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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璧
山区大兴镇农业服务中心。大兴
镇扶贫工作专干陈廷利正在办公
室忙碌着。虽然先前进行了电话
联系，但是他说我要找的人下村
去了。

“罗世全这个人低调得很。
我先跟他说了，他扶贫工作做得
好，报道报道他，可他不同意，说
没什么好宣传的。本来今天没安
排他下村，可他对自己的工作就
是这样，一律要负责到底。”我们
坐上了镇里安排的车，去找我今
天要采访的第一个人——大兴镇
农业服务中心干部罗世全。一路
上，老陈介绍道。

见到罗世全的第一眼，他正
从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上走出
来，衬衫上、裤腿上都有些泥点
子。他腼腆地笑了笑，朴实得就
像邻家大哥。

我们一同赶往朝元村贫困户
罗庆碧的家。大门紧闭，两只狗
不停地狂吠，鸡鸭鹅齐声惊叫。
我有些心虚，不敢再走，两位同行
的干部却丝毫不怕。老陈说：“咱
们基层干部就是这样，尤其是我
们管农业的，一年恐怕三百天都
在下村。到了，这就是罗庆碧的
家。她可能去地里忙活了。”正在
这时，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大爷走
进院子，连忙招呼两位干部，看得
出，他们十分熟悉。他就是罗庆
碧的丈夫，古铜色的皮肤，穿着一
双老式的解放鞋。他擦了擦手，
端出几张凳子。不一会儿，一位
老妇人背着满背篓猪草颤巍巍从
外面回来。她憨厚地笑笑，嘴里
已缺了好几颗门牙。她就是罗庆
碧，大兴镇朝元村村民，今年65
岁，是罗世全的帮扶对象。

“国家的政策好！”“现在的干
部好！”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两位
老人的话里多次说到这两句。我

说：“是啊，国家政策好，这是我们
都看到的。那么干部哪里好呢，
叔叔阿姨，你们具体说说啊。”从
谈话中，我了解到这些事情。

罗庆碧的儿子十多年前在外
打工，在工厂里受了伤，腿脚落下
终身残疾。可厂里只赔了5200
块钱。这区区几千块钱对一个上
有老下有小正当壮年的男人来
说，顶什么用？家中的顶梁柱倒
了，媳妇也抛下一对年幼的儿女
离家出走，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
在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肩上。两
位老人起早贪黑，艰难地支撑着
一个风雨飘摇的家。祸不单行，
六年前，罗庆碧的丈夫又患了直
肠癌，这可怎么办？医吧，近十万
的医疗费无异于天文数字；不医
吧，老人去了这个家还能靠谁？
再说，谁忍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
亲人离世？罗庆碧咬咬牙，几乎
卖了家里能卖的所有东西，东挪
西借，给丈夫治病。老天有眼，手
术很顺利，恢复也不错。如今，家
里的主要劳动力还是他。“你们
看，这是做手术留下的疤。”老人
似乎怕我们不相信，撩起衣服指
着肚子上的伤疤说，“我倒是好
了，可是我老太婆得了眼病很多
年，一直没有去检查。现在看东
西越来越模糊了。”

“那得赶紧去看啊。”罗世全
说，“如果是白内障的话，国家免
手术费。现在的医保报销也多，
我再帮着想想办法。”

“怎么好再让你帮忙，你帮得
够多了。”罗庆碧老人不好意思地
说。“你经常送钱送粮，还送化肥

送饲料，又给我们办了低保，孙子
读书也免了学杂费，还帮我修房
子……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啊！”老人说着用手抹了抹润湿的
眼睛。

罗世全忙说：“这都是国家政
策好。我也只做了一点儿力所能
及的小事。”

“干部好啊！妹儿，你看，这
就是我的新房子。”老人说着，带
我去旁边参观他们的新居。一座
灰色水泥墙房子，红色油漆的大
门，洁白的窗户栏杆。“修房子国
家就补助了三万五，我自己只花
了四万块，现在还有点儿欠账，好
在我们再也不用睡在猪圈屋了。”
原来，旧土墙房子年久失修，已成
为D级危房，刮风下雨时怕房子
垮，一家人就只好睡到旁边关牲
畜的屋子里。现在，他们搬进了
宽敞明亮又整洁的新房子，幸福
之情溢于言表。

“你看，妹儿，这是我喂的牲
畜。”老人说着又带我去参观他那
一群活蹦乱跳的可爱生灵，30多
只鸡，10多只鸭，20多只鹅，在竹
林下的栅栏里悠闲地踱来踱去。
有的觅食，有的唱歌，有的歪着头
似乎在聆听什么。一见主人来
了，便飞奔而来。罗庆碧端来玉
米和谷糠，又撒了几把菜叶，小东
西们就立刻朝食物飞奔而去。一
时间，啄食声、欢叫声、争抢声响
成一片。旁边的房子里传来猪儿
哼哼的声音，老人说：“我还喂了8
头猪，都快要出槽了。”

“哦，现在好卖吗？价格好
吗？”我问。

“这个不用担心。卖不出去
找干部，他总能帮我们想到办
法。”老人信心十足。

“这些牲畜一天要吃掉不少
吧？”我又担心地问。

“不怕。我种了9亩多地的
谷子，5亩地的玉米，一年出产的
粮食多数用来喂牲畜。干部有时
候还送一些饲料过来，完全没得
问题。”

“啊？你们种这么多地啊？”
我有些惊讶。

“现在农村出去打工的人多
了，到处都是空着的地。我们就
去接了很多空地来种。”顺着他手
指的方向，我看到一片青翠，真是

“人勤地不懒”。
“我们这里有收割机了，农忙

时节大家一起动手，也不算费

力。现在家里好了，儿子农闲去
城里找了个轻巧的活儿干，大孙
儿刚初中毕业就去学技术了，都
是他帮忙介绍的。”老人说着指了
指罗世全的背影，这时，他正蹲在
地里查看新种下的柑橘苗。老人
又说：“种植技术和养殖技术都是
他们教的。不管天晴落雨，一个
月都要来好几趟。现在的干部真
的好！”罗世全忙说：“那也得靠你
们自己勤快啊！”

我不禁感慨万千：生活给了
两位老人那么多磨难，可是他们
没有说一个“苦”字。他们尽自己
的最大努力活着：劳动、坚持、守
望、感恩、知足……

离开的时候，罗世全对两位
老人说：“我们过几天再来。有什
么事给我打电话。”两位老人感激
地点点头，目送我们走了很远很
远。

此时的乡间，青青的稻子正
在抽穗，粗壮的玉米已背上了

“娃”，串串葡萄在绿叶下挤挤挨
挨，新生的柑橘苗儿泛着绿油油
的光。土地在辛勤劳作的人们手
里彰显着勃勃生机，孕育着一代
代人生生不息的美好希望。

（璧山区作家协会供稿）

风已远了
落叶还躺着
这条沙沙作响的小路
是否伸向
瘦削的深秋？

雨已停了
溪水还流着
那些飘浮落红的浪花
是否稀释
一个忧伤的邂逅？

茶已凉了
泥壶还守着
周遭潮湿的寂静
是否听见
窗棂边固执的等候？

夜已深了
床灯还亮着
一页页翻过去的日子

是否滋润
你杂草丛生的心头？

沙画

季节和日子，就这样
从指缝里
流下来
没有声音，也没有
色彩

而他讲述的每一个故事
都能震撼
人们的心灵
冷暖，抑或
沧桑

短暂的美丽
其实是融入骨髓的
这些图案无需理解
它们的结局
只有作者知道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相思草

我的心里
是一方净土
不长荒草
也不种禾苗

那里的泥土
充满灵性
在我的相思中
种下你的影子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玩命的相思草
已长满每个角落
我沉甸甸地坐在窗口
等着你来丰收

思念如雾

窗外的晨雾
迷蒙而温馨
仿佛你的味道
充盈在我心间

缕缕思念

从窗棂透过心门
将我层层包围
直达灵魂深处

我双手合十
以痴情的姿态
顺着你的来路
望眼欲穿

我来了

我披星戴月
超越凡尘俗世
在你温暖的心间
收获对我的思念

茂盛的相思草
长满你的心田
我怀揣圣洁
慢慢采摘

浓郁的色彩
绿了整个江南
透了心的两岸
（作者单位：
北碚区委宣传部）

炊烟是一种文化图腾，是家
乡、亲情的象征，是远方游子心中
最温暖的灯。炊烟总是和蓝天、
白云、老屋、乡亲这些词语联系在
一起，总是和小路、老坟、水井、稻
田的形象混杂在一起。

曾记得，儿时，我们早上起床
之后，第一件事不是读书，而是提
起粪筐到野外捡粪，或者背上背
篓去坡上割草。我们走在乡间小
路上，或者荒坟野地里。此时，太
阳刚刚升起，家家户户屋顶的炊
烟冒出来，像一朵朵黑色的云，像
一朵朵蓝色的玫瑰花，慢慢升上
天空，慢慢在天空中飘散。那种
黑色的炊烟，烧的是煤，且刚开始
生火；那种淡蓝色的炊烟，是煤燃
得正旺；那种白色的炊烟，是烧柴
草的，且是草叶秸秆之类的柴草；
而青色的炊烟，肯定烧的是枯枝
或者木材。微风一吹，那些炊烟，
在天空中飘出一种灵动的风景，
飘出一种韵致，非常美丽。

有时，白色的炊烟铺展到一
湾正沟田的稻秧上，从高往低处
慢慢地流淌，仿佛铺了一层棉絮，
壮观，神秘。面对这些变幻莫测
的炊烟，即使没有一点浪漫情怀
的农村小孩或者大人，也会怔怔
出神。

傍晚，我们放学回家，到堰塘
里淘猪草，到水井田挑水。此时，
家家屋顶也开始冒起炊烟了。这
炊烟，和早上看到的炊烟不大相
同。因为，我们农村人，晚上一般
烧柴火，且是热一下饭菜，烧不了

多久的时间。所以，炊烟就少了
许多，景致也就没有这么好看了。

不过，那袅袅炊烟，还是十分
诱人的，它吸引我们的目光，给我
们提示，该回家了，该吃晚饭了，
该日落而息了。中午也有炊烟，
但白天天色明亮，炊烟融汇到天
空，没有那么醒目。而且，我们这
些小孩，一般都在学校里读书，回
家的时候，饭菜已经做好，看见炊
烟的时候不是很多。

其实，炊烟一年四季形成的
景致也是不同的，最漂亮的是夏
季的炊烟。因为空气干燥，湿度
小，炊烟飘得最远，飘得最优雅，
最飘逸。最能体现炊烟是房屋上
升起来的云朵，那是村庄的声息
和呼吸的意境。

然而现在，炊烟却飘逝了，冉
冉升起的风景成为我们这一代人
最后的记忆。为何？因为经济发
展了，农村的条件变化了。乡亲
们要么烧天然气，要么用沼气，要
么用电，甚至用太阳能，很少
烧柴火了，更没人烧煤。
所以，你如今到乡下去，
炊烟，成了稀缺的风景，
多数时间都看不见。炊
烟，在年轻一代的心中，
已经没有具体形象的
概念了。

炊烟的景致虽然
稀缺了，不过，在乡村
血脉的深处，在我们的
灵魂里，炊烟却一直袅
袅飘飞着。你听，我们

的口中，随口就来“老
屋冒烟”这些土话。我
们的歌中，“又见炊烟升
起，暮色照大地……”让人缠
绵温馨。我们的书本里，俯仰
即拾关于炊烟的诗句文字：“一
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倦客
重来忆去年，荒城斜日暗炊烟”、

“眼明一点炊烟起，不是渔家即
酒家”、“野灶炊烟里，依然是，
宿貔貅”。最有意思的还是“老
屋冒烟”，这是用来形容一家人
人丁兴旺，薪火相传，或是说
这家人富贵发达了。袅袅
炊烟，就是和谐幸福的家
庭写照。
（作者单位：璧山区

农委）

在希望的田野上 伍安平

有国家的好政策，有干部的帮助指导，有农人的辛勤耕耘，土地彰显
着勃勃生机，孕育着一代代人生生不息的美好希望。 ——题记

秋夜（外一首）
晓佳

有种牵挂，叫心有灵犀（组诗）
李自平

飘逝的炊烟 石子

脱贫攻坚进行时·璧山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