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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秧 门

山里的梦子熟了

阴 顾彭荣
大地转绿，田水回暖，家乡宜兴洋
渚的田野万物竞秀，一派生机。清晨，淡
淡的雾霭飘荡于屋舍和野外，蒙蒙细雨
滋润着大地。天晴时，蝉声开始响起，弹
奏着阳光的热度；而蛙声也不甘寂寞，
鼓噪着农时的紧迫。
俗话说：
“ 小孩望过年，大人望种
田。”在农人眼里，
“田家何待春禽劝，一
朝早起一年饭”
（宋·邵定翁《插田》）。一
），就是他
年一度的插秧（家乡叫“种秧”
们心目中的盛大节日。第一天插秧称为
“开秧门”，是稻作文化的一种仪式，很
有些讲究的。
一大早，天色熹微，父兄和几个常
年此时来帮工的乡邻吃着好饭好菜，喝
着米酒，称“开秧酒”
。吃罢早饭，五六个
人一个个打着赤脚，穿着蓑衣，戴着雨
帽，冒着斜风细雨，手执一把干稻草，跳
到田里拔起秧来。秧田如绿色地毯在眼
前铺展，嫩绿秧苗随风微微起伏，毛茸
茸的嫩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雨珠，青翠欲
滴。父亲边拔秧边交代农活，他拔出来

阴 黎阳
的秧整整齐齐，经过哗哗的田水漂洗，
用稻草绑住，如同给小孩扎头发般轻巧
熟练。起早拔的秧，当日要插完，
所以拔
到一定时候，估计一天的秧大约差不多
够插了，就从泥水中将一扎扎的秧苗捞
起，用秧担挑向杨奇圩要插的田块。
农谚说：
“春天春天，时时发癫。”意
思是春天如同孩子脸，说变就变。秧刚
拔好，太阳便钻出了云层，照到人身上，
脱掉蓑衣取下雨帽还有些闷热。雨过天
晴的田埂有些滑，用十个脚趾使劲“咬”
紧窄窄的田埂路，才不至于摔倒。水田
如镜，水光潋滟，倒影着周围的景物和
天上的白云，如同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
画。把秧挑到后，一个个均匀地抛到田
中，原先的田园画卷便被揉碎了。
“开秧门了——
—”喊这一声的是人
称“老娘舅”薛生大，五十上下，人称“秧
师”。他年年是帮工，年年喊这一声，嘹
亮悠长，唤醒了明镜般的水田，吹皱一
池春水。据说此时下脚也有讲究，要让
“右顺左反”之
右脚先入田。因为农家有

说，这样就表示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如果这个时候能听到布谷鸟的叫
声，
“个个插禾，个个插禾”，就预示着这
年庄稼一定丰收，是个好兆头。“老娘
舅”在水田中插上第一棵秧苗开了秧门
后，大家就一起下田一字排开，顿时水
花飞溅，相互追随，秧苗插到哪里，哪里
便呈现一片绿色。开秧门，开启的实在
是农家一年的希望和期盼。
“早稻搭
插秧一靠技术。有句农谚：
意思是插早稻秧苗
一搭，晚稻插到夹。”
只要将秧根搭上田土，浅些就行，而晚
稻秧苗要插得深，要插到秧苗分叉处。
二靠速度。有的人一撮（大约六七根）秧
苗插下去带起的水花还没落下，后一撮
秧苗插下去又带起新的水花。一撮一撮
又一撮，一行一行又一行，似蜻蜓点水，
手指翻飞起落间，浑浊的水田就被一片
片的嫩绿覆盖了。其实插秧也是非常单
调枯燥的。双腿分开，低头弯腰，左手分
苗右手插秧，从头到尾一套动作，机械
重复，长时间弯腰，极易腰肌劳损，这对

男人来说是致命的，但为了生计，谁不
就是这样一年年辛苦劳碌的呢？
开秧门这一天和以后插秧这几天，
伙食丰盛，要有好酒好菜相待，菜要有
八大碗，吃四餐。请来的帮工早饭在我
家吃，大约十点多，母亲带着我送饭到
田间，在平整一点的地块摆上酒菜米
饭。大家洗洗手，
挺直腰杆，坐在田埂上
尽情享受，释放着劳动者的喜悦与快
乐。这时，鸟儿从头顶飞过，洒下一路哨
音，仿佛在为农民的劳作深情伴奏。
插完秧，紧接着的是除草、耘田、灌
水、施肥、除虫，多少农活在等待父兄去
完成。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李绅
《悯农》诗表白的真实情感，我是深有体
会的。当个农民不容易。如果当好了一
个农民，那就没什么苦不能吃，没什么
难关不能闯，没什么事业不能坚持。开
秧门，开启的是像父兄一样的农民，祖
祖辈辈，世世代代，他们种植五谷的辛
劳和坚韧！

土比金贵
阴 黄云山
七十岁月，七十辉煌，七十年祖国
繁荣富强。
五月，万里睛空，碧空如洗，曙光照
在苕溪河上，彩霞披满田庄。解放了，
天，变得晴朗，地，辽阔肥美，人，春风满
脸，村，装扮漂亮。村中多处挂起“普天
同庆”，
“庆祝临安和平解放”等横幅。大
街小巷贴满红色标语。年轻人高唱“解
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
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
情说不完啊。”歌声嘹亮，歌词明快，听
起来亲切入耳。唱声飞碰四周高山，又
回响在村庄田野，那热闹，那开心，笔墨
难以形容。
土地，农民生存命根，土地，农村繁
荣本源，土地，民族复兴希望。
土地，国家强盛基石。
几千年，富人用青竹杆敲打农民的
头，农民只能缩脖抱头，心里却说：
“儿
子打老子！”以作心灵的自慰和反抗。
几千年许多文人墨客，仁人志士提
出“以人为本”的理念，直至 19 世纪初，
孙中山先生提出“耕者有其田”明确具
体愿望。但在生产力极低的历史条件
下，只能是一种梦想。
1921 年共产党诞生，坚定地提出
“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早期，共产党解放
区实行“土地革命”，但在当时环境下，
要全面开展土 地革 命有一定的困难，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在
全国立即展开了暴风骤雨、天翻地覆的
土地革命运动。
在故乡，我幸运地参加土地变革工
作。
土地改革，繁杂细致，土改工作者
必须以人民为始终。其任务是：全村土
地造册登记，核定农户人口，编写田地
方位，注明田地四至，校对分田人数，新
旧田亩核实，敲牌定田是谁，必须一丝
不苟。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
马。”政治形势的迅变，人民当家作主
了。土地改革全面进行，敲牌定人定田
是土改的核心阶段。田野沸腾了，全村

百姓故事

百姓都涌向田间，确认自己的田分在哪
里，这是农民最具体最关心的事。田埂
上，田塍中，田径里全是农民的身影。你
来我往，互说互问，个个笑逐颜开，田野
春意盎然，一片欢腾。这景象，反映出田
间和谐喜悦美好的田园风光。
许多农民，乐不可支。那欢声，
那情
景，可惜那时没有录像机。这一历史性
田边风景，多美啊！有的农民背着锄头，
绕自己的田走一圈，然后锄一块泥，捧
在手上，闻闻土香，心里甜丝丝的。他想
得很深很远。
十月，秋高气爽，阳光和煦，田间一
片新景。秋风微微吹拂，田间掀起一高
一低的稻浪。秋景之美，比花、山水画、
绿树更美。秋景是农民用一年时间用心
编织起来的珍品。风吹千层稻浪，心开
万朵花束，稻黄绮丽阡陌风，蹑步田野
美千重。
自己的田第一年水稻丰收，心里甜
甜蜜蜜的。水稻长势旺，青枝绿叶黄灿
灿。农民知道，水稻青杆绿叶稻穗黄，丰
收在望。
许多农户对能收进多少稻谷，心中
无数，动镰开始，父子一担一担挑回家，
倒在小屋里，
堆成一座山。没有家俱放，
临时编围簾，可放几千斤，农妇捧起黄
色的稻谷，像捧起重重的金珠。过去没
有田，她一幕一幕地回忆起来，喜悲相
间。
他们挑出一担稻谷，挑进一担珍馐
白米。烧饭了，闻到浓浓的饭香，吃饭时
看一看发亮的米饭，闻一闻饭气冲上来
的香，大家眉开眼笑，那幸福，那开心，
喜形于色。儿子晓明捧了一碗饭，低着
头，菜也不夹，狼吞虎咽一下一碗便吃
完了。父亲对晓明说：
“不要猴急，我们
有了田，每天都有白米饭吃。”说完心里
涌动起一阵一阵过去的苦涩。
分田开心，过年更开心。经过农民
一年的劳动，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
作。辛劳不忘勤俭人。劳动迎来田地的
收获，土改解放了生产力，许多农家五
谷丰登，六畜兴旺，各家都过得红红火
火。每家都养一只肥猪，几只羊，许多鸡

鸭……过年了，大家隆重庆祝，邻里各
家都杀猪、宰羊、打年糕、裹棕子、做豆
腐、炒花生、炒番薯胖、炒蚕豆……全村
农民喜气洋洋，心情舒畅，他们相互祝
福，觥筹交错。
土地改革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土地改革彻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让农
民站起来，挺起来，富起 来；国家 强起

走过春的红地毯

临安区丰陵溪河道疏浚砂石资源拍卖公告
经杭州市临安区财政局批准，受委托方原临安区
润丰水电有限公司委托，杭州康城拍卖有限公司采用
增价拍卖方式，确定丰陵溪河道疏浚砂石资源开采买
受人。现对该区块的砂石资源拍卖事项予以公告。
一、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
临安区丰陵溪河道疏浚项目位于临安区於潜镇
丰陵溪杨洪村段河道上（甘溪水库大坝至阮家桥段），
该区块砂石资源约为 31600 立方米。本次拍卖标的物
为前指的约 31600 立方米砂石原料（不包含为保留河
道生态性，予以原址保留的河床中大于 50 厘米的砾
径的卵石、漂石的方量）。
二、起拍价
根据（参考）临安钱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
告 （临钱评报字 2019 第 38 号），砂石资源起拍价为
1330000 元（设有保留价）。
三、竞买人资格
竞买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 竞买人必须是临安区具有合法经营资质和加
工生产能力的砂石料加工企业；
2.竞买人有较强的经营能力和资金实力；
3.如竞买人中有股份制公司的，要求提供股东会
或董事会关于同意竞买的决议。
四、拍卖原则

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按
照砂石资源竞拍价"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买受人。
五、报名时间和地点
竞买人可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 时（报名开
始时间）至 2019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7 时 00 分（报名
截止时间）的工作时间内，向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临安分中心窗口（地址：杭州市临安区浙皖农贸城
三楼交易中心窗口）提出书面竞买申请。本次拍卖不
接受电话、邮寄及口头报名。
竞买申请文件包括：
1.竞买申请书；
2.竞买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人代
表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他人申请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竞买人中如有股份制公司的，要求提供股东会
或董事会关于同意竞买的决议；
5.其他相关资料。
五、拍卖文件取得
申请人可在报名时间内到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临安分中心窗口领取，具体包括：
1.拍卖公告；
2.拍卖须知；

来，伟大起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
荡荡，七十年祖国巨变，七十年祖国富
强，
七十年祖国伟大。农民永远记忆，记
忆这天翻地覆的土改。田是农民的魂，
农民的梦，农民心中的亮。
纵览古今，俯仰时空，斗转星移，红
消香断，唯大地田野永恒。

春末的傍晚，
站在老家的田埂上，品尝着梦子酸酸甜
甜的味道，爱人把我带到了他的童年，唤醒了发生在这
里，发生在那些年的关于梦子的故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就开
始住校了，
离家大约十里外。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周末回
来，放下书包就往山里钻，上山砍柴或打猪草，帮助家里
干农活，分担家务。春末夏初，绿得发亮的野草漫山遍野，
山谷里的小溪缓缓流淌，黝
繁星般的野花在草丛里微笑，
黑的小鱼悠悠地在趾缝间游走，让人痒痒的舒服。空气中
弥漫着野果子香甜的气息。小孩子对美味，天生有着一种
异乎寻常的洞察力，
不一会儿，就发现了一大片绯红的梦
子！成熟的果子高高地挂在枝头，散发出迷人的香甜气
这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呀！
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采够了满满一篮子，
太阳也下山了。望着红宝石般的丰盛
果实，虽然咽着口水，但又实在不舍得吃，心里想着要赶
快回家，和爸妈弟妹一起分享！竹篮上面用猪草细心地盖
好，边走心里边美滋滋的盘算着，爸妈要是看到我采那么
多的梦子，
会怎么表扬我。
跑在前面的小伙伴，远远地瞅见了在院子门口玩耍
“你哥今天采了好多好
的弟妹，忍不住大老远就开始叫：
多梦子呢！”我赶紧捂住他的嘴，被那两个馋猫知道了还
有好处？！也不知道弟弟妹妹听见没有。进了家门，兜了一
圈，没看见爸妈，弟弟妹妹却跟在屁股后头，站着门框边，
边吮着手指头，边眼巴巴地望着我。不行！一定得等爸妈
回家才能吃的。于是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先到猪圈倒
了猪草，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我的宝贝梦子装在小篮子里，
上面找了块布盖上，
再趁弟弟妹妹不注意，蹑手蹑脚地跑
到阁楼上，
爬上屋柱，挂在最高的钉子上。做好这一切，我
认为保密工作做得万无一失，于是便拍拍身上的尘土，放
心地出门找小伙伴玩去了。
夜幕降临，炊烟升起，估摸着爸妈干农活也该回家
了。快步跑回家，
瞥见妈正在灶间忙碌，便直奔自己的藏
宝地—一阁楼梁上。在摘下篮子的瞬间，我立刻傻眼了，
满满的一篮梦子，已经不翼而飞！只剩下一只空荡荡的竹
篮！愤怒、委屈立刻包围了我，脑海里一闪而过弟妹吮着
手指，眼巴巴望着我的表情。我立刻明白了！发疯似的跑
下楼，冲到弟弟妹妹面前，嘴角上红红的果浆已经出卖了
他们两个，我狠狠地推了一把妹妹：
“ 说！是不是你偷
的？！”妹妹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父亲闻讯赶
“老子在外累死累活的，
来，照着我脑袋劈脸就是一巴掌：
你做大哥的不知道让着弟弟妹妹，还尽给大人添乱！”这
时候翻江倒海般的愤怒、委屈与不公已经将小小少年的
心淹没，心里对家人的爱无人体会，反而还被父亲不分青
红皂白地打了一巴掌，倔强地耿直了脖子，回头狠狠地瞪
了父亲一眼，随后，在第二个巴掌还没落到脸上之前，飞
快地拔脚出门，落荒而逃……
我漫无目的地向着山上狂奔，我能去哪儿呢？在白
天摘梦子的树下，越想越委屈，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等再次醒来的时候，周围已经是漆黑一片，似乎听到有
人在远远地呼唤，侧耳倾听，呼唤声越来越近，好像不
止一个人，是好多人，还有照明的火把，忽明忽暗地在
树丛中闪现。我知道了，那么多人，是来找我回家的。
我躲在树丛中，思忖良久，谁让你们冤枉我呢？让你们
着急去吧！高高低低的呼唤声渐渐远去。也不知过了多
久，草丛中传来风吹树叶的声音，还有树林里不知名的
野兽古怪的叫声，心里渐渐害怕起来，不会有狼吧？越
想越害怕，于是，披着星光、就着夜色，慌乱中连爬带
滚地摸下了山，一双鞋在狂奔路上，什么时候跑丢了也
不知道。
赤脚跑在村道上，遇见了一个同村的大叔，他惊讶
地拦住我：“好多人在山上找你呢！你爸妈都快急疯
了，快回家去吧！”
可是我不想回，心里居然有了一种报复的快感。就
这样一路赤着双脚，回到了我寄宿的学校。
在小学校睡了一晚，后来，还是我自己回去的。
回到家，妈在。她一见我，就说：“回来啦？”然
后就沉默了。然后，慌乱地跑去厨房，我听见哗啦哗啦
炒豆子的声音，不一会儿就飘出了炒黄豆的香味。炒黄
豆，在那个年代，除非过年过节，平时是难得吃上的好
零食。我差点儿就要哭了，我知道，那黄豆是为我炒
的。在农村，长辈做错了事，又不好意思向晚辈认错，
可能这就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吧！我慌乱地接过妈妈递过
来的炒黄豆，噙着泪花品尝起嘎蹦脆的黄豆。

盛利民 摄

3.拍卖规则；
4.竞买申请书；
5. 临安区丰陵溪河道疏浚砂石资源开采清运合
同样式。
六、竞买保证金
申请人须缴纳竞买保证金 15 万元。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7 时 00 分前交纳至以下账户并保证到
账：
账户：产权交易项目投标保证金账户
账号：86918100084127-003
开户银行:杭州银行临安支行
申请人在缴纳竞买保证金时，应注明竞买保证
金、联系人及电话等信息，同时保存好银行转帐的回
单。
七、
现场竞价
2019 年 5 月 22 日下午 14 时，在杭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临安分中心 4 号开标室(杭州市临安区浙
皖农贸城三楼)举行拍卖活动。在委托方等相关单位
的共同参与下，通过现场竞价确定买受人。
委托方联系人及电话： 凌 云
0571 61119993
拍卖方联系人及电话： 方海峰
0571 63963605
委托方：杭州市临安区润丰水电有限公司
拍卖方：
杭州康城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13 日

遗失公告
郭富遗失锦城街道樱花公馆 10 幢 201 室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证，证号：临国用 2016 第 04636 号，声明作废。
郭富、应千里遗失锦城街道樱花公馆 10 幢 201 室房屋
所有权证，证号：临房权证锦城字第 300079008 号，临房权
证锦城字第 300079009 号，声明作废。

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老年养护院秉承“医养结合 爱心养
护”的办院宗旨，以“全方位养老养护、专业化康复护理、零
距离医疗救治”为服务理念，让入住老人更有尊严、更有保
障的安享健康晚年。
欢迎前来参观、试住有优惠。
入住对象：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长期卧床需全面照
护的老人以及其他老年朋友
电 话：0571—63837515、15258667398
院 址：临安锦北医院 2 号楼（临天路 2750 号明月山庄
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