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充分展示我省圆梦小康的坚实脚步和巨大成就，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本报副刊部联合南城县委宣传部举办“麻姑杯·我们的家乡”
主题征文。

■内容：讲述小康故事，从产业、生态、乡风文明、乡村治理、生活
富裕等方面来状写乡村的变化。

■体裁：以纪实文学为主，2500字左右为宜。特别优秀的作品
适当放宽篇幅限制。

■要求：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叙事有细节，抒发有真情，感悟
有深度。

■截稿日期：2021年11月30日。
作品以电子文档、邮件形式发送。（正文后面请注明作者姓名、联

系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开户行信息等）
投稿作品邮件命名统一为：我们的家乡征文+标题。
投稿专用邮箱：25125159@qq.com。

江西日报副刊部
南城县委宣传部

征文启事征文启事征文启事

B4B４ 井冈山 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JIANGXI DAILY
WENHUA GANPO■ 主编 罗翠兰 美编 杨 数B4B410

第 2204期
邮箱：cuilan1972@sina.com
电话：0791-86849202

滕阁听风

心香
一瓣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一
场雨过后，天渐转凉，南昌城里，秋
的脚步，已然“沙沙”作响。

秋日闲暇，适合看画，尤其适合
看水墨中国画。两壁山涧如墨，涧
中清水如奔，数只蝌蚪嬉戏，十里蛙
声隐隐……《蛙声十里出山泉》是齐
白石先生最优秀代表作之一，轴卷
间，见大境界。其来历也颇浪漫：作
家老舍爱画，尤喜齐白石先生画作，
素爱藏之，齐老 91 岁那年，他又上
门求画，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年求出
了新意，即他以诗句为题，由齐老

“依题”完成。
“手摘红樱拜美人”“红莲礼白

莲”“芭蕉叶卷抱秋花”“几树寒梅映
雪红”，第一次，老舍给出曼殊禅师
的四句诗。齐老一看，点头微笑，不
难嘛，诗中暗含春夏秋冬，合在一起
正好是一年四季的花卉配诗画。

到了夏天，老舍再次以四句诗求
画，其中，最难一句当属查慎行的“蛙
声十里出山泉”。如何表现“山泉十
里”有“起伏蛙声”，齐老可是足足思
考了三天，才寻得灵感。灰色蝌蚪是
绿色青蛙的孩子，黑色蝌蚪长大会变
成蛤蟆，试问，哪个贪玩孩子身后少
得了来自父母的千叮万嘱？

作为两栖动物，青蛙是最早离
水上岸的生物，其上岸时间大概可
追溯到三亿年前，大体是生存环境
面临极大挑战的石炭纪，气候变得
干燥，沼泽地大大减少，为了适应陆
地生活，青蛙不断进行自我进化：生
出羊膜卵；眼睛大大，视野极其广
泛，并对活动物体非常敏感；倒生
的、灵巧的舌头；又长又健的后肢。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蛙实在是很
能吃苦的一族，世界上 5000 多种青
蛙和蟾蜍，到哪都能生存，似乎没有
哪种极端环境能难倒它们。

又长又健的后肢，使青蛙独具
跳跃本领，有些高度可达身长的 55
倍之多。我在网上浏览到一则青蛙
捕食的视频，那跳跃真使人着迷，捕
食之后，它顺荷梗而下的样子，冷静
又酷炫，多像是一个风姿卓越、气质
出众的钢管舞演员呀。

青蛙以虫为主食。冬天，虫子
太少，青蛙饱餐一顿后，开始了漫长
又无欲无求的冬眠生涯。我不止一
次，在水草丰茂的湿地，撞见过青蛙
提前走进冬天的场景：尾部向下，头
朝上，懒散而又机警地，由屁股发
力，将身体一锉一锉地往沙里坠。
不是加速度的“坠”，是一点一点地
往下挪。我无法确定青蛙是否提前
挖好了沙洞，也不知道它是以怎样
的方式完成挖洞的，我只知道，它就
这么一点接一点地将自己慢慢没入
了沙土里。

惊蛰一过，天，暖和起来。“咕
呱”“咕咕呱”“咕呱咕呱”“咕咕咕
呱”，频率不一的蛙声随溪水涨起，
渐渐，漫过童年的整个原野山乡。
潮湿而又充满生机的蛙声，让山峦
更显静默雄浑，让溪流更添欢欣清
澈，田园收获的希望，在乡人心里变
得无比丰厚。说蛙声是农耕文明的
一个别致鼓点，一点也不过分。不
过，在雌蛙的耳朵里，“咕呱”之音哪
里是什么鼓点呀，从来都是雄蛙向
她们发出的求爱宣言。爱的宣言，
庄重绵延，宛如漆黑长夜望之心安
的灯塔之光。雌蛙循“光”而动，从
冬眠的洞穴里一跃而出。

家乡老屋的后边是水塘，东边
是南山岭，南山岭再往东，是大片大
片的水稻田。稻田之间，有座山，山
里有个桃树坑，一到春天，满山遍
野，桃红李白。一条不知名的十里
长溪绕山脚而过，浇灌稻田绿油油
的成色，也滋养了我整个童年。水
塘边，稻田间，杂树丛，烂泥坑，年幼
的我，常在溪野，陷入蛙声的海洋。

蛙声十里，长长短短，起起伏伏，多
么动人的自然音乐啊。

印象最深的，是溪水暴涨时，青
蛙们总是两两“套”在一块，长久不
分开。熊孩子看不惯，觉得腻歪，便
常常恶作剧地找来棍子将它们拨
开。只是，才拨开这一对，那一对又
粘一起了；转身去拨开那一对，这一
对又瞬间粘上了，简直就是做无用
功嘛。气恼得不行，便使出吃奶的
劲儿去拍打水面。

经年后，才知有一种罪过叫“棒
打鸳鸯散”。“抱对”本是青蛙繁殖的
一种手段，雄蛙趴在雌蛙上，相当于
丈夫给妻子陪产，可刺激妻子又快
又不那么难受地完成分娩。然而，
雌蛙分娩的痛苦，与哺乳动物没什
么不同，甚至更锥心，因为雄蛙在看
到雌蛙完成一次产 500 至 1500 个卵
的任务后，会很快离开，去寻找另一
只雌蛙。这行为，要是放在人类世
界，简直就是罪无可赦嘛。

结束分娩的雌蛙，全身肌肉僵
硬，瘫痪般一动不动趴在原地，足足
有五六分钟之久。在雌蛙张开的后
肢夹角顶点处，一团黑乎乎的蛙卵，
有成百上千个，这些蛙卵在水流的
作用下渐渐施展为一排长线。可怜
的雌蛙甚至没有力气回望她的孩子
们一眼。第二天早上，有元气大伤
的雌蛙，就此咽下最后一口气。多
少是个安慰，她的孩子正在水下迅
速成长。蛙卵孵化对水质要求高，
对水温很敏感，15℃ 左右的水温是
最适合的了，只需 7到 10天，蝌蚪就
能“破茧而出”。蝌蚪出生时，桃树
坑的十里长溪，黑压压一片，那小小
而又密集的攒动，足以叫一帮孩子
兴奋尖叫好一阵子。

岸边的尖叫，蝌蚪不以为意，真
正危机四伏的，是水下。水下，到处
都是捕食者。那些成功避开敌人的
蝌蚪，像打了胜仗的士兵，在水里游
得那叫一个神气活现。两个月后，
蝌蚪使劲撕裂皮肤的伤疤，长出后
腿。生长的蛮劲，当真使人热泪盈
眶。之后，前肢发育，尾巴融化并缩
短，最终消失，化作它们加速游动的
能量。是时候从水中上岸了，小青
蛙们从水中一跃而起，蹿上岸边，在
草丛石棱间窸窸窣窣。从今，它们
将用两年时间，以成蛙率不到 1%的
悲壮迈向成年。

夏天，于青蛙，是生与死相交的
季节。青蛙瞄准蜻蜓、蚂蚱，而麻
雀、鹰、野猫等则朝青蛙迅猛扑了过
去，甚至小小的甲虫，都在一前一后
伺机对青蛙发动袭击。青蛙用弧度
如此优美的跳跃抛物线，演绎着动
物界的生死搏杀。从来没有绝对强
者，也不存在绝对弱者，破坏平衡的
枪响之下，永无赢家。

少年的我，也曾当过数回“狩猎
者”，垂钓过青蛙。大白天，躲在水
边草丛中的青蛙实在是太没有城府
了，它怎么就能那么轻易总上一个
熊孩子的当呢？看看，熊孩子只是
让姑婆挖了几条蚯蚓，砍了一根翠
竹，备了一根白棉线；姑婆只是将白
棉线的一头缠在竹竿上，一头绑上
了一条断蚯蚓，并嘱咐熊孩子握紧
钓竿底部，把绑有蚯蚓的钓竿尖部
伸向草丛，不停升落起降，仅此而
已。青蛙怎么就能前仆后继、乖乖
就擒呢？真是太傻了。

我和弟弟们陆续长大，慢慢的，
家乡老屋就只剩姑婆一人守着了。
日渐衰老的姑婆，日渐残破的老屋，
日渐荒废的南山岭，日渐走远的我
们。突然，就有一天，世上再也没有
姑婆了。青蛙呢，它们都去哪儿啦？

万物之分别，形迹总杳杳。时
光是回不去的。合上画本，《蛙声十
里出山泉》湿了一角。水墨泅散，望
之感伤。秋渐深矣。

蛙声隐隐
□□ 罗张琴罗张琴

父亲是个农民，80 岁了，爱好
写写古体诗词。几年前，他患了脑
梗，慢慢的，记性就大不如从前了，
后辈的名字都常常想不起来。但
是直到今天，他仍时常跟我们念
叨，他曾经给江西师范大学已故老
教授余心乐送“礼”的事。

父亲本是个在家耕种8亩农田
的庄稼汉，因家道中落，直到 20岁
才开始识字，40 年前，他突然迷上
古诗词。有一天，父亲从报刊上读
到余心乐教授的一篇作品，仿佛一
束光，猛然荡开父亲的心灵。

尽管素昧平生，父亲还是鼓起

勇气，给余心乐教授写了一封信，
并将自己创作的一首诗夹在信中，
请老先生指点。没过多久，父亲就
接到回信。信中，余心乐教授热情
洋溢地鼓励他：“大作感情充沛，也
有文采。只是‘和舟共句’的‘句’
应为‘济’。先生年富力壮，若坚持
不懈，假以时日，定有大收获。”父
亲知道，因为从未进过校门，也没
有经过系统的汉语训练，父亲那所
谓“大作”，无非是错字连篇的打油
诗而已。但是捧着余心乐教授的
回信，父亲的激动难以言表。那封
信，父亲读了无数遍，时至今日，依
然能全信背诵。

从此，诗词点燃了父亲迟到的
青春，点燃了他埋藏心底久远的梦
想。我清晰记得，小时候父亲耕着
田的时候，常常会突然吆喝住牛，
一屁股坐在田埂上，掏出怀中的牛
皮纸，随手记下几句脑中迸出的诗
句，然后又心满意足转身去耕田
了。

书信交往了一段时间后，在余

心乐教授的鼓励
和指点下，父亲还
在 当 时 的《赣 中
报》“状元洲”副刊
发 表 了 几 首 诗
词。有一天，一个强烈的想
法猛然涌上父亲心头，一定
要去省城看看余教授。当时
没有电话，父亲也没有余心
乐教授的家庭住址，但他顾不了那
么多。只是，第一次去教授家，总
不能空着手吧。父亲翻箱倒柜，一
贫如洗的家里，找不出一件拿得出
手的礼物。无奈，父亲顺手提了一
条刚捉的鲤鱼，用稻草一穿，出门
坐上了去省城南昌的班车。

尽管老家离省城只有 50 来公
里，但那时路况差，几乎没出过远
门的父亲，一路摇摇晃晃四五个小
时，直到中午才找到江西师范大
学。四处打听余心乐教授的家庭
住址，在好心人的指引下，父亲终
于敲开了教授的家门。

余心乐教授和他夫人刚从外

面 回 家 ，他
们吃惊地看

着提着一条鲤鱼的
父亲。听明来意，教
授二话没说，赶紧将
父亲请进家中，又嘱
咐他夫人，把那条开
始翻白眼的鲤鱼收
拾收拾，中午用来下

酒。那个午后，第一次谋面的一位
教授与一个农民，就在江西师大的
教师宿舍，就着一条鲤鱼、几个素
菜，谈古论今，兴致盎然。

后来，经教授的指点、引荐，父
亲发表了几百首诗词,还加入了江
西省诗词学会、中华诗词学会。时
至今日，父亲依然保存着余心乐教
授的那封回信，久久回味着那个午
后送鲤的情景，回味着他与余教授
相交的点点滴滴。他时常告诫我
们：与人交往，无论贵贱，都要始终
真诚以待，懂得随时给他人鼓掌，
给人尊重。这才是君子之风，才是
为人处世的根本。

一
车轮在初秋的阳光下飞转。经县道转入乡

道，又穿过大片青黄相间的田野，来到了舍龙
村。入目是一幢幢错落有致的民房，墙上创意的
农民画，随处可见的乡村振兴标语，广场上有孩
子在玩闹，树下坐着唠嗑的老人……这些乡村随
处可见的风景，对于一个远近闻名的明星村，似
乎太过寻常。

舍龙村位于峡江县戈坪乡南部，是一个 500
多户的小村庄。境内资源平平，产业以水稻、烟
叶、蔬菜、油茶等种植为主。近年来，这个平平无
奇的小村却因一家电商企业入驻后带来的蝶变
效应而声名远播。

路上不见几个人。我们觉得有些纳闷。大
白天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都忙着呢！最近扶贫车间的订单多，都赶
工呢。还有在基地忙着采小米椒种秋豆角，这段
日子白天几乎都见不着人的。”从村委会大门口
迎上来的村支书王三伢说。

车子继续往田野深处探寻。经过一片广阔
的蔬菜基地，王书记指着田垄间忙碌的身影，颇
有几分激动地说：“看！人在那里呢。”

蔬菜基地对面，顺着台阶往上，一座方方正
正的蓝色玻璃房子背山而建，右后方是白色的生
产厂房。这里就是赣之村智慧农业产业园，是峡
江县赣之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办公区，也是峡
江县赣之村农业合作社所在地。

“赣之村”是峡江县戈坪乡一个以种植、加
工、销售农副产品为一体的电子商务企业，2016
年6月创建。企业依托当地农业资源，从生产酱
腌菜入手，将辣椒、豇豆、榨菜、芥菜等这些寻常
小菜进行再加工后卖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截
至目前累计上线本地农产品近百款，销售额上亿
元。

小小合作社，撬动了脱贫的大杠杆，让小菜
飞上了天。这个舍龙村的故事，实在是很不寻
常。

二
这个带着几分腼腆的中年男子，叫宋建平。

他看上去斯文内敛，怎么都不像是个商人。
时间回到2014年。那时候的宋建平还在外

打拼。多年的营销阅历，让他敏锐地从电商产业
中看到了商机。

那一年宋建平39岁，在商海打拼多年，这个
站在不惑门槛的男人，决定走出人生的舒适区，
勇敢地再拼搏一回。他果断辞职，创建了赣之村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那时候的宋建平并不知道，迈出这一步后，
改变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命运，还包括远在老家的
父老乡亲。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从“十一五”末期开始，中央就明确提出要

“加强商贸流通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
电子商务”。整个“十二五”期间，多项扶持政策
从上到下逐项落实。

2016 年，峡江县就扶持发展电商产业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乡里的干部多次联系宋建平，希
望他能够返乡创业。

2016年，“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宋建平把公
司搬迁到了老家戈坪乡。乡政府帮助选址落户，
在舍龙村建起了智慧农业产业园。蓝色的玻璃
房子，看上去像一个造梦的工场。搬砖的乡亲们
心里嘀咕着：这个在城里发了财的伢子，好好地
跑回这山旮旯里来是要做什么？

借着产业扶持的东风，宋建平决定大干一
场。

当地村民家家户户都有种菜的习惯，小打小
闹，够自己吃就行。多了的偶尔拿去市场换些零
钱贴补家用。如果卖不出去，就扔了或者喂猪。
这在乡村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宋建平看到了商机。
同样一把豇豆，卖不出去只能喂猪。可是如

果再加工做成酱菜，放到云端出售，立刻就身价
百倍。

“自己发财是本事，带着大家发财是大本
事。”做电商，开网店，这是他再熟悉不过的领
域。比如他可以很轻松地把自家的豇豆卖出
去。如果邻居家的卖不出去，他也能帮着邻居把
豇豆卖了、甚至把辣椒也卖了。那么，他为什么
不可以再努把力，把全村的豇豆辣椒都帮着给卖
了呢？

宋建平说干就干。他和村民签订了购销协
议。从此，村民们的菜再不愁卖了。种得再多，
赣之村都能通过网络把它们卖到千里之外。

但这样还不够。
宋建平找到时任戈坪乡党委书记，表达了企

业转型的想法。在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在村
里流转了 1000亩土地，用来做蔬菜基地。2018
年，宋建平投入 1000余万元新建赣之村智慧农
业产业园，引进了加工生产线，建了仓储车间，赣
之村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三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为了长远的合作共赢，如果能以入股的方式

成立合作社，建立“基地+合作社+工厂+电商”的
发展模式，一方面能彻底解决农户和市场之间的
产销矛盾，另一方面，用工的福利自然还是落到
当地村民的头上。

集聚成势，抱团发展。无论是乡里、村民，还
是企业，站在哪一方的立场都是大好事。

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打消群众顾虑，让群众积
极参与。

在“因地制宜、精准扶贫”的思想指导下，乡
企联动，紧盯全乡精准识别的失能弱能贫困户，
开始做工作。

穷则思变。而变意味着风险。乡里和企业
进行了深度磨合，制定出合作细则。约定以股金
1万元每户或土地资产两种方式入股，资金入股
年分红不低于企业种植利润的25%，土地资产入
股不低于15%。

接下来就是成立工作队，把政策交底，把道
理讲清。

当时，村民们各有各的心思。有坚定不移
的，比如48岁的村民李红莲，公公瘫痪在床需要
有人全天照顾，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上学，全家
的担子都压在丈夫一个人身上。就是在那样窘
迫的情况下，她毫不犹豫加入了合作社，不仅主
动流转了自家无力耕种的土地，还咬着牙拿出了
1万元股金。当然，也有犹豫放弃的……反正脱
贫干部为他们操碎的心数也数不清，也不多这一
次。

许多事，过去了多少年还是历历在目。
2017年 3月 2日，峡江县赣之村农业专业合

作社正式成立。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首批合作
社总共吸纳73户贫困户入股。

“让土地变股权，村民变股东，收益靠分红。
大家相信政府。”

这是当年乡干部的话，股东们深信不疑。

四
有了团队，就必须打响品牌。只有货真价实

的产品才能受消费者欢迎，而受消费者欢迎的产

品才能成为知名品牌。1000亩的蔬菜基地，是
合作社全体成员的试验田。为了保证原材料的
质量，选出种植能手负责技术把关，以绿色生态
种植为原则，严禁农药，就连浇灌用水也是取自
生产车间的深水井。

这是用了绣花的心思在种菜啊。
因为有了过硬的品质基础，公司系列品牌的

腌酱菜产品，一上市便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产品卖得好，村民脸上也有光。逢年过节送

礼，人人都爱提上一套小菜去串门。在超市看到
产品柜台，也都是两眼放光。

“来，这是我们合作社的小菜，保管你吃了还
想再来。”

“小菜又出了新品种，大家都来尝一尝。”
…………
不仅如此，村民们还学会了拍摄短视频，通

过抖音向亲朋好友推荐产品。
成效立竿见影。年终的分红没有辜负股东

们入股时的信任。仅 2020年，企业就发放贫困
户和村集体分红50多万元，同时，扶贫车间带动
了32名贫困村民就业，月均工资2200元。

“我要跟着合作社继续一起干下去，说我怎
么干我就怎么干！”

“想当初，劝你们流转土地加入合作社，有的
人还不乐意呢。”驻村组长习晓善意地调侃着数
钱的村民，惹得现场一片笑声。

“加入合作社之前，我有点犹豫，怕亏损。但
在工作队的鼓励下，我放心地把地交给合作社，
今年的收入比往年可是高了一大截。”

当年咬着牙入股的李红莲笑了。她感慨道：
“真是要感谢合作社，让我这样不能离家的人，不
仅能就近务工，还不耽误照顾家庭。”

…………
从单一的电商企业，到建立“基地+合作社+

工厂+电商”的发展模式，赣之村的转型，让贫困
村民得到了实惠，也为企业赢得了市场和声誉。
2021年，在全省“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总
结表彰会上，赣之村获评全省“千企帮千村”精准
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不仅如此，企业成立至今，累计享受到各类
减、免、退税费也已达到上百万元。这些产业政
策的优惠，既是对企业发展的肯定，又是对乡村
振兴的助力。

五
世上的任何一种合作，都必须建立在双向

奔赴的基础上。只有以信任为前提，才能收获
美好的结果。之前，赣之村农业合作社的成功
缘于信任。未来，每一步的业务拓展仍必须依
靠信任。

返程之前，我们在连片的望不到边的蔬菜基
地，听宋建平描述他的理想。

“下一步，公司会继续多种经营，增强新品
种，把合作社做大做强，带领村民在不返贫的基
础上走向富裕。”

“以后，我还想在基地建观光农庄，推出以家
庭为单位的菜地承包趣味活动，以创意推进产业
转型，继续欢迎村民来入股，我有信心把它做
好。”

…………
我一边讶异于一个商人的头脑风暴，一边慨

叹这片田野的广阔。
不远处的朝天椒片区，一群“农事娘子军”正

在采摘成熟的红椒。另一边，几个男村民正在把
一排排光秃的豆角架打捆运走。夏豆角已经谢
幕，该种秋豆角了，西边的那个片区正等着用
呢。再远处的花生地里正在拍抖音，不时飞出来
一串串爽朗的笑声……

村里有家合作社
□□ 陈陈 炜炜

父亲送“鲤”
□□ 阿阿 成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