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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乡情更切
郑京鹏

一个梨花盛开的日子，因恢复高考改变了命运，
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多年的我，回了一趟老家探
亲。接近老家时，眼前一亮，在我家老房子的对面、
斜对面和当头，都出现了几家十分漂亮的贴着白色
瓷砖的新房呢！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纳闷间，一个满怀
欣喜的声音在附近响起：“没想到吧？”

循声望去，只见一位腰板挺直、满头青丝的男子
站在对面的那栋新房前，笑盈盈地望着我。这是谁
呀？那男子一边向我走来，一边又发话了：“认不出
来了呀？我是万向兴啊！”

“兴毛儿，是你呀！”乡音未改，从脸型特征上看，
确实是我孩提时代的小伙伴，“真没想到哇，你怎么
就不显老呢！如果你不叫我，我真的认不出来了
呢！”

“现在条件好了嘛！”我指着刚才他身后的新房
问：“那是你家的？”“是呀。”

“记得你家不是在竺家湾大院子里吗？”
“嗨呀！”万向兴一拍大腿，高兴道，“现在的政策

好哇，政府出钱补贴我们改造危旧房，我，还有很多
家，都重新选择了地点，在原来条件不怎么样的山垭
口、现在交通则非常方便的这里，建起了新房！我家
跟你家还成了邻居了呢！”

我恍然大悟：“哦，我们都成邻居啦！”万向兴又
指着房屋的当头说：“你看，公路就在家门口，买东卖
西的，来往场镇，多方便啊！”

的确，那个年代，人们干活和送粮送菜，都要肩
挑背扛走几十里山路，劳民伤财！改革开放之后，在
自家附近的承包地劳作，不再大老远地送公粮。记
得当年我们生产队有个叫做竺家湾的大院子，它虽
然地处山脚的沟里，但由于位置集中，队里的保管室
就设在那里。我家住在山上的垭口处，去竺家湾不
仅路途远，还要先爬几道大弯坡，再走小路，经过一
根塘坎。每次从竺家湾运粮食蔬菜回家，都只能肩
挑背扛，即使在途中歇息很多次，也累得腰酸背疼。

有一次，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用小花篮背篓，从
竺家湾大院子背了两个队里分的南瓜回家。在上大
弯坡的时候，脚下一滑，人被摔趴在了地上，两个南瓜
从背篓里翻了出来，咕噜噜地滚到了阴沟里。事后我
就想，要是能架一条滑索，上面吊着装了粮食蔬菜的
背篓或箩筐，只要动手一拉，粮食蔬菜就到家了，那才
好呢！或者把路拓宽修平，用一辆小木板车把粮食蔬
菜运回家，也不错！然而那时条件有限，最终都化为
了泡影！如今，做梦都没有想到，村里的公路通到了
社，社里的机耕道通到了户，再也不用爬坡上坎了！

言谈间，他领着我，进了他家。
正屋有三间，地板都铺着鹅黄色的瓷砖。中间的

堂屋里，彩电、沙发、茶几等样样俱全。那彩电估摸着
至少也有30多吋，沙发、茶几等都是新的。“这跟我家
条件差不多了呢！”万向兴谦虚道：“哪能跟你们城里
比呢？”其实，我心想，城里的房子哪有这么宽大。

“你的儿子呢？”我问。“跟他媳妇儿一起到沿海
打工去了！他们在乡场上买有自己的房子。”原来只
是爷孙三人住着那么大的房子，空荡荡的。厨房里
面的橱柜、桌椅、锅碗瓢盆等用具却归放有序。“那灶
头边水管是由社里牵头，从大山里引来的泉水。”万
向兴像导游一样告诉我。

厨房的后边推门出去，便是光线充足的厕所，地
面上铺着银灰色的瓷砖，蹲位的后面还安装着冲洗的
水管。想起早些年，农村哪有什么厕所，叫茅房，简陋
的茅房跟猪圈常常连在一起，用几根苞谷杆围起来，
臭气熏天，蚊子苍蝇乱飞。如今“小厕所，大民生”，国
家免费为农民修建了厨房、厕所、浴室、沼气，免费安
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打开浴霸，就能洗上一个热水澡。

从屋里出来，我感慨良多，口中禁不住吟出了两
句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们文
人啦，触景生情了不是？”万向兴见状，真诚祝福道，

“时间不早了，你的父母兄妹前几天就念叨着你啦，
赶紧回家，给他们一个惊喜！”

此刻，我的心情犹如满山盛开的梨花……
（作者系忠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腊月29那天，我们回老家过年。在村
口，遇上大伯带着三个儿子粮、肉、钱及六
七个孙子，浩浩荡荡地从山上归来。儿孙
们个个光鲜明亮，大伯虽然老了，也是很
神气。他告诉我，他们爷孙刚去山顶给他
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上坟回来。他
们烧了一背篼福包，火炮炸了老半天，把
地皮子都炸抬起来了。

我向粮、肉、钱三位堂兄及侄子们问
好，他们告诉我头天从广州回来。我习惯
地问：“坐火车回来的？”大伯等不及儿子
们答话，就抢着告诉我：“开车回来的，粮
跟肉两兄弟开的小包车，老幺钱开的是大
包车。”我好奇地问什么是大包车呢？钱
笑笑说：“刚买了辆悍马。”

一位过路的大婶跟大伯开玩笑说：
“娃儿们挣大钱了，你现在粮、肉、钱三样
都不缺了。”大伯拉着嗓门说：“改革开放
之后，日子过好了，现在，粮、肉、钱已经不
是农民的追求了。我们追求的是小车、飞
机、洋房子。”大婶说：“小车、洋房都有了，
你家就差飞机了。”大伯答：“我看这发展
架势，飞机也不是买不起。”

粮、肉、钱兄弟仨笑说：老汉又说大话了。
粮、肉、钱三兄弟，其实是有学名的，

老大叫胜粮，老二叫胜儒，老三叫胜钱，都
从“胜”字辈。村人叫他们的时候，省了

“胜”字儿，直接叫“钱”“粮”“肉”。叫的人
喜欢，被叫的人也喜欢。大伯为人说话直
率，给儿子起名也直率。

胜粮出生时生活困难，生产队分的粮
食总不够一家人填肚子，大伯吃饱的愿望
迫切，就给刚出生的儿子起名胜粮。两年
后老二出生，大伯母坐月，上顿清水白菜，
下顿红苕洋芋，锅里碗里见不着油星星，
奶水下不来，老二饿得白天夜晚哭叫。这
时大伯再直率一回，把破被子里那个饿得
直叫唤的小人儿起名叫胜肉。

但那个“肉”字太难听，肉小时候很是
被人取笑，上学后老师就把胜肉写为胜
儒，斯文，但叫着还是胜肉。这以后，土地
承包下户了，大伯一家人不光能吃饱，还
顿顿油汤油水，按说日子该满意了才是，
但手头紧巴，缺钱。像是专为大伯的愿望
而来，他的第三个儿子呱呱坠地了，大伯
第一时间给这儿子起名胜钱。

粮、肉、钱三兄弟自小聪明灵动，但家
里农活和家务都繁重，差人手，且大伯认
为儿女上学堂，不过是把嫰骨头养硬，好
承担日后的肩挑背磨。所以三兄弟陆续
从初中甚至小学的学堂毕业，就直接进了
农村这所大学，中间一天也没耽搁。

三兄弟少年时即做了农夫，像父母和
祖辈一样，在土坷垃里刨食，受劳累苦闷
的生活磨损，年纪轻轻就满面愁容。

一条路走不下去，还有另外的路等着
你去走。90年代了，先是老幺钱扔掉锄头，
背一只编织袋南下广州打工，在一家私营鞋
厂做皮鞋。那间厂子不大，产品却出口欧
美。钱嘴巴甜，眼睛很能盯事，做事总能做
到节骨眼儿上，深得老板赏识，没两下子，就
提拔他当上了工长。他转身回来，就把大哥
粮、二哥肉带过去，在他手下当了工人。

粮跟肉口齿虽没钱伶俐，但踏实，能
忍耐，也颇能把劲使在事情的关键处。没
过多久，粮跟肉也相继当上工长，钱则做
上了老板助理。兄弟仨钱赚得欢，脑子再
一活络，干脆自己投钱开了个厂子，也是
做皮鞋，钱当老板，粮跟肉，以及三位妯
娌，都在厂子里搞管理，兄弟仨抱成团，业
务竟然好过前老板，三兄弟不光买了车，
还在广州买了房子。

这期间，每年春节，粮、肉、钱三兄弟都
携家带口回家过年，看望老人和孩子。看着

贫瘠的土地，回想从前的劳苦，不禁感慨，心
想从前那样的日子，怎么也熬过来了？

大伯历来嗓门大，一神气，就更大
了。他说：“我们过上了好日子，一要感谢
你们的曾祖好，他老人家在地下也保祐我
们发财——用电视里的话说是什么来
着？——谢祖隆恩。二要感谢改革开放
好，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都放开手脚加油
干，越干越好过。以前在土地里熬命的时
候，哪里想得到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啊！”

这话又直率，大家乐得不禁大笑起来。
二伯家的两个儿子冠军和亚军也回

来过年了。他们也在钱的工厂打工。冠
亚二军，娶的是邻村冉家金蓉、玉蓉嫡亲
姐妹俩，亲上加亲，四个年轻人，再加上两
家家长，都欢喜。姐姐，同时也是嫂嫂金
蓉在家伺候婆婆，带两家的孩子，不分彼
此。冠亚二军及亚军媳妇玉蓉在广州打
工，已经有好些年头了。兄弟俩源源不断
把钱寄回来给金蓉存上，每隔两三年，三
人回家过一次年，亚军和玉蓉把生下的孩
子送回来给金蓉带，同时冠军也回来帮金
蓉生一个孩子。过完年，到了正月初八，
金蓉又送三人离家去广州。现在，她手里
有百多万存款，六个孩子，其中三个是她
跟冠军的，另三个是亚军跟玉蓉的。

看着那高高矮矮六个孩子，长得非常
像，分不清哪是兄嫂的哪是弟妹的。我让
他们按家庭分两组站好，六个孩子推来搡
去好一会，最后仍然有一个小不点没弄清
楚自己到底属于哪一个阵营。

金蓉跟我说，人还是要念书，念出来当
个有文化的人，虽然钱少，但白净、斯文。她
说别看钱粮肉三兄弟钱多，说话还不是满口
皮革味、硝味。她凑在我耳边悄悄说，冠军
从广州回来，夜里脱了衣服，浑身都是皮革
味，让她想起旧班车上的破皮椅，就晕车一
样作呕。冠军还以为又怀上了呢。

她说，一辈人有一辈人的路，不能辈
辈都当农民工。她说她没念过什么书，但
希望她的孩子们都好好念书。她严格管
教正在上学的三个孩子，孩子们做功课，
她看不懂，就搬只小板凳在旁边坐着看，
是陪伴，也是监督，孩子们就不调皮了。
她不希望孩子们长大后也去厂里做皮
鞋。他们得过一种干净斯文的日子。她
打算趁冠军这次回来过年，去县里买一套
商品房，等最大的孩子从村里的小学毕业
后，就送去县里上中学。那时候她就带着
婆婆和五个孩子一起跟进城 ，大大小小
都上城里的学校。她说，孩子们定要先念
好书，哪怕以后回来做农民，也是个有见
识有水平的农民。

我不禁为金蓉点赞。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庆 祝 改 革 开 放 40 年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如今，做梦都没有想到，村里的公路通到了社，
社里的机耕道通到了户，再也不用爬坡上坎了！

她说，孩子们定要先念好书，哪怕以后回来做农民，也是
个有见识有水平的农民。

还乡
杨柳

专家评委
点评

农民工
是改革开放
出现的一个
特殊群体，
他们远离故
乡，到城市
寻找工作，
像流动的群
星，照亮了
自己，也照
亮了整个中
国。作者通
过大伯和二
伯的几个孩
子返乡的经
历，高度点
赞了外出农
民工在创造
自己美好生
活的同时，
也为中国现
代文明建设
做出了极大
的 贡 献 。

“孩子们一定
要先念好书，
哪怕以后回
来做农民，也
是个有见识
有水平的农
民”。嫂嫂金
蓉培养孩子
的读书意识，
使本文有了
质的升华，
凸显了“百
年大计，教
育为本”的
深远历史内
涵。

刘建春 重
庆市散文学
会会长

专家评委
点评

古人有
“近乡情更
怯 ”的 诗
句 。 怯 什
么？是对久
别故乡及亲
人存在着忧
思 、担 心 。
在那样兵荒
马 乱 的 时
代，这种怯
是必然的。
而作者的标
题《近乡情
更切》，一字
之变，却点
出了世道的
沧桑之变。
人兴致勃勃
地 往 老 家
赶，皆因家
里有大把好
消息候着。
而作者还特
别安排了一
个“导游”的
角色——万
向兴，通过
他的亲身经
历、他的讲
解来把读者
引导进新农
村 的 新 生
活。作者特
别指出，40
年的改革之
路对于农民
和 农 村 来
说，其影响
不仅是路通
了、房换了
那样表面的
东西，更深
刻的在于生
活意识、态
度、文明习
惯的更新，
这也是该文
的 新 意 所
在，价值所
在。

吴景娅 重
庆市作协散
文创委会主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