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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里，人们无休无止地争
论着。组织部的一个干部走进
来，在赵宏的耳边轻轻说：“章寒
病危，怕是挺不住了！”这个消息
让赵宏陡然震惊，看到满屋的人
仍在喋喋不休，他带着几分自嘲
地笑了：一个人就要死了，一群人
却仍在争论该不该给他一把椅子
坐，多么滑稽可笑啊？他噌地站
起来，手一挥做了个停止的动作，
打断了市长张伟的发言。他压根
儿没做过这样的动作，也不知道
这个手势是怎么做出来的，但他
打心眼儿里就想这么做。

张伟惊讶地看着赵宏：“有什
么事吗？”“章寒病危了，我，我想先
说几句，然后马上去医院！”“你先
去医院吧，发言嘛，有的是机会！”

“不！我必须要说！”赵宏一字一板
地说：“章寒同志病危了，鉴于他的
实际表现，我建议把副厅级的名额
安排给章寒！”市长张伟再次惊讶，
甚至有些恼怒。他手里有一封匿
名信，说章寒的岳父与刚退离不久
的老书记是铁磁的哥儿们，而老书
记又是跟自己明争暗斗了多年的
老对头，若不是他从中作梗，自个
儿现在就是理所当然的市委书记，
还用得着省里派人吗？

张伟是支持章寒去贫困县里
任职的，支持的目的，是不想让他

再上来，尽管章寒的妻子已成了前
妻，谁敢保证他们不是在演戏？张
伟深知章寒刚正不阿的性格，弄不
好又是自个儿的死对头，怎么可能
把这个副厅级的位子给他？如今
章寒回来了，怎么才能阻碍他得到
这个空缺的位子呢？想睡觉就来
了枕头，这封匿名信便如期而至。
尽管张伟猜到了这封信出自何人
之手，尽管他知道老书记压根儿就
跟章寒扯不上丁点儿关系，他依然
如获至宝，冠冕堂皇的理由就像杀
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即便事后澄清
了这些并非问题的问题，宴席已
散，黄花菜即使不凉也没人吃了！
可是，他没想到寻常从不急于表态
的赵宏，竟然直截了当地表了态，
轻轻一笑：“这样决定太草率了
吧？”

“是呀，生病是安排任命的理
由吗？还是把章寒与杨利的情况
比较比较吧！”众人七嘴八舌，议论
纷纷，倾向于把副厅级的位子给杨
利的意见占据了上风。赵宏愤怒
了：“章寒是在工作中累病的，是被
县里的老百姓抬进医院的！咱们
能不能听听老百姓的意见？”他环
视了一下四周又说：“一个为百姓
鞠躬尽瘁的人就要离开我们了，难
道仍不能唤醒我们良心的发现？
活着的人还要苛求他什么？尽管

这样的安排意义已经不大了，实际
上也不会影响到别人了，但我还是
建议这样安排，这会给一颗灵魂和
许多颗良心以慰藉！”会场出现了
片刻的沉默，市委副书记张伟说：

“今天暂且休会，你先去医院吧，告
诉他们要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
药品，尽一切可能地抢救章寒同
志！”

市委机关大院离医院不算太
远，但路程似乎很漫长，人们越是
着急赶路的时候，路口的红灯越
是频繁地出现。车子走走停停，
赵宏心里急透了，无可奈何地闭
上眼……

那是章寒挂职的第二个年头
的秋季，赵宏去青山县里看他。当
然，看望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字
眼，实则是考察了解挂职人在基层
的工作情况。车子颠颠簸簸地走
了大半天，赶到县里，机关的人说
他去了青枫乡。赵宏滴水未进，马
不停蹄地往乡里赶。到了乡里，人
们说章寒去了青峪村，进了村，他
又被人领着往山里走，心里不由生
发出一股怨气：搞什么名堂，跟我
玩藏猫猫呢？

赵宏的确有些累了，坐在山石
上喘气儿。村里的向导介绍说，青
峪村是山里的大村坊，也是县里出
了名的“干巴村”。村里500余户，

上千口人，饮水靠得只有两眼深水
井。村里人寻常吃水都困难，旱年
更是水贵如油。人们挑水几乎要
天天排队，有的人几天不洗脸，不
是不想干净，是讲究不起。一盆刷
锅水都要反复使用，实在浑浊了才
用来喂猪或和煤，种庄稼只能看老
天爷的脸色！

章寒和村人反复考察研究，下
决心筑坝截流，把山泉水引下
山。村里人没有资金，没有设备，
没有技术，有的只是一副肩膀两
只手。章寒说：“为了让子孙后代
过上好日子，办法总比困难多！”
他自称是县水利局的技术员，带
着几个人勘察地形，绘制图纸，一猛
子扎在村里就是半个多月。山风吹
得赵宏有些发凉，也吹散了胸中怨
气：这个章寒，还真没白拍胸脯！

截流工程兵分两路，妇女和老
人开山挖渠，青壮年挖基筑坝。
堤坝要挖到岩石层才能与河基融
为一体，堤内蓄水才不渗漏。河
基已挖下近四米深，仍没到岩石
层，水却越挖越大。山区的秋夜
格外冷，村民三班轮流作业，昼夜
不停。他们穿着雨衣雨靴泡在水
里，脚拔凉拔凉的，每干个把小时
就得换拨儿，到窝棚里烤火暖身
子，不然就冻得受不了。

（未完待续）

大家上午好！我是六（4）班刘
语琳。金色秋风送走了炎炎夏日，
也敲开了新学期的大门。告别丰富
多彩的暑假生活，我们又相聚在美
丽的校园。新入学的小同学们，你
们让我们的校园更有活力，更有生
机！在此，我代表全体同学向你们
问好，欢迎你们加入这个温馨美丽
的大家庭。

在这个大家庭里，处处充满了
爱，有着关爱我们的校长、老师，有
着爱护我们的家长，有着丰富多彩
的艺术课程、体育课程、科技课程。
校园里到处充满了欢声笑语。有了
你们的加入，我们的校园生活将会
更加多姿多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每个人都有自

己别具一格的宏伟蓝图。为了实现
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我们作为大哥
哥、大姐姐，将会和你们一起，互帮
互助、团结友爱，共创美好未来！

亲爱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全
新的校园生活已经开始，你们的
成长旅程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而新的起点就意味着新的希望，
我知道你们在家都是乖巧懂事的

好孩子，在学校也一定要做一个
爱学习、爱劳动的好学生。作为
你们的大哥哥、大姐姐，我们会真
诚地帮助你们掌握学习方法，让
你们更好更快地融入到这个大家
庭中！让我们一起加油吧，相信
你们会成为学校的骄傲！

指导教师：王凌

我家有三只水壶，到今年最旧的已经
放了70年，其次的有47年，最小的也有6
年了。这可是值得我们全家人骄傲的东
西。“壶”中日月70年，虽年岁越来越久，水
壶越来越旧，但所承载的，却越来越多。

爷爷的水壶。1949年 1月，时年28
岁的爷爷响应“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
召，光荣地入了伍，参加了当地的民兵武
装。到部队的第一天，班长就给他发了
一只水壶，并要求爷爷宣誓：“我是人民
的子弟兵，要热爱革命，珍惜革命物资，
为人民大解放永恒奋斗！”

由于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大好，人民解
放军所向披靡，爷爷和他所在的队伍没
参加上战役、没赶上打仗，刚当兵8个多
月就解放了，这也成为爷爷一生的遗
憾。因为爷爷超龄，不得不“光荣”退伍，
爷爷就带着一块八的退伍费和他的水壶
回了家。

据说，爷爷以前是民国的秀才，很有
学问，也存了不少书，在当地还有点小名
气。退伍后，受到村民的举荐，爷爷在当
地学堂当起了教书先生，一个月有六毛
钱的薪水，在当时还算是比较体面的工
作。

爷爷会的东西很多很杂，天文、地理、
历史、算术都有些涉及，但当老师却很业
余。经常给他的学生讲些做学问、写文章

的道理，学生们也听不懂，兴致也不高。
不过大家很爱听他当兵的经历，喜欢听他
讲革命英雄、战争形势、新中国成立的故
事。这也正是值得爷爷骄傲和炫耀的地
方，一讲就滔滔不绝。村民们也饶有兴
味，很多都大老远跑来学堂听讲，都说爷
爷很了不得，扛过枪、见过世面。爷爷把
一些在部队里学来的歌曲加到了声乐课
里，教大家唱“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
在纵情歌唱……”大家学得很认真，爷爷
自是很得意。

爷爷很爱惜他的水壶，把它擦得锃亮
锃亮的，摆在学堂讲桌上，还经常指着水
壶对他的学生说：“好男儿就要去当兵，带
三尺之剑，立不世之功!”

父亲的水壶。听母亲说，父亲年轻的
时候不太务正业，喜欢舞枪弄棒，爷爷的

“本事”他也不好好琢磨，医术、木工啥也
没学会。爷爷为此没少发脾气，但是父亲
总左耳进右耳出。爷爷倒也果断，撂下一
句话：“士、农、工、商你都干不了，那就去
当兵吧！”于是，在1972年，父亲加入了公
社的民兵连。

第一天到民兵连，父亲的班长就给了
他一只水壶，并要求父亲宣誓：“永远忠于
党，忠于人民！”父亲很能干，训练的时候
冲在最前面，劳动的时候包的活最多，学
习的时候写得最认真、书背得最快。3年

下来，父亲当上了村里民兵队队长，手下
管了9个新兵。村里民兵队物资有限，新
兵是没有水壶的，父亲倒也大方，一壶水
10个人轮着喝，边喝边唱着：“小小竹排江
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
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
心头……”慢慢地，10个年轻人喝出了感
情，也喝出了战斗力。

1978年，按照县里的政策，公社民兵
连整建制解散了，父亲也因此复原，水壶
也跟着父亲回了家。家里没有别的活计，
父亲就带着母亲上公社干“集体活”。每
天背上一壶水，往水里放一点盐，说是这
样喝起来有“背头”（耐力）。父亲的水壶，
自然成了维持父母亲生计的“神器”。

“包产到户”后，父亲的水壶结束了神
圣的“使命”。父亲也很爱惜它，把它和爷
爷的放在一起，倒是成了我儿时的玩物。
每次拿来玩耍，都会被父亲夺过去，边摩
挲着壶上的灰尘边说：“儿啊，你长大了也
要去当兵，那样就有好日子过了！”

我的水壶。2013年，我大学毕业。在
学校武装部的号召和家人的支持下，我把
长发剪成“板寸”，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武警
战士。入伍前一晚，家人彻夜未眠。父亲
拿出他和爷爷的水壶对我说：“参军了要听
部队的话，听命令、听指挥，当个好兵。”

到部队第一天，班长也给了我一个水

壶，军绿色的壶身、纤长的壶带、醒目的五
角星，显得格外漂亮。班长告诉我，“水壶
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重要的军用物资，是
我们的战友和兄弟，要像爱惜生命一样爱
惜他。”

我所在的部队处于雪域高原，用老兵
的话说，是“最辛苦、最光荣的部队”。刚
接触雪域，强烈的“高原反应”让每个人都

“欲罢不能”。不夸张地说，背上一壶水慢
步行走都举步维艰。此时的水壶，让我感
到前所未有的沉重。但一个礼拜的适应
期过后，我们开始了正常的军事训练。随
着训练量和任务量的加大，我的水壶也变
得越来越轻。

一天深夜，驻点突然紧急集合，说20
公里外的一个藏民牧场失火，需我们立刻
救援。于是，我带上我的水壶，跟着部队
出发了。赶到现场，已经是凌晨1点，牧场
已然熊熊大火，一排民房烧得通红。连长
一声令下，全连官兵一
齐上阵，抢救、取水、挖
掘、掩埋、清杂……草
木灰、粉尘、炙热和马
粪味搅拌在一起，形成
的滚滚浓烟吞噬着每
名战士，但大家没有一
个退缩的。

凌晨 5 点，所有

明、暗火清理完毕，大家满满的一壶水也
早已用尽。藏民们很热情，要把存下来的
马奶分给大家喝。当我们纷纷打开壶盖
接马奶时，却被指导员一声喝住：“都停
下！老乡，我们任务完成，也该归队了。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我们人民军队铁
的纪律，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我们只好
眼巴巴地看着马奶，拧上壶盖，收拾收拾
准备归队。此时，我仿佛看到，干涸的水
壶正咧着嘴对着我们笑。

两年后，我退了伍，成为一名光荣的
组工干部，更加能体会到这三只旧水壶的
意义。父亲也把我的水壶摆在他和爷爷
的一起，成为了岁月的印记。

70年，弹指一挥。三只水壶见证了三
代人的梦想，见证了共和国的成长。虽然
岁月和时代在变迁，水壶在变老，但不变
的是执着、是追求，和那份不畏艰难、民心
向党、民心向好的初心。

务农，那是书本上的字眼，在乡
下俗称种地。老伴儿耕田种地从刚
刚结束3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就开
始了。因家里兄弟姐妹多，她念完
高小就辍了学。老伴儿喜欢上学但
家里供不起，只能在生产队里开始
了她与土地为伴的农耕生活。

那时的她只有13岁，只能算半
个劳力，拿工分算是末等。但她好
学，跟着老农们学习种菜和种树。
怎样播种、怎样育苗、怎样剪枝、一
点一点掌握栽培技术。那些年吃不

饱饭，生活窘困。她跟着全队老少
社员战天斗地学大寨，耕田种地不
辞辛苦，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在农
业社里逐渐成为一名出色的生产能
手，还担任了十多年的生产队长。

斗转星移，一晃儿半个世纪过
去了。如今农村土地经过承包和流
转，大片大片的土地都集中起来
了，村北连栋温室一个连着一个，
塑料大棚像天上飘着的云朵。家
乡的景色越来越美丽，春天里粉红
色的杏花园，铺天盖地灿若云霞；

进入夏日，桑葚、樱桃硕果累累；到
了秋季通红的磨盘柿挂满枝头。还
有村东的永定河水波光粼粼，清澈
见底。

现在的农村再也见不到昔日里
一群一群在地里劳作的农民。农村
的劳动力得到了解放，不少村民外
出打工，打工挣钱比种地多得多，
于是村里土地都被少数人承包起
来。老伴儿想起她经历过的3年自
然灾害，知道那些吃糠咽菜的人得
了浮肿病后是什么滋味儿。于是在

自家房后的荒坡上种上了果树和庄
稼，不为挣钱就是舍不得让地荒
着。虽然年过花甲，她不愿意看见
地上有一点空闲，因为觉得自己与
土地是有感情的。城镇的人们在花
苑里漫步，而乡下的老伴儿就喜欢
在菜园里施施肥、锄锄草，她种的
黄瓜、四季豆、韭菜、倭瓜每一样都
饱含着泥土的芳香。

老伴儿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
为年岁大了，更因为她对这片土地
爱得深沉。

土地情结
张新民张新民

两口黑色的猪是秋天的韵脚

蓖麻高粱山药依次排列句式

柴鸡蛋是更多的省略号

代替她走天南地北

菜园也是百草园

小白菜 豌豆荚 芫荽

她说这些菜比玫瑰花香甜

花圃里收集花籽的舅母

夕阳给她周身镶嵌了金边

秋天让她成了发光的人

孔雀草 波斯菊 月饼花

在不锈钢托盘晾晒的每粒花籽

都像一只丰衣足食的小蚂蚁

在秋风乍起的时候

怀抱春的雷霆

像她新婚的外孙媳妇

明年谷雨就给她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