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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代，初读辛弃疾的词《汉宫春·立春
日》，对内中的一句“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
没些闲”感觉很是茫然。随年事渐长才深切感到，春
天，真的是从风开始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春风也叫
东风，美好的春天只有借助东风的力量，方能冲破
残冬的封锁来到人间，如此，才有“春风又绿江南
岸”“春风送暖入屠苏”。更重要的是，随着东风渐
起，天地间节候的轮替，人的精气神得以复苏，广袤
的田野流动出有声有色的烟火气，到处是怡然自得
备耕春种的人群，随之出现“万紫千红总是春”。
久居繁华的闹市，如今大多城里人似乎已经失

去了对春的敏感，年复一年对春的认知，仅限于眼前
出现的花红柳绿。其实早在“桃花灼灼柳色新”之先，大地就
已经写满了春的消息。出于个人的癖好和职业习惯，我的
“踏青”总是随时序而动的。今年的节气较往年滞后了几天，
“立春”当日已是大年正月初四。“雨水”当天，我约了几位文
友到远离市区的一个“唐家”乡去“寻春”。这里地处辽河三角
洲腹地，得益于大辽河千百年的涵养润泽，土沃田肥，水草丰
茂，栽种水稻的历史已逾百年，且品质优良，高产高效，一些地
块亩产已逾800公斤。近年来，依靠水资源丰富、土地矿物质
含量高的优势，大力发展“大棚种植”业，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
收入水平。来到乡间，文友们即刻弃车在阡陌之上徜徉。春节
刚过，周遭世界还沉浸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之中，远处村落里，一
幢幢农家青堂瓦舍，家家红灯笼，户户红窗花，而近处的农田
里，已有众多乡亲们手持轻巧的农机具在平整土地，准备水稻
育苗的苗床了。忙碌着的人群中，不乏有许多身着时装的青年
男女，闲聊中得知，原来是一些返乡度假的大学生和外出打工
的年轻人，趁春节回乡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抓紧时间抢农时，为
父母或家人做些农活儿——人勤春早，从乡野里走出的人们，
无论走到哪里，对土地的情感终未泯灭，农耕文明的传统早已
渗入了国人与生俱来的血脉之中！“‘雨水’洗春容”，“雨水”一
到，中原大地乃至江南水乡该是细雨飘然而至了，然而眼下北
国乡野间，迎面吹来的风依然让人有畏缩之感，料峭春寒之中，
劳作着的老少乡亲们却兴致盎然。他们边干活儿边商议着泡

种的时间；今年育苗如何选择更优质的品种；怎样使排灌渠道
更畅通，土地更平整，以适应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要求……“春
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此涉及全年收成及生活质量水平的
重要问题，听他们聊起来，竟如同家常话般的轻松。
越过几道宽阔悠长、坦荡如砥的苗床，眼前出现一片望

不到尽头的大棚区。一幢幢大棚个个都有百米多长，乳白色
的拱形棚布在早春阳光的映照下粼粼闪耀。当地年轻的村
党支部书记热情向我们介绍说：当地的村民们除了种植水
稻外，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家兼做起了大棚种植业，每年秋
后到翌年的春天，大棚里的蔬菜、水果至少可以种植两到三
茬，一些生长期较短的蔬菜品种可以收四、五茬呢。撩开厚
厚的棉门帘走进一幢葡萄大棚，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恍如进
入童话世界：百米多长的棚区里，千红万紫，堆金叠翠。棚
内，尚未采摘的“玫瑰香”“龙眼”“新疆提子”等优质葡萄品
种硕果盈枝，散放着醉人的香味。细看那一颗颗饱满鼓胀
的葡萄粒，表面还滴着露珠，挂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呢！棚内
墙上温度计显示，室温已达28摄氏度，大棚主人随手按下电
钮，将覆盖在大棚上的帘子自动调低一些，让葡萄不至于
“伤热”。在另外几幢已经采摘过果实的葡萄棚里，我看到
土地经过平整，新埋下的幼枝也已经发出新鲜的嫩芽正待
上架。走进另几幢蔬菜大棚，眼前更是流光溢彩，葱绿青翠
扑面而来。芹菜、韭菜、菠菜、黄瓜、小白菜……一垄垄，一

畦畦，光影婆娑，“争奇斗艳”。在一幢碱地柿子大棚
里，两米多高的柿秧长到了棚顶，浓密的叶片间，一
颗颗红绿相间的碱地柿子长势煞是喜人。热情的主
人拿来托盘，摘下满盘的成熟柿子请我们品尝。文
友们争相大快朵颐。鲜嫩的碱地柿甫一入口，一股
微甜、稍酸、浓润之感立刻刺激味蕾，让人口舌生津，
促人闭目遐思。碱地柿子与普通的西红柿虽属同科
同种，但是不同的土质条件对其果实味道影响极大。
来盘锦工作之前，还不知道有“碱地柿”的品种，近些
年，经农业科技人员的研究，在盐碱含量较高的土质中
栽种出的碱地柿子有着独特的口味，遂大批量地推广
生产，而且一年四季，可在大棚多茬栽种。走出大棚时

我看到，每幢大棚门前，都有许多花花哨哨的包装箱堆积如山，
走近细看，方知里面装的都是大棚内新近采摘的各种蔬菜、水
果，上面写着省内外诸多城市的地址。原来，这些大棚里的产品
不单只在本地销售，更多的是通过快递销往全国各地。听说，通
畅便捷的快递业，可将一箱发往北京的碱地柿子朝发夕至！眼
前的一切不禁让我心生感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真如一位诗
人所言，“播种已经不是春天的专利，收获也不只在秋天”。只要
肯于付出，勤于耕耘，每个人，都会各得其所的。
沿着笔直的阡陌重新步入乡路，文友们乘车去往另一处

寻春。此时，太阳已渐渐升高，凭车窗远眺，感觉春天的幕布已
然拉开，田野上的一切都在潜滋暗长，处处展示出动人的笑靥。
路旁柳树的枝头已漾出一片鹅黄；沟渠里积满的泱泱青水，镜面
似的映着天光；远远近近劳作着的人们一行行，一簇簇，跃动着
大自然舞台上的人间烟火。怀想刚刚看过的一幢幢蔬菜、水果
大棚里溢彩流金的情景，让我愈加感到，千百年来，世世代代人
们赖以生存的广袤田野永远不会寂寞。随着时光的前进，社会
的发展，勤劳勇敢的人们总会用生花妙笔，在这里描绘出更新更
美的图画，使自然界的天然之美同劳动与智慧创造出的乡村之
美融为一体。难怪远离故园的人们时常被一种浩瀚、凝重的乡
愁所缠绕，盖因那曾经养育过他的广袤田野既优雅凝重、饱经
沧桑，又充满无限生机活力，不断萌生出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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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四月初，在昆明，出宾馆北向，
以一位老兵的崇敬，去云南陆军讲武堂
博物馆，行经一条街。
数人聚拢了在金黄的花下拍照，花

枝一条条，像斜刺白云的剑。
我问花名。正给同伴拍照的姑娘

头也不回地脆生生答道：“迎春呀！”一时激发了我的记忆，在
北京见过，的确不是连翘。只是这里见到的，花儿更密实。
不远处，遮了晨间艳阳的，是一棵高挺而冠雍的树。很奇

异，走近了，树上有绿牌，嫩叶透出了淡绿。原是一蓬木香花，罩
着一棵云杉。一荣一静，一繁一简。
云杉亭亭，一树白花如雪，隐隐透出一
种丰富的平静，虽与世无争，却绝不可
漠视。唯有如此，才可彰显高贵。
木香花，很别致的名字，令人过目

不忘。
江苏高邮人汪曾祺曾居云南数

年，很喜欢木香。有天遇雨，与朋友进
了一家小酒店。一棵木香，爬在架上，
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
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
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他们
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
年后，汪曾祺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
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
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
湿雨沉沉。”

诗中的体验，唯有自身知。
云南的木香，可攀三层楼高，四月开花，有黄有白，花小，多

朵簇生，成伞形花序，木香花含芳香油，可制香精，闻之香甜。
数天后，到了成都。乘车而行，路边不时闪过一蓬蓬白色的

花，或攀或附于各色建筑上，微雨中，一切皆蒙眬，呈婆娑之态，
近如雪远似雾，也是木香。
木香有个性，花期大约在一周。生无苍凉，花开欲燃。如若

错过了，只好等来年。
来年自可期，不需问春风。花开无高处，只在花香浓。
这些木香，在风中摇曳，尽情倾诉着自己的花语，欲被相知

者俘虏。在她的心目中，执著自信永远只有我是最般配你的
人。一厢里，还尽显了自己的端庄。“庭前一架已离披，莫折长枝
折短枝。要待明年春尽后，临风三嗅寄相思。”这是宋张舜民的
《木香花》。可见，张舜民也有自己的期许。

此时，人尽可有梦，可将木香种在心田，静谧于清风明月下。
范仲淹侄孙范周有《木香》诗，却是别样的心境，“暖风吹麝入铅
华，不肯随春到谢家。半夜粉寒香泣露，也应和月怨梨花。”
心念不期而遇，还想再逢木香。常想象在木香架下，一张桌

一个人，一杯茶一卷书，有个不被人叨扰的一下午的辰光。不多
想什么，就想想那卷书里的事。
群芳众香中，木香能在味蕾之外，给人以挥之不去的深刻

印象。

汪曾祺是写文章的圣手，他的书，我很喜欢。
他的淡而有味，他的平中见奇，他的幽默机智，都曾
令我深深痴迷。
最早买他的书，是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年出版

的《旅食集》，一本小32开的册子，收录他写的有关
旅行和饮食文化的小品文若干，隽永醇绵，引人入
胜。后买过他的《汪曾祺人生漫笔》，同心出版社
2005年1月出版，这一本比较厚，书前有他创作的4
幅画作，书中收录他写景忆人、谈艺论道、回忆故乡
的散文五十多篇。在此书的扉页上，我曾写下我的
感受：“汪曾祺先生，叙事写人，生动丰富，活色生

香，有味道，令人喜爱，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写作的秘
诀，学到为人处世的一些做法。”
还真是这样，读汪曾祺，我不时被他的笑对人生、

随遇而安的乐观精神所感动。1958年，汪曾祺被错
划为“右派”，“文革”中被关进“牛棚”，接受“劳动改
造”。“文革”结束后，因当年参与样板戏的创作而接受
组织“审查”。直到1979年才真正“解放”。即便如
此，他从未抱怨、埋怨，不是他已经麻木，而是他太热
爱生活了，他懂得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堂奥。在时代
的沉浮中汪曾祺始终能够随遇而安，这与他的性情有
关，这也是他“相信生活，相信爱”的真性情的流露。
20世纪80年代以后，“复出”的汪曾祺是新时期

文学浓郁画布上最淡定的一笔，是兴奋的文学年代
最冷静的一种声音。他倾心于喧嚣的时代主题之
外古老乡镇普通人的辛劳而认真的日常生活，写出
了《异禀》《大淖记事》《邂逅》《老鲁》《看水》《七里茶
坊》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巨制，迷倒了万千读者。
他的作品令我深深痴迷，我喜欢他一以贯之的

真诚朴素，惊叹他观察描述平民百姓和生活细节的
温馨细致，佩服他下笔如有神助的不羁才情。他写
人物，写地方风情，写花鸟虫鱼，写吃喝，写山水，写
掌故，惯于淡淡着墨，却又有那么一股说不清道不

明、回甘独特的韵味。汪著给我带来的阅读快感和审
美情趣，历久弥深，挥之不去。庸常岁月读汪曾祺，是
爱好，也是习惯，更是难得的享受。
在我的印象中，汪曾祺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

仅小说散文写得好，他的画作，他的厨艺都令人叫绝。
他的学识人品，他幽默机智的谈吐，他乐观爽朗的人生
态度，他贯通古今的学识修养，他奖掖后人的热情，他
“相信生活，相信爱”的人生理念，影响、温暖了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很多人。
那些“汪迷”疯狂地追读他的作品，我也一样。除

了前面介绍的几种汪曾祺作品，我还买过汪曾祺的《世
相中人》《蒲桥集》等。爱一个作家，就这样一路追着他
的作品去读，我也成了一个“汪迷”。
汪曾祺的性格里最多的因素是随遇而安。在他下

放农场劳动改造的那些年里，他从不抱怨，而是相信生
活，相信爱，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磨难。38
岁那年，汪曾祺被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每天被分
派的任务是起猪圈、刨猪粪、背粮食，常常累得半死。
书生学种地，根本吃不消。一起参加劳动的人，大都垂
头丧气，汪曾祺却在劳动之余，总能在别人不在意的地
方，发现惊喜。有一次，汪曾祺捡到一些野蘑菇，简直
乐开了花儿，带回去做了一碗汤，还感叹着说：“我当了
一回‘右派’，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
了。”除了野蘑菇，马铃薯也是他的最爱。无聊的时候
他就画马铃薯，后来花谢了，他就画薯块，画完了，再把
薯块放进牛粪炉里烧。他曾经说过，在中国，他是画马
铃薯最多的人，也是吃马铃薯最多的人。在《马铃薯》
一文里，他回忆说：“我曾经画过一部《中国马铃薯图
谱》。这是我一生中的一部很奇怪的作品。图谱原来
是打算出版的，因故未能实现。原稿旧存沙岭子农业
科学研究所，‘文革’中毁了，可惜！”
1993年9月，成都出版社为汪曾祺出了一本散文

集《草花集》，对此书名，汪曾祺在自序中有过这样的解
释：“‘草花’就是‘草花’，不是‘花草’的误写。北京人
把不值钱、容易种的花叫‘草花’，如‘死不了’、野茉莉、
瓜叶菊……‘草花’，是和牡丹、芍药、月季这些名贵的
花相对而言的。草花也大都是草本。种这些花的都是
寻常百姓家，不是高门大户。”汪曾祺把自己的作品称
为草花，正是一种谦逊品质的独特体现。
正是这一点点的“小”，才见出了汪曾祺的“大”，他

用小说、散文、戏剧、书画为人间创造的温暖、爱意、良
知和诚心却始终伴随着我们。

婺源是一颗镶嵌在赣、浙、皖三省交界处
的绿宝石。青山如黛，绿水长流，花草芬芳，在
青林古木的掩映中，飞檐翘角粉墙黛瓦的徽式
农舍鳞次栉比，与漫山遍野金黄色的油菜花、
棵棵粉红的桃花、洁白的梨花相映成趣，涂抹
成了一幅意境绝美的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油
画，让人恍惚间疑是世外桃源。

草长莺飞，春意融融，正是踏青出游的好
时节。那天，我们刚走进婺源，立刻就被她的
美惊呆了。金光灿灿的色彩从四面八方涌来，
蓝天白云下，只见一棵又一棵、一簇又一簇金
黄色的油菜花，热烈地开放在梯田上、山坡上、
溪水边、田舍旁，交织成一片金色的海洋，流光
溢彩，缤纷耀眼。每一朵都细小而质朴，但汇
聚在一起，却是那么壮观而惊心动魄，占据了
整个春天。清风吹过，迎面扑来阵阵泥土和花
朵的芬芳，格外醉人。
一树菜花千朵黄，满目尽是黄金甲。花儿

在春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涌起层层金色的细

浪，一只只翩然起舞的蜜蜂，在嫩黄的花朵上
尽情地采蜜；我不由自主地从山顶拾级而下，
走进这花的海洋，粉浪翻滚，蔓延逶迤，缕缕花
香沁入每一个毛孔，让人目眩神迷。蹲下身
子，轻轻抚摸着翠叶伸过来的手和菜花微笑的
脸，倾听着它们的喃喃私语，感觉我也是一朵
油菜花，在微风中缤纷荡漾。
如果近距离看油菜花觉得晕眩迷离，不妨

移步到大鄣山，这里是婺源最高峰，群山起伏，
峰峦叠翠，一切胜景尽览眼底。放眼望去，万
亩油菜花田似一条条金黄色的地毯，随风飘
动，绚烂无比。那远处高高低低的树，弯弯曲
曲的河，零零落落的村落，蜿蜿蜒蜒的古驿道，
重重叠叠的马头墙，袅袅娜娜的炊烟，恰到好
处地勾勒出这片最美丽的村落。梦境一般，令
人迷醉，让心灵自由飞翔，尽情释放。
原本，油菜花是最平常的乡花，随处可见，

当地农家种植也是用菜籽来榨食用油。谁知，
这毫不显眼的油菜花同时怒放，把整个村庄都
漂浮在油菜花的海洋里，却有着她特有的
气势，纯净浪漫、浓烈奔放、大气坦然，浩浩
荡荡，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摄人心魄。我知
道那是震撼心灵的霸气，是视觉冲击的璀
璨，彰显着生命的博大和壮阔。
婺源之美不仅有油菜花的晕染，更有

“青山清水清泉，难得一方净土；徽俗徽建
徽戏，自有千年古韵”的美誉。漫步青石板

铺路的巷道中，每一条巷子都望不到尽头，四
通八达，穿行在里面，有如进入古徽州。小桥流
水人家的李坑，水从门前流，河上架着多座石桥，
石板铺就的码头台阶印痕深深，满是沧桑。清
华河上的彩虹桥建于南宋，全部青瓦结顶，廊亭
连成长虹卧波，高大灵秀，坚固古朴，堪称是中
国最美的廊桥。人从桥上慢慢走过，不由得沉
醉于那古朴、厚道的民风之中。至今完好保存
着近百幢明清时代宅院的思溪延村，村里到处
是大片大片的油菜地，盛花期的油菜花黄灿灿
的，再配上青色的山，蓝色的天，白墙灰瓦为映
衬，清澈河流为倒影，徜徉其中，让人陡然间心
静如水，恍若隔世。
“黄山归来不看山，九寨归来不看水，婺源

归来不看村。”婺源被称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春
日的婺源的确是一个宁静悠远美丽的地方，能
让你充分领略到远离喧嚣、诗情画意、天人合
人的自然境界，相信每个走近她的人，都会被
她的这种独特魅力所倾倒。

希望的田野

王本道

人
间
草
木
（
十
三
）

诗
中
有
木
香

李
显
坤

相信生活，相信爱

胡忠伟

邂逅婺源菜花黄
钟 芳

●

风
景（
油
画
）

孙

景

她越心疼李桂林，李桂林越是
对她放心不下：一个人教两个班，
一天两天可以，这可是整整两个学
期。陆建芬心气强着呢：你之前不
也一个人教两个班吗？你可以我
就可以。李桂林说除了教书我是
甩手掌柜，你除了教书还要带娃，娃娃
又小，不可同日而语。

两口子琢磨来琢磨去，认定常友平
是方方面面都最合适不过的补充人选。
从汉源一中初中毕业的常友平是李桂林
叔伯舅舅，性格好，做事又认真。是陆建
芬先提到他的，她以为李桂林听到这个
名字会两眼放光，哪知李桂林叹口气说，
你上山来之前我就找过他，可他那一张
嘴，比我找过的任何一个都闭得紧。陆
建芬仍是信心十足，以前是帮二坪，现在
是帮你。李桂林不明白她的意思，陆建
芬不由笑了，看来你是书读迂了。让一
个和二坪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人上山
来，一来就不知要干到哪年哪月，换成谁
也难以下得了决心。这次不同，你读师
范只有一年，他来帮忙，说到底也是一
年。还有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他和二
坪无缘无分，同你却沾亲带故，话不投机
半句多，人对了，飞机也要刹一脚！

常友平还真的答应了！
二坪村老百姓言说两口子关系好，

通常是说，好得就像一个人。这也是他
们在说起李桂林和陆建芬时常常说起
的话。村民们打的比方里的那个“人”
在夫妻俩的现实生活中成了一个象形

字：一撇一捺，一左一右，既浑然一体，又
互相支撑。李桂林这一走，“撇”搬了家，
“捺”就失去了依靠，陆建芬像一个折了支
腿的圆规，每一天都在旋转，却时时都感
到力不从心。严格说来，李桂林之前教的
五年级常友平接过去了，陆建芬教学任务
并没有增加。但陆建芬先来常友平后到，
论地皮也是她踩得更热，论认得的人也是
她要多些。何况作为晚辈，她不可能让叔
伯舅舅为上课改作业以外的事情操心。
区区一所两个班的乡村小学有多少管理
工作自然也说不上，可陆建芬还是觉得
累。那种累是体力的，一天几节课要用
力，做饭洗衣带娃娃要用力，打理校园地
要用力，她一个女人，精力再旺盛也经不
住这么折腾。更累人的是不要体力的
事。李桂林在时，晚上拿一根竹竿顶在门
后，并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现在，拇指粗
的竹竿换成了手腕粗的木棒，陆建芬还是
缺乏安全感。常常有声音从门缝、墙缝里
钻进来，风的，野兽的，不知什么的，比青
冈棒粗，比门板硬实。这时候要是还在改
作业、备课、哄孩子睡觉倒还好些，她用故
作镇定的话为孩子们壮胆，孩子们从她这
里得到安慰，眼睛里不慌乱了，她的心里
也不慌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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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
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
廪俱丰实。”这是诗圣杜甫对“开元
盛世”的追忆与赞美。笔者非常欣
赏他的“盛世”标准，就是老百姓得
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真正过上了
富足、踏实的日子。普通的开元通宝在
当今市场上十分便宜，便宜到使很多钱
币收藏者不屑一顾；然而，笔者始终对
它们保持着足够的敬意，因为在它们身
上铭录着一个恢宏、壮阔、富庶和进取
的时代。

继唐代之后，《红楼梦》一书对宋代
文化的繁荣兴盛亦多有展示。北宋的文
学作品在《红楼梦》中多有体现，其中以
宋诗最多，有直用、改用，也有化用。如
第五回中，《红楼梦曲·聪明累》“机关算
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其中“机关
算尽”出自北宋黄庭坚《牧童诗》：“骑牛
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
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原作表达
的是对牧童闲适生活的赞美，《红楼梦》
用此典是预示王熙凤的结局。再如第六
十四回，宝玉、宝钗看到黛玉的《五美吟》
大加赞赏，宝钗趁机阐发诗论“做诗不论
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并举北宋王
安石《明妃曲》“意态由来画不
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以及北
宋欧阳修《明妃曲·再和王介
甫》“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
能制夷狄”诗句。两诗在命意
上均推陈出新，故宝钗以此类

比黛玉诗作。欧阳修的原句应是“耳目所
及尚如此”。
如今家里存有数千枚宋钱，这对于古

钱收藏爱好者来说，实在算不上多。中华
书局2008年出版的阎福善主编的《北宋铜
钱》一书，便收录了北宋铜钱版别约五千
种。二十多年来，笔者亲眼观赏过的北宋
铜钱总有近百万枚，即使将这些铜钱都买
下来，它们也只能凑得上《北宋铜钱》五千
种版别的百分之八九十。但凡事都要一分
为二地看，笔者藏品中的个别版式，在被钱
币学家戴志强先生誉为“我们这个时代对
于北宋铜钱进行钱币学研究成果的一个汇
集”的《北宋铜钱》中，也同样找不到。这更
加证明，北宋铜钱数量巨大，版式繁多。
这仅仅说的是北宋时期的铜钱，还不

包括铁钱、铅钱、纸币和金银币等。北宋时
期既铸行了大量铜钱、铁钱，又印行了纸
币，金银在此时期也重新回到流通领域。
铜钱和铁钱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

等大小之异，纸币则有交子、钱
引、小钞之别，有不同面额之别。
因此，宋代是多种货币并行的时
代，币种之多，史所罕见。

北宋钱量大版多，是宋代经
济贸易繁荣最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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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三驴子的显摆，让一些年轻人
很羡慕，认为他的生活观念最时尚，
混在一起才快活。后来，三驴子也
加入了牌局。每天早晨一睁眼，就
直奔棋牌室打麻将，一直到困得眼
睛睁不开才回家。除了睡觉，他最
主要的生活场景基本都不在家。为此媳
妇跟他吵过多次，但让媳妇更糟心的正
在发生。那天玩麻将到后半夜了，三驴
子犯困，靠在沙发上打盹儿，一哥们儿凑
过来，三驴子，怎么困啦？来，给你来点
儿这个提提神。说着，递给他一个小纸
包，在那人的指导下，他吸了一口，嘿，还
真是立马来了精神。三驴子怀疑有问
题，就说，你小子可别糊弄我害我啊。
那人说，咱都是好哥们儿，我哪能做缺
德事，放心吧，没问题，不会上瘾。

三驴子相信都是好哥们儿，他就买
了几包。每当困了累了，就吸几口。可
是，慢慢地他就上瘾了，他心里明白，自
己上当了，但已经晚了。他主动找宝明
坦白情况，让宝明送他去戒掉，但回来后
过了不久，又死灰复燃。

没过几天，三驴子就把奥迪车贱价
卖了。买车人交钱的时候，三驴子媳妇
把银行卡抢过去回娘家了。三驴子手中
空空，去找父母，父母不给开门。弟弟妹
妹也不理他。三驴子邀宝明喝酒，见面
央求宝明借给他三百块钱，并说这是最
后一次。宝明说，你走邪路，绝对不给。
三驴子带着哭腔说：这样吧，宝明啊，你
费心帮我办个低保。宝明说，不可能，咱

楼村家家户户都分到了拆迁补贴，上级明
文规定不允许享受低保。你要下狠心、下
最大的决心管住自己，肯定能彻底戒掉。
三驴子双拳猛打自己的脑袋，又抱着自己
的脑袋往墙上撞。宝明说，关键靠自己，一
个男人管不了自己就是悲剧。三驴子突然
拿出一把刀子，我也知道我这样子让人看
不起，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决心。说着，把左
手放在桌子上，右手举起刀来就要朝左手
剁去，宝明赶紧拦住，既然决心这么大，不
必剁手，用心管住自己就行。三驴子低声
说：那今天酒钱只好让你花了。说完，抹
把泪离开。宝明结完账，感到非常痛心，
也让他深思：拆迁补偿款对于楼村人来
说，真的是一笔天降的巨额财富，给人们
带来富足，但也挑战人们对财富的管理和
运筹能力。应该说，楼村多数村民都是低
技能劳动者，不具有专业理财知识和资金
运作能力，他们在长期劳作中，没有机会也
没条件建设丰富的精神和强大内心。在巨
额现金面前，有的人就丧失了基本的判断
力，偏离了正常的价值观。

他琢磨着是得想办法引导人们正确
把控好生活观念。正这么想着，李广清
打来电话说二侉子又弄来一车狗，放进
楼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