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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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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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阳似火，大地炙热。
永丰沙溪河湖村的党小组长、村

河长王水秀在她的新居里备好了茶
水，我们一进屋，端起桌上的凉茶一
顿畅饮。“我们这水是经过净化处理
的山泉水，可直接饮用的，放心喝。”
王水秀热情地说道。

“谁知杯中水 滴滴皆可贵”“滴
水在指尖 节水在心间”……王水秀
家的每个水龙头旁都贴着节水提示
语。想起村口以及村庄农舍的外墙
上的节水护水宣传标语“水养千万
家 节约靠大家”“保障饮水安全 维
护生命健康”……我说：“村民的节水
护水意识很强啊。”

王水秀笑了，说起20多年前的往
事。

王水秀娘家在鄱阳湖边，那里不
缺水。第一次跟着男朋友刘水根上
门，来到河湖村。那时河湖村不仅偏
僻而且贫穷，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
水根娘见儿子带着秀气的准媳妇回
家，不禁喜形于色，乐呵呵地用葫芦
瓢打了一瓢水递给水秀喝。

水秀端着葫芦瓢边走边喝，一股
腥臭味让她把喝进嘴里的水吐了出
来，还随手将水泼到地上。

突然一脚飞过来，踢在身上，
水秀“哎哟——”一声摔倒在地上。

“爸，你怎么踢人！她是我女朋
友！”水根赶紧扶起倒地的水秀。

“啊？踢错了，踢错了！对不起，
对不起！”水根爹看清摔在地上的姑
娘不是自家女儿，窘迫地连声道歉。

原来，视水如命的水根爹，刚从
外面回来，误以为女儿浪费水，气得
七窍生烟，冲上来狠狠地踢了一脚。

河湖村位于大山的半山腰，水源
不足，十年九旱。每年夏天，小溪断
流。村民们只能绕到山背面的小水
坑去挑水，往返一趟要 4个小时。盛
夏时节，经常有鸟兽在几近干涸的水
坑中喝水、洗澡。水秀正是喝了被鸟
兽排泄物污染的水，刺鼻的腥臭味使
她恶心呕吐。

前来围观准媳妇的乡亲纷纷上
前为水根爹说情，请求水秀谅解。“水
根爹那条腿就是天不亮摸黑去挑水，
跌下山崖摔断的。因为挑水受伤的
人在我们村可不止一个。”邻居悄悄
对水秀说。水秀拍了拍身上的灰：

“不怪叔，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急
眼！”

水秀第二次来河湖村时带着父
母。父母发现河湖村并无河湖，其实
是个干死蛤蟆饿死老鼠的贫困村，于

是拉着女儿下山回家了。水根一家
人见状束手无策，但不敢阻拦。

没想到水秀脾气很倔，不久背着
父母和水根领了结婚证。

水秀嫁给水根后不久，河湖村来
了 6位带着测量仪器的陌生人，在老
祠堂里自起炉灶，住了下来。村民们
纷纷打听，原来是县水利局派来的水
利工程队，要在村里兴建人畜饮水解
困工程。

水利工程队一进驻河湖村，水秀
夫妻是最积极的。新建引水渠道必
须征用一些村民的祖坟地，这可是件
难办的事。这其中就有水根爷爷的
坟地。水秀两口子苦口婆心做通了
家人的工作，带头无条件迁坟。这好
头一带，村民们都跟上了，征地工作
进行得非常顺利。乡亲们还积极投
工投劳。饮水工程 9个月就完成了。
正式通水那天，喜庆的鞭炮声此起彼
伏、响彻山村。全村群众挑来水桶，
笑逐颜开地排队装水。

河湖村结束了长期饮水困难的历
史，实现了从喝水难到喝上水的目标。

2012 年，《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十二五”规划》发布。2013 年，河
湖村又迎来了水利工程队。

此时，修葺一新的河湖村老祠堂
已变身文化大院，楼上的房间全部改
造成了客房。已是村干部的水秀，早
早打扫整理好客房，迎接工程队入
住。

这次水利工程队来到河湖村，根
据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对人畜饮
水解困工程进行改建扩建，延伸供水
管网，让附近两个村庄的群众也受
益。工程队按照防治结合、确保水
质、促进节水的原则，将饮用水源地
建设也纳入项目实施范围，确保群众
能够长期喝上优质水、放心水，同步
实现有水喝、喝好水、水好喝。

经实地调查勘测，工程队确定了
两处饮用水源地，将村尾溪涧定为常
用饮用水源地，将小水库定为备用水
源地。在溪涧逐级新建三座拦水坝，
拓宽溪流水道，生态治理溪岸，不仅
可拦蓄充足的饮用水源，还成为一条
水景观长廊。加固加高水库大坝，新
增蓄水库容近万方。新建自动循环
净化蓄水池，蓄水量是老水池的5倍。

水源地建设，不仅为百姓引来清洁
饮用水源，也更好地保障了农业生产灌
溉用水，全村有近百亩旱地变水田。

工程开工后，全村劳力齐上阵，
抬水泥、搬砖头、扛水管、建水池……
大家忙得热火朝天。从水源地到蓄
水池的露天渠道，全部改用管道输
水，防止水源跑冒滴漏和水污染，增
强工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水秀和家婆负责 50多名工程建

设人员的伙食，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
这次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将自来水

管连接到了农家厨房灶头，让河湖村等
3个村群众彻底告别挑水喝的历史。

2016 年，永丰县开始实施河长
制，经过村民代表大会投票选举，水
秀全票当选为河湖村河长。水秀负
责包括两个饮用水源地在内的全村
水环境巡护保洁，水根负责饮用水源
地出水口以下的饮水工程养护管理，
夫妻俩既分工又协作，带动群众爱
水、护水、惜水、节水。

来到溪涧饮用水源地，我们站在
拦水坝上，看到清澈见底的水中游弋
着一群群鱼儿。“这是我们村民自费
买来鱼苗增殖放流的，有利于改善水
域生态环境。”水秀用长竿捞网熟练
地清理水中的枯枝败叶。

靠近水面蹲下，水秀认真观察水
体，用杯子舀起一杯水，端到鼻子底
下闻了闻，然后喝下一口水。“嗯，水
质没问题！”

继续往上游走，沿途的山地被茂
密的林草覆盖，几乎看不到裸露的泥
土。溪水叮咚，鸟儿欢鸣，绿满眼帘，
空气有点甜。

“在饮水工程建设前，这里都是
荒山秃岭，几乎丧失了水源涵养功
能。因此在建设饮水工程的同时，村
里造起了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
并且严禁砍伐，以保障山泉长流不
息。”

边聊边走，我们来到了水库大
坝，举目望去，山青水碧，天蓝云白，
令人赏心悦目。水秀说：“水库被列
为备用水源地后，禁止在水中施肥养
鱼、水面养殖鹅鸭、水岸养猪，如今水
库已成为优质饮用水源地！”

水好保健康，水足产业旺。水秀
指着远处的田园说：“我们村具有得
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有着种植黄
桃的最佳气候条件，乡亲们结合水源
地生态综合治理，营造水土保持黄桃
果园，并铺设了节水灌溉管道，旱涝
保收，仅发展黄桃产业人均年收入超
过两万元，在2017年实现整村脱贫致
富！”

青山含笑水含情，乡村振兴正当
时。

我们回到水秀的家里，见到两位
老人在津津有味地品尝黄桃。水秀介
绍说，这是她的父母，老两口几乎每年
三伏天都要到女婿家做客、避暑。

“这里夏天的气温要比我们村
低 5℃左右，真是养生福地啊！”水秀
的父亲神情惬意地说：“水至福来，
河湖村群众喝上了健康水，家家户
户用上了电热水器、洗衣机、水冲式
厕所……生活条件不比山外差，空气
质量要比山外好！”

河湖水美
□□ 刘浩军刘浩军

于都县濂溪路48号，我不止一次徜
徉在这里。鹅卵石铺满小院，青砖灰瓦
的屋子，秋阳在百年前的天井里缱绻着
寂静时光，而墙外，就隔着盛世的繁华。

这个叫“何屋”的院子，曾是何姓民
宅，清末时期建于于都县城的老北门，
所以又叫“北门何屋”。1934年9月，毛
泽东同志从瑞金来到于都，就住在这座
院子的东厢房。

午后的阳光，从淡而薄的云层里透
出来，释放着柔和的橘色光，从北门街
传出的木刻声前脚刚止，卖糖葫芦的叫
卖声后脚跟来。我相信，1934年夏天的
北门街，除了热闹，还有，庄严肃穆。

1934年8月，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在
于都成立，机关设在何屋，下设内务部、
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土地部、粮食部等
工作部门。赣南省政治保卫局，则设在

“都尉第”的上厅。裁判部，设在街北郑
氏家族的老宅“财兴号”。

在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里，我读到
一个叫“长征”的响亮词语。长征，就是
从我脚下这片土地上拉开的序幕。

那个秋天的何屋，应该和往常不一
样，每一个房间都挂着一个门牌，每一
个门牌都象征着一份沉重责任。东厢
房里彻夜不眠的灯火，陪伴着油灯下沉
思的毛泽东。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重
创，敌军又采用“堡垒推进”的办法发动
了新的进攻，赣南省苏维埃政府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何屋的油灯下，毛
泽东心急如焚，彻夜难眠。

此时，他因为罹患恶性疟疾发烧六
七天了，可是，他顾不上。他找来贫苦
工农，找来区、乡、村干部，召开座谈
会。他同代表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
生活和生产情况。他希望每一位苏区
干部，都要深入和关心群众，要用群众

能接受的方式方法去沟通去了解。要
敢于正视自己存在的缺点错误，要自觉
向群众检讨。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出席了赣南省
苏维埃政府在县城北门郑屋召开的裁
判部干部会议。在县城王家祠接见与
慰问了于都县红军家属代表会的全体
代表，还出席了在县城谢家祠召开的赣
南省三级干部大会，尽可能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让更多的群众明白革命
的重要性。

调查中，毛泽东了解到登贤县在肃
反工作中存在“左”倾错误，万分着急，
立即写信，连夜派自己的警卫员送到登
贤，使登贤县肃反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及时得到纠正。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不放过任何一
个学习的机会，他还一再教育赣南省的
苏维埃干部，越是非常时刻，越要牢记
列宁“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伟大教导，
要武装起头脑，要把学习放在最重要的
位置。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还同前来看望
他的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赣南省
苏维埃政府主席钟世斌和赣南军区政
治部主任刘伯坚等同志亲切交谈，勉励
他们坚持理想，鼓舞了他们面对革命困
难的勇气。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还受当时中
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委托深入到罗
江、小溪等地调查了解于都方面的敌
情和地形。接到指示后，毛泽东同志
不顾自己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亲
自下于都河探测水情，掌握第一手资
料，仅半月时间，就把调查研究到的情
况报告中央。1934 年 9 月 20 日，从这
里发出了《毛泽东关于信丰、于都等地
区敌人活动情况致周恩来电》，为中央
下决心从于都方向集结突围进行战略

转移部署，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
就是在这里，他一次次踏勘于都县

城的地形，和于都河的水位情况，画出
了突围的路线，测量了架设浮桥的地
点。

就是在这里，他倡导赣南省苏维埃
政府开展大规模的筹粮、筹款、扩大红
军、征调挑夫等活动，调集了一切人力、
物力，全力支援，为红军的战略转移，做
了最充分的准备。

1934年 10月 16日，各部队在于都
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

1934年 10月 17日开始，中央红军
主力 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
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于都县城东门
等8个渡口开始渡河。

1934 年 10 月 18 日傍晚，薄暮渐
起，有隐隐的风吹过，在北门街的喧闹
声越来越小的时候，毛泽东迈着大步，
跨出何屋的门槛，径直走向东门渡口，
随中央纵队跨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

长征路。
而从何屋出来的毛泽东，随身携带

的只有一袋书、两条毯子、一件穿了很久
的外套、一把用旧的雨伞和一块旧油布。

那个夜晚，一只只小船、一个个背
包、一双双草鞋、一把把花生、一声声呜
咽、一句句叮咛汇成了于都历史上从未
有过的波澜壮阔，一场宏大而又悲壮的
送别场面，像一幅荡气回肠的壮丽画
卷，挂在于都河畔。

从此，于都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
的起点，载入史册。

巍巍于山，永远铭记着一代伟人的
临危不乱的坚定和力挽狂澜的勇毅。

暮色，卷走了最后一片晚霞。回
眸，再望一眼立于闹市中的何屋，想起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教授
在《浴血荣光》里说：“何屋，是改变中国
革命命运的神秘小屋。”中国文联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这样说：“何屋，
是阳光小屋。”

阳光小屋
□□ 王先桃王先桃

起了个大早，要赶去 30公里外的郊区，帮我对接的
一个合作单位做些笔头活。时间定在早上 8点，而单趟
路程就得用去两个多小时，换乘三次地铁再步行近20分
钟。怕误了事，我走得有些急。

记不清是在哪个站了，上来一位大叔，看起来年过六
十，头发白了大半。此时早高峰未到，车厢里尚空。进了
车厢，大叔不像大多数乘客一样往里走，四处张望有无空
位。他似乎有些累，脚步轻飘绵软，鞋面踢踏着地面，懒
得张望和挪步的样子，径直在靠车厢门的一侧斜斜地站
定了，微闭着眼，像是在补觉。

这是开往郊区的线路，车厢里赶早的多为年轻人，有
什么急事能让看起来已过退休年龄的大叔这么奔忙呢？
我止不住好奇。站在离他一两米处，稍抬眼，大叔的细微
举动尽在我的观察之中。

大叔确实是累了，闭眼小憩也没能缓解他的疲惫。
上车不过一两分钟，他的身子沿着身后倚靠的厢墙缓缓
地滑向地面。这个意外让他自己都有些惊讶茫然了。双
手撑地努力了几次，他终于慢慢站了起来。

还好，他还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我在心里松了一口
气。大家都是赶路人，都不容易。直到这时，我仍然把大
叔看作一个因赶早而缺觉的人。

但显然我错了，站起来的大叔没能再回到他先前倚
靠的地方。他的身体摇晃了几下，脚步踉跄错乱，猛然前
倾，像一截被锯倒的大树砸向座椅，发出沉闷的声响。殷
红的血汩汩淌成一股细泉，泉眼在他的额头。

“快扶他起来！”旁边有人在喊。
“他这是中风了吧，大小便都失禁了，能不能扶啊？”

我跟着喊。大叔穿的是七分裤，我看到有黄而稀的污物
顺着他的大腿内侧流向车厢地面。

我承认我受到了惊吓，近乎本能地想要离这具陷入
危险的躯体稍远些。一个隐秘的念头不可抑制地冒了出
来：若是去帮他，沾上血污秽物误事不说，帮着联系送医
总得花去大半天吧，后续抑或还有更多不可预料的麻烦
事发生。但某种由父母祖辈赠予我、被称作秉性的东西
拖住了我逃离的脚步。一时间，我僵在原地，难以做出决
定。犹豫中，我的手在电脑包里摸索着找手机，想要打出
一个急救电话。我不敢凑近了细看大叔的脸色，只将眼
光投向身边的他人。我想过了，再等等，若无人向前，我
就伸手，最多是多点麻烦而已。如果任由一个白发伤者
躺在一车厢衣冠楚楚的人面前不闻不问，羞愧和耻辱会
把同为旁观者的我吊起来扇上千百个响亮的耳光。这么
想着，在地铁冷气带来的凉意里，我竟然感觉到了几分燥
热。

好在下一站很快到了，两个外来工模样的小伙子站
起来，一左一右架起大叔走向站台。有工作人员迎上来
询问，大叔睁开眼，坐上了休息椅，情况看起来不像我猜
想的那般糟糕。我想要张嘴对救人者说上一句感谢，感
谢他们刚刚赦免了一个懦弱者的负疚，帮他卸下了一副
重担。但嘟嘟嘟的车厢关门警报声急促响起，轻易吞没
了我的酝酿，列车继续轰隆向前，我的心头轻快了许多。

夜间返程时，我想要知道大叔的后续，去网络输入关
键字查询，未果，倒是一条“小伙地铁发病，上海阿姨垫付
万元手术费救治”的旧闻吸引了我。读完，像鲁迅先生在
《一件小事》里对比车夫一般，我也觉出了自己心里隐藏
的“小”。扪心自问，我同情弱者贫者，三五十块数百块捐
出碎银子也是常事，在医院等叫号被插队能忍住不斗气，
去年还在公交站台扶起了一个跌倒的老阿姨，我认定了
自己是良善之人。可是，在大叔晕厥倒地的考验面前，我
终于明白，我以往所谓的“善”只是“小善”，只是不危及自
身的举手之劳而已。救人危难与避害自保的选择题，轻
易就难倒了我。

自查自纠，犹未晚也。对一个有羞耻感的人来说，在
经历过一次令他无地自容的突发考验后，下次，要答好这
道人性的选择题，想必不再是什么难事。他知道，一双
手，既要拿来，亦要捧出，如此，才能温热、融化某些比坚
冰还要冰冷的东西。

赦免记
□□ 邓爱勇邓爱勇

小院子
爹娘不在家
我，在院子里
洗带回来的衣服，和
一片浮云疲惫的心

得闲。在檐下小憩
耳朵却闲不住
有时，是蝉鸣
有时，是鸭叫
有时，是鸡啼

此起彼伏。惹得
晾在竹篙上的衣服
手舞足蹈
仿佛在向路过的人们
热情问好

南风吹
留下。陪爹娘
吃午饭

我们。拉来小板凳
围在一起择菜
闲谈的间隙，就
喝一口茶

娘，去生火
爹，扫庭院
我用手机拍河边的树

南风。吹歪了
娘燃起的炊烟
吹散了爹归拢的落叶
而我心中疫情笼罩的愁绪
也被吹得干干净净

巷口的风
巷口的风
不徐。不疾
耐心听我们讲那个远去的人

讲早晨的田野
讲沟渠里的鱼虾
讲他的虾笼和他的命

风，继续吹
把那些无关的事物和我们一起
编成故事，再讲给远方的人
听

半日闲
（组诗）

□□ 鄱阳余晓鄱阳余晓

怡情
诗笺

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暨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何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