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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天多雨，而我最惬意的事就是暑
假坐在窗前看雨。

从小，母亲给我们灌输的幸福观就
是“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对此我深有
体会。

在我小时候，夏天极爱下雨，那时
一家七口住着两间土坯房，每到下雨
天，外面大雨，屋里小雨，家里的锅碗瓢
盆摆得地上炕上满是，叮叮当当还带伴
奏的。白天还好说，晚上睡觉怎么办
呢？贫穷生智慧，爸爸和妈妈把屋里唯
一一件家具——不知哪个年代祖辈流
传下来的一张古旧八仙桌子抬到炕上，
让我们姐弟几个小脑袋聚一起藏在桌
子底下，小腿朝外解决睡觉问题，好像
一群酣睡的小鲸鱼。而爸爸妈妈怎么
熬过这样的雨夜呢？尚小的我们谁也
没有走过这份脑子。

赶上连雨天，更是个愁。雨不紧不
慢不见停歇，吃饭就是一大关。那时既
没有燃气灶也没有电锅，都是天然柴草
大锅灶。一天半天还好，连着下两天雨
大人心里就开始发慌。虽然说麦收时
家家都会备有麦秸垛，但到了雨季麦秸
垛也有被泡在水里的可能。即使麦秸
垛在高坡地方，一步一泥泞地披着雨布
撕扯回半筐带潮气的麦秸，放灶膛里点
起火来也是绵绵地不起火苗。

最让大人上头的是总下雨，庄稼还
不知是旱是涝，年头保不住，一家的吃
穿用度更不用说。有句歇后语叫“阴天
打孩子——闲得难受。”现在想来有它
的现实道理。阴天下雨，大人干不了
活，孩子们不能出去疯跑，聚在一起打
闹。年景未卜，大人心里烦，那张脸比

外面的天还阴沉，免不了哪个不长眼眉
的孩子挨了巴掌。未经世事的小孩子们
即使会察言观色又哪里懂得大人肩上的
担子和心头的压力愁苦呢！

我觉得妈妈还是挺有办法的。一
到下雨天就让爸爸把墙头上存着的大
南瓜抱进来，一家人一边包饺子一边唠
嗑，虽然姐弟之间也免不了因为抢板
凳、占地方这样的小事吵嚷起来，终还
只算是小插曲。一向温和的妈妈偶尔
被我们吵急了也会小发一顿牢骚：等大
了给你们说婆家，东西南北一边一个，
谁也见不着谁，省得打架！妈妈这话当
时姐妹几个没谁能装到心里去，几十年
后的今天，当姐妹真的就离散各处，别
说打架了，见一面都是难得奢侈的事。
各为其家，对自小相伴长大的同胞姐妹
只剩心底几多遥远的牵挂。即使年节
偶尔在爸妈家相聚，都有了各自几代人
的家庭，心里装满七七八八，还能找回
小时候简单喧闹而无心的快乐吗？

饺子包好了，我们姐弟围坐在放好
的桌子旁一边用筷子一层一层搭高楼，
一边期盼着妈妈在灶台煮好饺子上桌，
好大快朵颐，必竟饺子是那个年代最好
的饭食。筷子高楼搭好了，几双小手一

齐抬起来，既小心翼翼又时而调皮地晃
悠一小下，只听哗啦一声，姐弟嬉笑着
开始了下一轮搭建。人到中年，这些稀
有且美好的片段仍深深刻在记忆中。
只是现在各个住上高楼的我们，当年并
不能窥见搭高楼的游戏在世代农人心
中有着多么深远的夙愿和情结，更不能
悟透其中破与立的哲理。

后来村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
地分到各家各户。我亲眼看着父兄们
没有白天黑夜地把汗水洒在园田里，经
济效益是有了，作为农民仍是被阴晴控
制着心情。记得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担
心雨太大地里存住水，庄稼可能被淹，
找出一块塑料布要去地里看看是否需
要挖通一条排水沟。外面风如猛兽，雨
如瓢泼，我家地边又有一个水坑，妈妈
担心但怎么都拦不住他。不是爸爸固
执，他知道庄稼对一家老小的重要。等
爸爸一身雨水衣服都贴在身上，带着满
脚满腿的泥泞终于从地里回来，我第一
次懂得什么叫心疼，也就是从那一刻起
我感觉自己肩上有了责任。

农民羡慕有工作的人，说上班的人
端的是铁饭碗，旱涝保丰收。在农村长
大的我深刻体会农民的不容易，爸妈辛

苦劳作也期盼着我们姐弟都能通过上
学端上铁饭碗，我们没有辜负上辈的愿
望，我知道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红利，
这要归功于这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
时代。
后来我们姐弟都相继长大成家，爸

妈也日渐老去，家里从两间土坯房到翻
盖三间砖瓦房，再到现在老两口住着窗
明几净四间新房，早就实现了“干柴细
米不漏的房屋”这个理想。知识改变了
我们个人的命运。爸爸说，现在都是科
学种田、规模种田了，农民喷洒农肥都
用上遥控飞机了。爸爸上了岁数，只留
下二亩地种点儿瓜瓜菜菜就当锻炼身
体，天气晴也好雨也罢，再也没有了当
年的纠结。每每回想起以往那些事，再
看看现在的生活，一家人就像是吃了冰
糖葫芦，心里酸一阵甜一阵的。当然最
让爸妈安心的是国家给上的养老保险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国家的保障让所
有的农民和他们的儿女后代都没有了
后顾之忧。爸妈总感慨说：我们是赶上
好社会了。
我想，此刻的爸妈或许正守着他们

的干柴细米在不漏的房屋里和我一样
惬意地赏雨吧！

你的双臂
在雨中战栗
却依然用尽全力
将生命托起
你的面颊
雨水和着泪滴
表情却无比刚毅
你的身影
穿梭在风雨里
就像战士不怕枪林弹雨
你的脚步战胜了
泥泞
在肿痛的土地上
却依然铿锵有力
风踩着惊雷
任飞檐走壁的大雨
肆意投递

却化作满塘的雨莲
盛开在
你我心底
听
雨中你们唱响嘹亮的号子
看
千万中华儿女拼搏的身躯
任凭雨打风吹
毁不掉
你们用亲情筑起的堤坝
任凭洪峰滚滚
冲不垮
你们用血肉之躯筑起的
长城万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是你们永远不忘的真理

排地歌谣项目位于东丽区么六桥
街回族乡，起源于清朝同治四年（1865
年），是民间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主要
通过当地群众口口相传、代代相授而传
承下来。现今代表性传承人傅鸣山根
据原著居民刘华云所言，进行编辑、整
理、推广，从而使得排地歌谣为人所熟
知。2009年被授予“天津市第二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据乡内现存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石碑记载：清同治四年（1865年），崇
厚等奏请朝廷派军队“开渠三道，分地
成排……计得五百余顷，出示招民认垦

开种稻田……”从此，有冀、鲁等省贫民
陆续聚集在此地垦荒谋生，而逐渐形成
骆驼房子、么六桥、流芳台、三合庄等村
落，故此地区称“排地”。
排地歌谣是排地人通过长期的社

会实践和对自然规律的观察，总结出的
富有经验、颇有哲理、简明易懂的口语，
对排地生活有形象具体的描述和再
现。排地歌谣是一种鲜活的风俗文化，
对了解当地风俗、群众生活有着良好的
史料价值，是东丽区文艺百花园中的一
朵奇葩。同时，排地歌谣文化，既丰富
了天津民间民谣艺术宝库，又是中国近
现代歌谣史上宝贵的财富。
代表性排地歌谣，一是反映地域特

征的：小排地儿，三趟河、棒子面大粗
罗，吃虾酱，拿棍儿戳，加棵葱蒜是犒
劳，要喝稀饭奔大河。二是反映特定时
期人民生活的：种稻地穷吃亏，收下稻
子把账归。烧稻草光撵灰，喝米渣子粘
粥肯尿尿，没钱还账叫人追。

（区文化馆供稿）

在近代史上，贾家沽道村出了一位
名扬天津的民族资本家——孙冰如
(1896—1966年)。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思想开明，不仅是一名实业救国的
商人，更是一位乐善好施的大善人。

有一年，贾家沽道村发大水，房子
都被洪水冲垮，田地也被淹，眼见无家
可归，再加上已经断粮数天，村民们一
筹莫展，只好听天由命。在天津市里定
居的孙冰如一听到家乡遭难的消息，连
夜派人将馒头等食物送到村里，并免费
发放给村民。村民们正是靠着孙冰如
及时的救济粮，才渡过难关。

孙冰如不仅乐善好施，还关心村里
孩子的教育。在孙冰如祖父的资助下，
贾家沽道村早在清末就成立了小学，而
后为了让村里的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
育，孙冰如除了将一部分旧私塾中的老

秀才聘为小学教师外，还亲自出面请一
些社会进步青年、落魄文人、名望人士
来担当教师。

孙冰如治校开明，广纳人才，接受
社会上流行的各类思想，在贾家沽道小
学中，旧式、新式教育人物并存。当时
贾家沽道小学中新旧两派可以用服饰
区分：以老秀才为主的私塾先生在给学
生们上课的时候一律穿着旧式大褂，留
着胡须；而以社会进步青年为主的新式
教师则是穿着当时最流行的中山装，留
着短发，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些
新式教师中，就有秉承着共产主义思想
的进步青年，这也为后来抗日时期党中
央在贾家沽道小学开辟地下党组织提
供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强迫贾家沽
道小学教授学生日文，地下党老师们则

通过多种方式灵活变通斗争，如讲述历
史上的民族英雄故事、讲述国外工人反
压迫的历史，对学生们进行爱国和反压
迫教育。由于贾家沽道村西就是日本
人的仓库，所以地下党成员们一边给学
生们上课，一边从事破坏日本人仓库的
抗日活动。

日本人为建新仓库强占了村民的
几百亩良田。由于害怕日本人的刺刀
和步枪，村民无力反抗，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田地被日本人占走。没有了赖以
为生的土地，村民们面临着被饿死的局
面。地下党老师们知道后，连夜进市里
找到孙冰如，告诉孙冰如日本人占地的
来龙去脉。孙冰如一听日本人竟然如
此欺负乡里，怒不可遏，当即用其强大
的人际关系网，四处奔波，亲自与日本
人交涉，让日本人赔偿了村民的损失，
并且要回了一部分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地下党成员继
续利用贾家沽道小学宣传共产党的政
策方针，给周围居民发传单，开展群众
工作，为解放军顺利攻城提供了良好
的群众基础，同时也为党输送了大量

的人才。
孙冰如不仅关心乡里乡亲，对贾家

沽道小学教师的生活也很关心，只要他
知道有教工家庭贫困，立马会送去慰问
金，要是有教工或是教工的亲人生病看
不起医生，孙冰如更是慷慨解囊，为其
垫付医药费。
当时贾家沽道小学的教师居均（真

名赵琪）是中共地下党员，因被叛徒出
卖而被国民党特务严密控制。孙冰如
得知此事，表示自己一定尽最大的努力
为其解围。孙冰如的慷慨好施和正义
凛然，让贾家沽道小学的地下党教师们
都对他敬重有加。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蒋介石预感大

事不妙，命令天津的企业全部往南撤
走。孙冰如坚决地向地下党同志保证
自己一定会保护好面粉厂，绝不南迁。
天津解放后，孙冰如更是高度拥护党的
政策，全力供应政府所需物资，为稳定
解放初天津地方秩序做出了贡献。
讲述人：杨金春、孙富良、杨锡会、

张金柱、王学玲、俞兰 整理人：陈天诺
（摘自《正在消失的村庄》）

每个人的胃肠道都有气体，但是，当
进入体内的气体量与排出气体之间存在
差异时，就可能使气体量积蓄增多，让人
越来越“膨胀”。看似普通的胀气，不仅让
人难受或尴尬，有些还可能是疾病信号。

五个习惯让你逐渐“膨胀”
1.常吃易产气的食物
十字花科蔬菜。西兰花、卷心菜和

甘蓝等所含的复合糖（能被肠道菌发酵
利用），在发酵之前都处于未消化状态，
容易产生气体。

豆类。扁豆、大豆和豌豆等豆类食
物富含蛋白质，但也含有人体无法吸收
的糖和纤维，易导致胀气。

乳制品。吃过奶酪或喝完牛奶感觉
肚子胀气，可能是乳糖不耐受所致。

苹果。苹果中含有很多人无法耐受
的果糖和山梨糖醇，食用过多容易腹部
胀气。

过咸的食物。高钠饮食会引发水
肿，导致胀气。

2.吞入太多气体：很多人吃饭太快
太急、吃饭时说话、嚼口香糖等，可能会
导致气体进入胃中，大量饮水或饮用饮
料时也易吞入空气。

3.肠道蠕动受影响：摄入太多含纤
维素较多的食物，可增加肠腔容量并影
响正常蠕动产生腹胀，此外，长期应用广
谱抗菌素，可抑制肠道正常菌群而致食
物发酵产生气体。

4.久坐不锻炼：整日久坐不爱活动，
会让胃肠也变懒，肠道气体难以顺利排
出。身体的活跃会带动消化道的肌肉
群，加速气体排放。

5.压力过大：人在应急状态下，流入
胃肠的血液减少，消化速度减缓。另外，
重压会让你的呼吸粗重，比平常吸入更
多气体，引起胀气。

七种胀气可能是疾病信号
生活习惯所造成的腹胀持续时间因

人而异，从十几分钟到几小时不等，但大
部分时间较短，在排便或排气后就会有
所缓解。若腹胀持续时间较长，影响日
常生活，甚至伴有发热、呕吐、腹泻等其
他症状，就要警惕是否患有消化系统相
关疾病。

造成腹胀的疾病包括：肠易激综合
征、功能性便秘、腹腔内脏器炎症、消化
道溃疡等，患者可依靠伴随症状进行初
步鉴别：

如果腹胀伴有腹痛，且近3个月内，
每周至少出现一次排便颜色、软硬程度
异常或者排便次数减少，则可能患有肠
易激综合征；若突然出现严重的腹胀，同
时伴有腹痛、发烧、恶心和呕吐，可能预
示着胰腺炎或阑尾炎等脏器炎症；如果
伴有恶心、慢性腹泻和（右）上腹痛等症
状，可能是肝脏或胆囊问题；腹胀伴有脐
周疼痛，可能是小肠问题；左下腹部突然
剧烈胀痛，可能是憩室炎、肠梗阻；空腹
时或进食后腹胀伴有钝痛或灼痛，有一
定的规律性，可能是消化道溃疡；在吃特
定食物后腹胀，可能是食物过敏或消化
不良。

做好四件事远离胀气
如果是疾病原因导致的胀气，需要

及时就医，并遵医嘱进行治疗。排除病
理原因，生活中的胀气，可以试着做以下
几件事来缓解。

1.尽量少吃产气食物
肚子胀气，多半和吃有关，容易胀气

的人，首先要学会“挑食”。
少吃十字花科蔬菜、豆类、乳制品

以及过咸的食物。尽量少喝含气饮料
和啤酒。

不要过量吃高纤维食物，比如麦麸、
辣椒、南瓜、荞麦面、玉米等，容易在胃肠
内产生大量气体。吃这些食物要注意搭
配，不能过量。

2.多吃护胃、顺气食物
有些食物有养胃和顺气作用，比如

山药健脾胃、益肾气，可促进消化吸收，
黏稠质地也有保护胃壁功效；白萝卜可
顺气，但要熟着吃，比如炖汤。

此外，黄瓜、香蕉、猕猴桃、橙子、芦
笋、酸奶、腰果、生姜等食物，都有利于缓
解胀气。

3.吃饭时细嚼慢咽
狼吞虎咽会将气体带入胃肠道。平

时最好用15~20分钟吃早餐，半小时左
右吃中晚餐。

4.避免不良情绪
胃很易受到情绪影响，有科学家将

其称作“人体的第二大脑”。焦躁、忧虑、
悲伤、沮丧、抑郁等不良情绪都可能使消
化功能减弱，或刺激胃部制造过多胃酸，
加剧腹胀。 （区疾控中心供稿）

雨天回想
王玉霞

抗洪救灾铸长城
————谨以此诗献给抗洪救灾的英雄们

赵金华

孙冰如与地下党

排地
歌谣

1952年初，天津地区完成土改任
务，重新登记颁发了新中国土地房产所
有证，人民群众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真正当家做了主人。

自燕王扫北迁徙移民，崔氏在崔
家码头建村落户，至今已有600多年历
史。父亲生于1932年1月，解放后政
治成分被评定为中农。父亲至今仍保
存着一张宣纸制成的土地房产所有
证，宽1.35尺，高1.45尺，因年代久远
已微微泛黄。标题醒目，横向右起：土
地房产所有证。两部分内容均为竖
版，黑色印刷体整洁规范，文字描述在
前、表格附后。上面记载着：“土地房
产分配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第27条，保护农民已得土
地所有权），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改革法》（第30条，土地改革完成后，
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这是
新中国第一代房产证，涉及房屋本身
占地以及耕地面积。

文字首行：“河北省天津县第二区崔
码头村居民（父亲姓名略），津地氏崔字
第122号（总16353号）。该户全家拥有
耕地两段共5.634亩，房屋计6间，地基
0.283亩，空白地基0.242亩。”明确：“土
地房产作为私有产业，具有耕种、居住、
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
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落款为蓝色草
书的时任县长印。

表格则进一步标明了耕地与房屋的
座落位置、俗称、种类、数量，以及前后左
右相邻姓氏，均用毛笔蝇头小楷填写，字
迹清晰娟秀。最后，一枚方正红色楷书
大印：“天津县人民政府印，一九五二年
一月十五日发。”紧靠表格外边框，还有
审核、编号、监印、开据共四枚印章。

父亲如今虽已年近九旬，回忆往事
却仍如数家珍，因一次次亲身经历，记忆
里早已留下烙印。崔家码头村属于园田
区，父亲一生育苗种菜，是村里知名的种
菜能手，几十年来，参加为市区供应蔬
菜，也可算一种贡献。他早年积极响应
党的号召，带着土地房产证上的耕地，参
加互助组、初级社，后来进入高级社，直
到农业生产队。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改革春风，1983年，所有耕地才再次被
承包到农民手中。

那么，土地房产证上的6间房屋
呢？1972年，祖居老屋因风雨侵蚀摇摇
欲坠，全家人迫不得已省吃俭用，在原基

础上翻盖了3间新房；1983年，村集体规
划通自来水、煤气，我们家又掏空积蓄翻
盖成砖房；2016年，全村平房被彻底夷
为平地，2019年全村人民返迁海雅园高
层，实现了城市化社区管理，农民幸福指
数大幅提升。

值得提及的是，父亲虽上过几天私
塾，但文化程度还是近乎文盲，然而他却
始终珍藏着这张土地房产所有证，以及
一本《崔氏支谱》。上世纪60年代，家里
尚有一些老物件，如进口留声机、发条座
钟、陶瓷坛子、黄铜脸盆、月饼模子等等，
都被奶奶当破烂儿卖掉了，以贴补家里
贫穷拮据的日子，最后只剩下家徒四壁
的老屋。如今，老屋换成现代化的楼房，
对于像父亲一样根本买不起房的村民来
说，喜悦的心情无不溢于言表。

总之，父亲作为这张土地房产所有
证的主人，见证了近70年的历史演变，
尤其是1953年，天津由县改为直辖市，
成立了津东郊区；1955年易名东郊区，
区政府从津南灰堆儿迁至跃进路；1992
年再次更名为东丽区。父亲高大健壮勤
劳俭朴，60多岁时还是响当当的壮劳
力，现在享受城乡退休待遇，每月退休金
已长到三四千元，农民衣食住行步入小
康，真的是今非昔比了！

父
亲
的

土
地
房
产
所
有
证

崔
金
琪

什么样的人容易胀气

一
树叶落了
树有了棱角
好像看见了它的思想

二
看不清树枝的高低
雪用白线把它们标出来
其实高低又有谁在意

三
树枝是犁
犁开了雪

雪被分开在两边
四

雪是树的眼睫毛
扑闪扑闪眼睛
望着冬天的远处

五
伸手就能摸到一棵树
却摸不到森林
就像你人近在眼前
魅力却很深远

树
陈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