简陋的亭

子。 亭子建在悬崖上，有一种“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

势。 穿过亭子就到了山的后背，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径挂在

峭壁上，通往一个叫七星岩的道观。 道观建在半山腰悬崖

上一个深

5

米、宽

4

米、高

5

米的天然石洞里。 道观分三

层，底层为杂货间，楼前依坡而垦，种植着一些蔬菜；中层

是生活区，道姑们的饮食起居都在这层，屋中央有个巨大

的餐厅，可同时容纳

200

多人就餐，农历每月的初一和十

五，香客们来此烧香朝拜，并在这间餐厅用膳；最上层就

是设在石洞中的大殿，大殿内供奉有玉皇大帝、观音、文

殊、财神、八仙等。 观外有一对石狮，雄狮抱球，目光如炬，

母狮怀抱小狮，拙朴可爱。 狮子面对山脚下的岑港河，有

镇水之意。 在进入道观的入口处，修了一座石门，大门两

边有副对联写着：“ 欲入神仙境，先进道德门”。

在悬崖峭壁的山洞里造出这么宏大建筑来的， 即使

是现代， 把这些建筑材料运上山也是一件颇费力气的事

情。此洞以前无路，非腰缚绳索、手攀藤萝不能至。先人们

克服常人无法忍受的困难， 在悬崖峭壁上硬生生地造出

一座宫殿来。 观前有一块宽敞的平台，有石桌石椅，供香

客休息用。 因为这个道观在山后背，比较偏远，平时登山

锻炼身体的人很少来这里。

道观大多建在山高僻静之处。 刘熙所作《 释名》中有云：

“ 观者，于上观望也。”观就是古代天文学家观察星象的“ 天文

观察台”。 道作为中国古代一种至高的精神追求，凡人皆以

仰望，故借观。 观道，如同观察星象一样，深不可测，只能揣

摩，观之，觉而明慧。道观之地，乃窥测无上天意所在之所，后

世亦解为某种处所，因而有“ 道观观道”之说。

站在这里，视野开阔，山下的田野村庄，河流道路尽收眼

底；眼前群峰竞秀，阡陌纵横，大地万紫千

红；远处的名山胜地灵山像一条巨龙在云雾

中若隐若现，宛若在仙境游动。 果然是“ 清静

无为”“ 离境坐忘”的修心场所，为人在旅途

者提供一个歇息的地方。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

旭日东升，山青水碧，一种滔滔天下、荡荡乾

坤、天下有我的豪情壮志。 我每次来此都要在平台上活动筋

骨，踢腿、打拳、扭腰、蹦跳，锻炼累了，就到观里岩壁下水池

里掬一把清泉，喝一口，甜甜的；洗一把脸，爽爽的。在横峰民

间，传说用这里的泉水清洗眼睛，可以明目，可以治眼疾。 不

管信与不信，难得有此清幽无尘之所，一汪清泉，从岩石缝隙

里渗出，在岩壁上滴落，它在人的心里自然是清澈透明的。

而今天，午后的道观就显得更幽静了。 整个道观除了侍

候香火的师太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先在观前平台上活动了

一下筋骨，做了一套动作，运动了一会儿，出了一点汗，然后

进得观去，随手往福德箱里塞了点香火钱，再点上一炷香，准

备朝各尊菩萨拜去。 耳边忽然响起了木鱼声。“ 笃、 笃、笃

……”在这静寥的山洞里，显得特别的清脆，特别的庄严，我

不敢东张西望，诚惶诚恐地向每一位菩萨拜去。 青烟袅袅，

木鱼声声，回神间，我已人到中年，身却还似那无根的浮萍，

被水逐流。 木鱼声声，声声入耳又沉淀于寂静，但我无法禅

坐蒲团，尘埃未落定，我还在路上行走。

拜完后，木鱼声也停了下来。 师太从香案上的供盘里拿

了一根香蕉递给我，我摇了摇头，开玩笑说怎么能跟神仙抢

东西吃呢？ 师太笑了，说：“ 孩子，吃了吧，这是菩萨对你的恩

赐，你会变得更好。 ”听她这么说，我接过香蕉吃了。

再次谢过师太，退出了大殿。 走出山门后，我径直往

山下走去，任由清风送浮云，不再回头。

我的堂伯方季康是一个被村里人戏称为“ 老顽固”的

人，但在部队任少尉飞行员的儿子牺牲后，不仅自己“ 想

得开”，还做老伴的思想工作，这是一个“ 质”的飞跃和转

变，确实令人回味和深思。

堂伯一生吃苦耐劳能干，养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

四个儿子中有三个连同大女儿都因家穷未进过学校的

门，只有老四和小女儿解放以后分到了田地，翻了身进了

学校，小儿子乃兆读到高中一年级时，

1958

年解放军空军

部队来上饶招飞行员，在众多学生中经过层层筛选，终于

被选送到空军部队并顺利当上了战斗机飞行员。

儿子当兵离家五年了，部队生活也实在紧张，又是飞

行理论学习、又是滑翔训练和跳伞，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和

训练，一晃五年很快就过去了，忙得不亦乐乎，从东北长

春到华北保定、邯郸再到大西南的成都，全都留下了他的

足迹，漫长的五年连一次家都未回来过。 家里的人因没有

文化，也不方便到外面去走动。 作为父母，儿子离家五年，

日思夜想，是多么想念在外当兵的儿子呵。 子女们看准了

父母的心思，因母亲是小脚女人，一致同意父亲去。 此时

的堂伯，他既很想去，但又胆怯怕去，因为他已是古稀之

年了，没文化又患青光眼，眼睛不便，但老人这漫长的五

年的思儿之心又是那样的迫切。 那时的通讯是那么落后，

全大队千户人家只有一部电话机， 而农村电话又打不到

部队去，儿子与家里唯一的联系方式只有写信，而写回来

的信老人听人家念实在不过瘾。 他这大半辈子没有出过

百里之外的远门， 而这时小儿子已在千里之外的安徽蚌

埠了。 尽管这么远，堂伯还是铁了心冒险去。 为了路上顺

利一点，我（ 当年正读大三，因病休学在家）给火车站的列

车员写了一张恳请他们关照的便条，突出老人是去“ 探望

在空军部队当飞行员的儿子”。 因当年坐的火车是慢车，

从上饶沙溪火车站上车，一路上相隔

10

公里左右一个小

站就有一百多个，还要在大站金华、上海、南京等站转车，

上上下下，又要买票，实在麻烦不便。 幸亏那时军民关系

特别好，尤其是对飞行员，凤毛麟角人们都刮目相看。 事

后得知，上车后列车员见到这张便条立即向列车长汇报，

随后他们开碰头会，商量如何照顾好老人，连上便厕、转

车、购票、吃饭、与蚌埠联系等都安排好了，真是无微不

至，老人一路很开心，不知不觉到达部队驻地。

初夏五月的蚌埠，野花盛开，经历了三、四年苦难时期

的安徽大地，到

1963

年又开始重现生机，蚌埠大街小巷各

种蔬菜、农副产品又逐渐丰富起来。 在部队住了九天，老人

眉开眼笑，非常开心，儿子每天早上、下午两次到住地看望

老爸，打开水，洗衣服，与老人谈天说地。 有一个星期天还

陪老爸到蚌埠公园、大街小巷玩了一天，品尝了当地的小

吃，这一天是老人有生以来玩得最为开心的一天。

“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伯父到部队的第十

天，本来儿子到父亲住地是很有规律的，即每天早上

6

时

半和下午

4

时半左右，而这一天下午

5

时过了还没有来，

5

时半快要吃晚饭的时候，突然来了一辆汽车出现在老人

面前。 来人不是儿子而是两位军官， 神情凝重地说：“ 大

伯，乃兆出事了，请你跟我们去看看”。 随即把他扶上了吉

普，车子开了一会儿在机场边上的矮房子旁停了下来，只见

房子里的一间大厅里放着两具用白布遮盖的遗体， 他们没

有掀开白布（ 后来听说儿子脸部好难看），随后一位军官用

带哭的声音沉痛地说：“ 你儿子是为蚌埠人民的安全而牺牲

的，他死得光荣，死得伟大，请你节哀。”事后一位军官详细介

绍了出事的经过：“ 当时国内周边局势紧张，部队加紧训练，

那天军训的项目是投弹。 两个起落以后， 第三次俯冲投弹

时，发现飞机出故障，指挥部立即命令：返回机场。 他们遵命

返回，而在返回的途中，飞机失控了，指挥部又立即命令他

们弃机跳伞，但这时，飞机已飞到蚌埠上空了，如果弃机，势

必要毁坏城区的房子和伤害居民。 于是，他们不顾自身的安

危，驾着失控的飞机往机场方向飞去，在离开城区，快到机

场上空的瞬间，他们跳伞了。 但这时，飞机离地面太近，降落

伞无法打开，他与炮手一起牺牲了，他的一块“ 季洛夫”手表

摔出了一丈多远，表壳连接处摔坏了，但还看见秒针不停地

在走，好像在呼唤他的主人，为他唱挽歌似的。 他们的壮举

感动了部队上上下下的官兵。 上级领导机关根据他们的壮

举特批为“ 革命烈士”。

第四天，堂伯带着儿子六个月（ 约

400

元）的抚恤金，

在部队军人的护送下回到了家。 部队同志就安葬地问题

征求家里的意见：或蚌埠革命烈士陵园，或上饶茅家岭革

命烈士陵园，或家乡，由你们家人讨论决定。 家里经商量，

决定安葬在家人天天看得见的故土。

一个星期后，棺椁由一节火车厢运了回来。 五年前离

家时，是一个生龙活虎、英姿勃发的少年郎，五年后的今

天，见到的却是一副漆黑的棺材，作为母亲，那种痛彻心

扉的心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当她触摸棺材的一刹那，真

是撕心裂肺，天打雷劈似的。 伯母哭得差点断了气。 那悲

惨的场面，老天爷见了也会为之动容落泪。 尽管部队的同

志和亲朋好友一再规劝， 都无法抚平伯母那悲痛欲绝的

心情。 哭了老半天，大家连拉带拖把伯母扶回了家。 伯父

见老伴哭成这个样子，心想：不能再这样让她悲痛下去，

这样下去身体会弄垮的。但怎么样才能说服老伴呢？他突

然想起山东那老两口子 （ 即与他儿子同机牺牲的炮手的

父母） ，他们那坚强、大度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情

怀，真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主意拿定后，伯父一字一

板地对老伴说：“ 事到如今，哭死了也没有用，我们只得想

开了， 那两个山东老人真想得开呀， 他们看到我哭得伤

心，做我的工作，说：“ 要当兵，就会有牺牲，为了保家护

国，死了也值，人总是要死的，只不过早一点晚一点，老伯

呵，俺们都要想开点，人死不能复生，俺们活人还要生活，

要生活就要有好的身体，哭坏了身子，儿子的在天之灵也

会伤心的。 ”老太婆，我们是人，山东人也是人呵，我们也

要学学他们，像他们那样想得开点，哭坏了身子，划不来

呵！ ”伯父的这些话，字字句句，重若千斤，深深地撞击着

伯母的心灵，像灵丹妙药似的使她渐渐冷静下来，女儿们

用毛巾给妈擦干了眼泪，伯母终于止住了哭泣。

想当年，堂伯是个有名的“ 老顽固”，他

1

米

80

的大

个子，古铜色的脸上泛着红光，说话像洪钟，性格直爽，有

啥说啥。

1956

年入高级社时，把他好不容易置办起来的大

型农具连同耕牛、土地一并入了社，堂伯想不通，尤其是

土地，他说这是分给他家的，并发了土地证，只种了五、六

年，怎么说收回就收回呢？ 他大动肝火，骂“ 上级领导”乱

来；

1958

年大办食堂“ 吃大锅饭”和“ 出工一条龙、收工一

窝蜂”的人民公社他更恼火，整天骂骂咧咧。 他的“ 树大开

杈，兄弟大分家”，强烈要求了分田单干的思想影响了几

代人。 看如今，现在儿子牺牲了，他的思想觉悟倒提高了，

不仅不骂娘，倒做起家人的思想工作。 他的思想转变，确

实令人深思。 多少年来，我经常想起来这事，现在我终于

悟出来了：存在决定意识。 他儿子一牺牲，首先碰到的是

与他在一起“ 同患难”的山东二老，他们“ 同是天涯沦落

人”，心心相印，他们说的那些话，质朴，实在，入情，入理，

是堂伯那禁锢思想的一把钥匙。

部队同志看到堂伯伤心欲绝、悲痛不已的样子，也反

复用事实来开导他：“ 你伤心悲哀，我们也一样心痛。 ”他

们告诉堂伯：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实在不易，仅从钱方面

来说，那花销也是惊人的，买进口飞机，购进口的航空汽

油及各种设施，生活费用等，从进入部队到能独立飞行，

在每个飞行员身上花的钱， 足可以塑造一个同你儿子一

样高大的“ 黄金塑像”。 堂伯听到这里，惊呆地说不出话

来， 万万没有想到国家在自己儿子身上花的钱可以塑造

一个“ 黄金人“ 呢！

在军营，乃兆正直大度、待人友善，他的朋友多，牺牲

后，一批一批的军人来看望堂伯，安慰他、开导他，堂伯看

到部队同志那泣不成声、 对失去战友的真挚的感情也深

深地受到感染， 尤其是追悼会上那肃穆的场面和众多官

兵强忍哭泣的情景，也强烈地撞击着老人的心扉和灵魂。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堂伯确实被山东夫妇和部队同

志的高尚情怀所深深地感染了， 这种情感渐渐地促成了

自己思想转变和做老伴的思想工作的强大动力， 并使他

活到了耄耋之年，成为家乡当年一颗不老松。

我深感遗憾的是：由于当年时间仓促，没有从长计议

去考量，错把墓地安在老家而未去茅家岭革命烈士陵园，

致使二老和兄长故去 （ 现在还有一位九十岁的贫困户三

哥还在）后，镌刻着“ 方乃兆烈士之墓”的坟茔多年来被淹

没在凄凄的荒草丛中，诚望有关部门能去过问一下，或拨

点专款修缮、或迁往茅家岭烈士陵园，以告慰烈士，让烈

士有一个好的归宿。

小时候，家中住房算是宽松

的。 几间木板房围着一个天井，

屋后及左右则有土墙环绕。房子

的历史不算久远，却因为阳光暴

晒和雨露风霜的侵袭显得陈旧，

但母亲将它们收拾得异常整洁。

父母的房间比较宽敞，我与

父母一起睡。几个哥哥都已经外

出读书，放假时才能回家。 他们

几人同一个房间，两张床，再摆

两张书桌。 最小的姐姐尚未出

嫁，她也有一个房间。 我真切地

记得，我家楼上有一张床，床顶

铺着木板， 上面再铺一层塑料

皮，还有一件旧蓑衣压着，以防

下雨时会有零星的雨点透过瓦

片溅到床铺上。 这张床是空着

的，露着并不算平整的床板。 只

有家中办事或正月里远方的客

人来拜年，母亲才会将它铺上厚

厚一层稻草，铺上席子，抱来被

子和枕头。 有那么几次，父亲或

是母亲， 端着油灯站在板梯顶，

仔细地询问客人会不会冷。而客

人的回答自然都是满意，甚至夸

张地说热得有点睡不着。

那个年代，乡村房子普遍狭

窄。 一张客铺的体面与否，代表

着主人的待客之道与持家本领，

更彰显着富裕与贫穷。 当然，当

年的贫与富，差距其实是很微小

的。

后来我们家因为兄弟众多

而分家， 新盖了三间土墙瓦房，

条件就更加优越了。 不仅有客

铺，甚至还有单独的客房。 与我

们自己的房间一样， 装了电灯，

床边还有一张马鞍桌。我那难得

一来的姑姑， 对此赞不绝口，说

这样住着实在是不想走的。

邻里有些人家，自己一家人

尚且住不下，三尺多宽的床要睡

四五个人呢， 大人小孩分两头

睡，密密麻麻地交叉着。 客铺就

不可能有了，倒不一定是没地方

摆下一张木床，而是置办不起棉

花被。 那时候的一床被子，应该

是很多农村人家里最贵重的物

件了。阳光普照的日子在门口晾

上几条， 路过的人都会停下来

看，带着羡慕的眼神夸赞主人治

家有道。

记得有回我和父亲一起出远

门吃酒席， 主人在夜里带我们到

邻居家搭的床铺。那床被子簇新，

很是温暖而舒适。我钻进被窝，脚

却扎进了稻草里。原来，草席里有

个不小的破洞。 父亲急忙不让我

出声，低声跟我说，人家把新被子

给咱盖了， 而他家里好的席子就

一床竹席，冬天里睡太凉。这户人

家是个篾匠， 一个谨小慎微的手

艺人，与我们家也有亲戚关系，至

今我还时常看到他。

出门拜年，十里开外的亲戚

一般都要我们留下住一晚。每次

临睡前， 我母亲都一再交代，电

灯开关在哪里，夜晚要方便又在

哪里。如果有类似鼠叫猫叫屋外

野鸟野兽叫不要害怕什么的，并

吩咐我们有事尽管唤他们，他们

就住隔壁。

我的大伯住在一个极度偏

僻的山里，路途远且难走。 还是

我爷爷年轻时盖的木房，已经有

些歪斜，屋后用好几根木头顶在

山坡上支撑着。大伯家自然是没

有客铺的，更没有专供客人住的

房间。 我大堂姐出嫁，父亲就是

挑着被子带我去的。那晚我们好

多人睡在楼上， 楼板距瓦檐很

近，需要猫着腰轻轻地走，生怕

踩断了近乎腐朽的楼板。一张晾

谷子的竹垫铺开，就这样和衣睡

下，客人们盖的被子都是自己带

来的。 早上起来，被子上一层冰

霜。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民的生

活水准大大提高。农村同样是片

片楼房，跟城里区别并不大。 单

论住房，农村人普遍比城里人宽

敞，只是不如他们装修得精致罢

了。 家里有客人来，床铺不再是

难题。 农村人请酒，早早地跟四

邻打个招呼，很轻易就能将留宿

的客人安置好。 前几年，我看到

有个朋友的父亲跟随镇里的乐

队来我们这里，我将他和同伴安

排到我家里住。临睡前陪他们聊

了一会天， 他说怎么也想不到，

现在能有这样的生活条件。他拍

着被子笑着对我说：“ 我结婚的

时候，只有被套是新的，棉胎是

用过多年的。父母想办法借到了

钱，却一时弄不到棉花票。 ”

不记得从哪年开始，除了一

些年迈的老亲戚，再就很少有客

人留宿了。 路越修越好，先是有

摩托车，再是基本上每家都有汽

车，几里乃至上百里路，回家也

是很容易的事。 住在城里的人，

招待外地来客则变成了开旅馆。

往往客人刚到， 就先去预订上

了。

如今的农村，也有了很多旅

馆民宿。 今年，我在酒席上遇到

一位老师，问他晚上的住宿安排

好了没有。 他说，东家已经安排

好旅馆了，还问我要不要与他一

起去睡，顺便聊聊天呢。

即便是当地人，有部分常年

出门，回家一两晚的，不想打理

床铺，也去开旅馆。有一回，我们

地方停电，炎炎夏日的夜晚很是

难熬，我们一家人就去了附近城

镇的旅馆开了个房间。在这里竟

然遇到了好多的同乡，同样是合

家带口地出来住宿的。

现代人的家里，主客房基本

上区别不大，更不会有客人来到

家里没有床铺被褥的烦恼。但我

依然会想起从前，每当家里有客

人留宿， 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

特别是第二天的早餐，明显会更

加丰盛一些。 我想，这也是小孩

子留客人更加热情的原因吧。

晚饭后，我出门散步。 天还不是很黑，

我能清晰地看见溪水表面那层化不开的

污浊。 溪水一动不动的，好像危在旦夕的

病人，只剩一点轻微的喘息。

每次经过小溪上方的石桥，我都要向

下望一眼，儿时夏天的大半闲暇时光都消

磨在这里。 我多想走下石阶取一捧水，或

者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腿，像小时候那

样，用双手抓几只小虾，也许溪水的波动

还能奏响我们曾经欢快的笑声。

可是，面对那静止的溪水，我迈不动

脚步，我只盯着它发呆，倒好像和它一起

陷入了沉思。 炎热夏天的午后，我会央求

母亲让我与邻家女孩一同去洗衣服，母亲

为我准备的衣服总是只需清洗即可，虽然

任务较容易完成，但我的兴致不减，因为

终究可以奔向那条小溪。

每次洗完自己桶里的衣服，我就把它

搁在一边，接下来，便帮邻家女孩洗。 我挑

出脏兮兮的小衣服，擦上肥皂，搓出许多

泡泡来，满手的泡泡让我欣喜万分。 那时

候，肥皂对我来说很神奇，如果没洗干净

就一擦再擦。

弯弯曲曲的小溪在村子里穿行，有时

经过人家门口， 有时流淌在田地之间，而

我们蹲着的地方， 就在一座小房子下面。

日头正晒，但我们不觉得热，在房子掩护

下的溪水仿佛异常清澈， 散发出丝丝清

凉，呵护着我们童年的乐趣。

我们并不急着回家。 衣服都洗好后，

我们把所有东西整理妥当，只要听到大人

的一声呼唤，我们便可以立马应声上岸。

其实，也不是非要洗衣服才能去小溪

里玩，只不过这个理由比较正当。 一般情

况下 ，趁大人不注意 ，一句“ 去溪里抓鱼

吧”就能号召三五个同伴。 小鱼是有的，只

是极难抓到。

小溪的最深处能没过我们的大腿，那里

曾有蛇出没，走在前头看到蛇的孩子会大叫

一声，我们便急忙回头奔跑，脚跟带着溪水，

跑几下就把溪水搅浑， 口中却不停惊叫着，

到安全地带又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还曾沿着小溪一直向下游走去，

端个破脸盆， 或者拿个塑料瓶就可以出

发。 我们仔细观察溪边的小石洞，螃蟹常

常在洞口探出钳子。 不知是否被那钳子钳

住过，我很怕它，特别是个头大些的螃蟹，

总是凶神恶煞地举起两只钳子，一副毫不

屈服的样子。

那时候的小溪宽敞，干净，蜘蛛结的

网也被一群群熊孩子用树枝清理掉 ，于

是，前方畅通无阻，大家玩尽兴了才肯上

来。

小溪是有分流的，都被我们一探究竟

过。 有一处离我们家较近，只是宽还不到

一米。 人们倒腾了一番，现在还能简单洗

一下衣服和农具。 凑近了瞧瞧，可以看见

很多小虾， 不知名的小鱼还是游得那么

快，一晃就不见踪影。

我帮小孩们抓过虾，一捧便能捧起好

几只，他们竟然鼓掌夸我厉害，我本想说

这有什么， 但是看着他们那兴奋劲儿，我

又不忍，对于生在城市的他们来说，这足

够稀奇。

孩子滑着滑板车向我奔来，催促着我

离开。 我又望了一眼这条盛满回忆的小

溪，不禁有些茫然。 干净的溪水早已不知

去向，我的身边也不会再有儿时的同伴。

“ 保 家 护 国 ， 死 了 也 值 ”

———忆 堂 伯 和 他 的 飞 行 员 儿 子 方 乃 兆

方乃松

盛 满 回 忆 的 小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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