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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人轶事
□秦万年

印象中，他是个敦实的青

年，臂力过人，三四百斤的担

子搁在肩上可以轻松走过几

里路。那时，农村尚未实行

“联产承包”，乡人靠攒工分度

日，体力好自然挣得就多。

黑皮原本也是有名有姓

的，只是因为天生长得黑，就

有好事者四处张罗为其“更名”。小伙子亦

不恼怒，于是“黑皮”的称呼便这样叫开了，

以至于后来人们竟忘了他的真名。

黑皮的胃口特好，一顿饭吃下一斤多

不算稀奇。能吃的人大多有股子蛮力，所

以闲来无事，便嚷嚷着四处找人扳手腕，而

每次总能满载而归。耳朵上夹着的香烟，

多半是他的“战利品”。烟的档次不是很

高，偶尔得来一支好烟，黑皮总要玩“味”许

久不忍下口，说好东西得慢慢享受才是。

那年冬天，有部队下来征兵，黑皮也去

了。浑身腱子肉的身体自然没有多大悬

念，很快便应征入伍。这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间，人们只能从来信的只言片语中了

解他在部队的一些情况，比如立了什么功，

得了什么奖。当他回归故里，人们发现黑

皮变了，首先是皮肤更黑，体格更强，再就

是说话文雅词多了。仅那一口乡音无改的

普通话，还有数九寒冬冷水洗脸的军旅习

惯，就足以让未曾见过世面的乡邻们刮目

相看了好一阵子。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此去一别经年，

便很少再有黑皮的消息。有年春节回家探

亲，才打听到他退役后去了一家乡办企业

工作，入了党，而且还娶回一位白嫩水灵的

姑娘……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去年秋天忽然得

知黑皮不幸罹患绝症，无情的病魔硬生生

把这个铁打的壮汉击垮，不禁令人唏嘘叹

息!

据传，坊间有“名贱寿长”一说，狗小此

名应该源于这个习俗。父母给他取名的初

心可能很简单，就是日后好养活。

狗小是黑皮的二哥，但哥俩的性格却迥

然不同。黑皮粗犷豪爽，他却有点“娘娘

腔”。作为一名生产队的饲养员，鞋子上似

乎总是粘着猪粪，人走“味”动，“味”随人

行。不过，狗小的心眼好，从不想歪点子害

人，还有一门拿手的绝活——撑船技术，是

全村最棒的。

小时候，我们一群顽皮少年常常悄悄爬

上他的小船，只见他很大气地朝掌心“啐”上

一口，然后抡起撑篙往河岸轻轻一点，同时

顺势在水中划一弧度，那船便在悠扬的号子

声中出发了。原生态的船工号子音调悠长、

富具韵味，经常被人们编成好听的歌谣四处

传诵。不过狗小的手阡陌纵横，又粗又硬，

还有股骚腥气，童年的我很不愿意让他摸我

的头。

那时，乡里的交通不便，船俨然成了一

种便捷的运输工具。狗小因有一手过硬的

撑船技术，所以村人少不了常常麻烦他干这

干那的，基本都是有求必应。有年我母亲生

病，家中又没有大人，狗小知道了，从猪场里

撑着小船就来了……为表谢意，逢年过节，

父亲从远方归来，总要捎上一点香烟、茶叶

之类的食品给他。每及此时，狗小总是咧开

大嘴傻笑。

善良的狗小四十二岁才讨上老婆，姑娘

是邻村一位矮胖的老处女，据说有点神经兮

兮的，好在当时有个从上海退休的老父亲供

养着，吃穿不用愁。

前年春天，狗小的祖屋被征用拆迁了，

搬进了由政府统一配置的安康小区，过上了

城里人的生活。有次回乡偶遇，他非得拉我

去他的新房子坐坐。看见他和老伴的日子

越过越滋润，我打心眼里为他感到高兴。

网二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三十多年前家乡远

近闻名的老好人。

无意考证“网二”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名字的

由来，但我想大概与他父亲的打鱼经历有点关联

吧。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此君长得可谓精瘦奇丑

——眼睑常年红红的，上眼皮病态翻起露肉，酒糟

鼻子尖嘴巴，一口大黄牙爬在外面“乘凉“，腮帮子

上的几根山羊胡须随风飘动，细看脸上还有几颗麻

子。

农村实行责任田之前，网二曾做过生产队长，

每天一大早就吹着上工哨子，从村东走到村西。因

为瘦得几乎没有了腰身，以至于网二快速奔走时，

肥硕的裤子经常掉到肚脐眼下面……如此的趣闻，

自然成为人们餐前饭后的谈资。

网二擅长讲故事，极投入。他讲故事时声情并

茂，手舞足蹈，这让幼时的我痴迷不已、欲罢不能，所

以每次不管在哪里遇见网二，总要缠着他“来一

段”。有时我想，如果有民间故事家评选，我定要投

网二一票。

那时候，网二虽身为生产队长，但家里却穷得

四邻皆知。三个儿子的衣裳，从来都是旧老大，破

老二，缝缝补补留老三。沉重的生活压力，使他四

十岁不到头上便空空如也没几根头发了。大家闲

来无事，便会拿他的“头”开玩笑。小时候不懂事，

常常和小伙伴们唱一首自编的歌谣：“今天晚上有

电影，大人孩子都好看，就是网二不能看，网二头上

有炸弹，炸了人怎么办？”他听过算过，一笑了之。

村里的肉莊坐落于桥东，这是网二每天的必经

之地，但很少有人见他走进去过。据说只在逢年过

节时，他才舍得悄悄拎回小半只猪头。或许因为穷

又特节约，而且老婆的眼睛又不好使，所以家中一

年到头总是脏兮兮的，大人孩子的脖子上黑得几乎

能种麦子。至于平常煮玉米粥，喝完了从不刷锅，

而是往锅里放半碗水浸泡留存着。对此，网二的理

论是：下顿煮粥可以节省面粉云云。

近乎“吝啬”的网二硬是从牙缝里省下来好多

钱，并在村东的临河边上，赫然矗起三间大瓦房。

人们的“啧啧”惊叹声余音未了，小儿子居然以高分

考上了武汉大学，大小子做瓦工也带回来一位漂亮

的河北姑娘。后来，武大高材生毕业后去了省级研

究院工作，据说还担任了课题组的负责人，衣锦还

乡时引来乡邻们羡慕的目光……

网二家的穷，似乎已成为了历史。但好人网二

却没能享几天福，七十多岁便离开了人间。有时我

想，要是现在他还活着，兴许还会穿上那条宽松裤，

每天从村东走到村西，吹着欢快的哨子；或者坐在

村口的老银杏树下，给孩子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乡村

趣闻，还有那些永远都说不完的传奇故事……

金蛋是我的小学同学，穿开裆裤时的“发小”。

自幼长得眉清目秀，人高马大，可以归属于如今的

“小鲜肉”范畴。严格来讲，金蛋只是我小学一年级

的同学，因为我读三年级的时候他还在一年级里

“蹲”着呢。虽然块头不小，相貌英俊，然智力平平，

甚至还有点木纳。

按理说，金蛋本不该这样的。他出生书香门

第，基因可能也不差，父亲还担任小学校

长，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我小时候崇

敬的一位老师。金校长从小对儿子要求严

格，当我们这些毛孩子还在河滩边玩泥巴

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家里教儿子念唐诗了。然朽

木难雕，父亲的用心良苦，终究没能扶起这个阿斗，

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只落得个“瞎子点灯——白费

蜡”……后来，金蛋勉强读到了小学五年级，但耗时

长达九年半，以至于如今他的同学年龄跨度有些奇

怪。儿子不争气，父亲的心情一度非常郁闷。

虽然书读得焦头烂额、一塌糊涂，但金蛋的情

商却显得异乎寻常的高。据说他小学四年级已经

懂了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只可叹落花有意流水无

情。想必时代不同，认知也差不多，姑娘们或许都

不大喜欢“聪明面孔笨肚肠”的花瓶男人吧？

生性顽劣的金蛋，很小便学会了抽烟。他非但

厌恶读书，而且喜欢叼着烟琢磨花样翻新的恶作

剧，比如挖个陷阱往坑里放几坨猪屎；月黑风高夜

带小伙伴去外村果棚里偷西瓜；凌晨时分把拉炮绑

在邻居家大门的扶手上……有年夏天我们

结伴去河里摘水葫芦，见水浅处已采所剩

无几，不谙水性的金蛋仗着自己的大个子，

不断试探着踮脚往河心移动，岂料一瞬间

便滑入深潭，只留几根头发飘在水面……同学们都

吓坏了，大呼“救命！”，闻讯而来的狗小一个猛子扎

下去救了金蛋的命。

辍学后的金蛋无所事事，着实“疯”了好一段时

间。父亲担心再这样下去儿子就废了，为了收敛他

的野心，便托人给他请了个师傅，专攻木匠手艺。

父亲是个明白人，知道“天荒饿不死手艺人”。他跟

在师傅的屁股后面“混”了几年饭，脾气日渐平和，

烟瘾却越来越大。

十五岁那年，父亲重组家庭。继母嫁过来时，

带来两个漂亮的女儿。朝夕相处，日久生情，金蛋

和其中一个“妹妹”走到了一起，可谓“亲上加

亲”。婚后不久，便有了一个重达八斤的胖小子。

初为人父的金蛋忽然成熟了许多，知道养家糊口

的难，开始拼命给人家做家具赚钱，妻子也在村西

开了家美发店，据说生意都不错。金校长看到儿

子安居乐业、步入正轨，心情渐渐明朗起来。

金蛋家不差钱，十多年前就买了汽车。父亲交

了钱让他去驾校学习，但过程令人诧异。不知道是

理解能力差，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居然考了五年也

没通过理论测试，最后只得退款弃学了事。去年家

里又换了辆好车，因为不会开只能望车兴叹。不过

这些都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快乐，每天照样嘻嘻哈哈

骑着“小毛驴”走东串西，咪咪老酒，悠哉游哉。

可能是因为太闲了，金蛋有时也意识到与时

俱进的必要性。于是，前年夏天他拜十五岁的孙

子为师，苦练微信入门技法，总算弄懂了怎么聊

天，如何发红包。随后便开始组建“同学群”，自任

群主，四处张罗拉同学们入伙，一些失散多年的同

学居然也被他找到了。金蛋微信聊天有个特点，

就是基本上采用语音发送方式，开场白千篇一律：

“某某老同学，……”这也难怪，好多字他都写不出

来啊。

这些年，农村做家具的人家也越来越少。金

蛋开始尝试转型，通过与淘宝旗舰店合作，利用自

己的木匠手艺，为网上购买家具的村民开展上门

组装、维修服务……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如今的金蛋可谓儿孙满堂，生活富足，幸福得像花

儿一样！

他是我中学时期的“老班

长”，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爸

妈在他很小的时候便撒手人

寰，与大龄姐姐相依为命。幼

时，俊发给我的印象是邋遢

的：永远的卡其裤四季不变，

套在骨瘦如柴的双腿上，若有

一阵风从裤腿里吹来，大概可

以把他刮到千里之外。硕大

的脑袋，架在细脖子上，晃晃

悠悠让人颇有点担心。两条

金黄色的鼻涕，常年如盘龙般

挂在嘴唇上，伴着呼吸一上一

下，感觉伸出舌头往上微微翘

起便可以舔到……

那些年，俊发和我都是老

师眼里的好学生。他的数学比

我上前，而我的语文略胜一

筹。不过也有例外，比如他的

作文《我的姐姐》，因为写得情

真意切，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

堂上大声朗诵，感动了不少同

学，当然也让我嫉妒了好几分

钟。

因为这篇文章，促使我第

一次走进了他的家。记得那是

个深秋的清晨，阳光氤氲，亦不

温暖。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

于父母去世早，青春已逝的姐

姐，为了照顾弟弟俊发，耽误了

自己的婚姻大事，熬成了时常

被乡间长舌妇们说三道四的老

姑娘。

我在门口喊他的名字，见

一个瘦小的女子低头坐在门槛

上洗衣服，满满的一大盆，她似

乎舍不得用肥皂，只在搓衣板

上来回不停地搓着，木盘里的

水已然浑黑一片。俊发背着书

包从漆黑的屋内奔了出来，手

里拿着三只煮熟的山芋，据说

这就是他一天的伙食了。生活

的艰辛并未磨灭如饥似渴的求

学热情。初中三年，他的综合

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后来，我学业未满即顶替

父亲来到金山。每次回乡探

亲，都会向人打听俊发的消

息，均告无果。他居然失踪

了！二十年过去了，正当大家

以为已经客死他乡，渐渐淡忘

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出现在

人们眼前。头还是那么大，但

发已经脱光……谁也不知道这

些年他漂泊在哪里，经历了什

么？我们都没有去追问。其

实也无需探究，人在旅途，“活

着”就好。

归乡后的俊发凭自己的本

事，在供电部门觅得一份体面

的工作。去年他用拆迁补偿款

在城里购得一套三居室，把终

生未嫁的老姐姐接到了身边

……这些年，常有同学在微信

群里鼓动俊发早日“脱单”，但

他似乎不为所动，每天顶个大

脑袋，乐呵呵地过着自己的小

日子……

人的一生人的一生，，或之于缘分或之于缘分，，或来自血脉或来自血脉，，必然会有无数遇见必然会有无数遇见。。其中很多人和其中很多人和

事事，，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时光的流逝，，如过眼云烟如过眼云烟，，相忘于江湖相忘于江湖，，成了生命中的过客成了生命中的过客；；而有些则而有些则

因为牵念因为牵念，，长留于心间长留于心间，，日久弥新日久弥新。。比如童年记忆比如童年记忆，，乡间往事……乡间往事……

黑
皮

狗小

网二

金蛋

俊发

国画 《古木禅心》程十发 作

20120199年年88月月2323日日 星期星期五五

深度深度 55 版版

责任编辑 陆辰丽 电话责任编辑 陆辰丽 电话：：5796205557962055

从井冈山到延安，这是我第二次踏上

“金山爱国小先锋”的红色研习之旅。

在枣园革命旧址旁的“《为人民服务》

讲话”广场，我们聆听了延安干部学院的

徐教授作的现场专题教学《为人民服务》，

诵读了为纪念张思德烈士而作的《为人民

服务》文章，深度理解“为人民服务”的思

想内核，这一种现场教学的形式比课堂、

书本更直击了我的心灵。我所学习到的

井冈山精神，红船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

神，张思德精神，梁家河精神都是指引我

日后生活、学习的精神支柱，如果没有爱

国小先锋的研学活动，或许这些历史与理

论对我来说仅仅是书本上的考点。我非

常荣幸能在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和成年

人的人生重要转折点上接受这样生动又

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参加“追忆红色岁月，继承延安精神”新时代文明

实践主题研学活动的第四天，我们来到了延安八一敬

老院，看望住在那里的老红军爷爷们。慰问演出结束

后，我搀扶着刘泽民爷爷回房间，一路上，刘爷爷用布

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仿佛我是他最亲近的

人。一走进房门，就看到刘爷爷的书法作品：“我们要

听习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在字里行间我看到的是一个满腔热

血、渴望报效祖国的青年人，而不是一位91岁的老人。

油然而生的敬佩之情，我向刘爷爷敬了一个军礼，刘爷

爷立刻就给我回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送刘爷爷到房间的走廊，在我离开时感觉特别漫

长，在一步三回头的依依惜别中，我看到刘爷爷一直站

在房门口，敬着军礼，挥着手，与我告别，而我也一再地

停步，转身，立正，向爷爷敬礼致敬。离开八一敬老院，

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既被老红军爷爷的爱国热情

所折服，也为之感到敬佩。

抵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在老师的带领

下，借助着手电筒的微光，踩踏着坑洼不平

的山路，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半山腰的中国

女子大学革命旧址窑洞。眼前这一排我们

要居住5天的窑洞，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黑、

潮、闷。依着黄土坡挖出来的一孔孔窑洞，

采光主要靠一扇门和几盏灯，除了床铺和

柜子外没有多余的物件，也没有网络、空调

和电视，却少不了蟑螂、爬虫、蚊子和诸多

昆虫的相伴。

但艰苦的居住环境，却培养了大家的集

体意识，增进了“革命”友谊。一天学习结

束，大家欢聚在窑洞外的院子里，在满天星

光下，搬来小马扎围坐在水泥石板前，分享

一天的学习心得，分享基地老师送来的新

鲜采摘的番茄，真是一段很特别的成长经

历啊。

延安的天气很多变，4 天 4 晚的研学

中，我们曾冒雨踩着泥泞山路行军，也曾

因暴雨冲刷下来的山泥堵路而“望路兴

叹”，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一堂雨中的爱

国主义教育课。

当时我们正在四八烈士陵园祭扫英

烈，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滴，“啪

嗒”“啪嗒”的雨点越来越密，陵园里没有

可以躲雨的屋檐，大家便聚拢到烈士墓台

北侧的一排松柏树下，继续听陵园的学生

讲解员向我们深情讲述长眠在黄土地上

的英烈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虽然雨

水会顺着松柏枝叶的间隙落下来，淋湿我

们的头发和衣服，雨点溅起的泥水也打湿

了我们的布鞋，但小伙伴们沉浸在对英烈

深切的缅怀和敬意中，端坐在小马扎上，

丝毫不觉得这堂雨中的课有多难捱。

今年 7月 31日至 8月 4日，“追忆红色岁月，

继承延安精神”金山爱国小先锋新时代文明实

践暑期主题研学活动在革命圣地延安举行。自

2016年 7月 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纪念日

起，一群被称为“金山爱国小先锋”的孩子从上

海一大会议纪念馆出发，历时四年，累计行程 1
万 5 千多公里，跨越上海、浙江、福建、江西、陕

西 4 省 1 市，追寻着共产党人的初心，跟随着革

命先辈的红色足迹，循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人民

军队建立、新中国成立的伟大历程，用坚实的步

履，在新长征路上感悟革命精神，培育爱国情

怀，以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弘扬红色

精神、讲好红色故事、践行红色文明，写下成长

路上的特殊内涵。

党建引领新时代文明实践
资政育人丰富未成年人德育内涵

区委组织部、区文明办、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区档案局、团区委、区妇联以“迎接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为契机，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针对未成年人身心成长的特点，开展革命传

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厚植未成年人红色基

因和爱国意识的教育合力。

在区党建服务中心、区烈士陵园管理所、区

志愿者协会等单位的组织下，金山爱国小先锋从

“党的诞生地”上海出发，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南

昌到“红色革命摇篮”井冈山，从“红色故都”瑞金

到古田会议会址，从“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到

“红军长征落脚地”延安……在重返历史现场的

实践体验中，在“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

精神”“长征精神”“梁家河精神”的学习感悟中，

追溯家国情怀和汲取精神动力，更清晰地认识

到，要实现红色传承，必要系牢“红色纽带”。

现场引导“五步”培训法
红色研学涵育未成年人家国情怀

区烈士陵园管理所独创的“金山爱国小先

锋”中小学英烈事迹宣讲志愿团培训“五步法”，

通过“选稿—定型—着色—点睛—展出”等环

节，形成专业讲解知识技巧培训、普法课程和现

场评比展示相结合的模式，逐渐培养出一支专

业、规范的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者队伍。四年

来，近千名金山的中小学生参与金山爱国小先

锋遴选，小先锋们将爱国主义教育课程作为开

学第一课送进校园，送入暑期爱心暑托班，也走

进社区、走进军营开展主题宣讲。

今年，金山爱国小先锋前往延安开展主题研

学活动。在活动中，小先锋们住窑洞、吃粗粮、穿

布鞋、爬山路……体验革命先辈的生活。从早上

7点半出发到晚上8点半返回，每天超过12小时

的课程和活动，真实的感触直击孩子们的心灵，

艰苦的环境磨练着少年们的成长。18名小先锋

在祭拜四八烈士、慰问老红军战士、徒步宝塔山

的体验教学中，在参观革命旧址、寻访梁家河知

青旧居、聆听专题讲座的现场教学和情景教学中

直击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涵育家国情怀。

典型引路熔炼茁壮人格
成长档案留存未成年人红色记忆

上海市杰出志愿者毛俊连续四年与小先锋同

走长征路，悉心照料红色征途上的衣食住行；全国

文明家庭、龚建强志愿服务工作室带头人龚建强、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徐晓霞、“全国学雷锋示范

基地”金山区红十字宣传服务队负责人张丽平等

先进典型也是小先锋们研学路上的良师益友。

此外，区档案局为小先锋成长建档，以存善

与存真相结合原则，引导爱国小先锋以“真实”

为蓝本，通过成长档案盒，留下自己的成长轨

迹。同时，通过汇编《烈士事迹“三进”活动画

册》《百名中小学生眼中的金山英雄》《金山爱国

小先锋“重走长征路”》，制作《“我和我的祖国”

金山爱国小先锋新时代文明实践明信片》，建立

起小先锋红色记忆成长档案。

金山通过组织小先锋了解先贤事迹，聆听

先进分享，把先贤先进树为未成年人爱国主义

教育的榜样；通过指导小先锋以红色记忆档案

记录人的身份，对话老红军口述历史，走访英烈

家庭、慰问烈士家属、倾听英雄及烈属讲述英烈

故事，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历史见证者留下

珍贵的口述红色记忆档案。

首批学生宣讲员朱添翼说：“伴着红色记忆

的成长中，胸前鲜艳的红领巾换成了团徽，我也

走出了一条与同龄人不一样的青春之路。”来自

金盟小学的王迪、第一实验小学的姚锦泽、第二

实验小学的李焦扬将参加延安主题研学作为告

别小学迈向中学的特殊仪式。

筑牢未成年人人生起步阶段坚实的思想道

德基础，为新时代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金山爱国小先锋要成为红色基因传承人，

要做好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播者。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时，金山计划打造一支有理想怀

信念、敢争先善弘扬的新时代英烈事迹宣讲员

队伍，带领更多青少年在党的引领下茁壮成长，

在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绘出美丽新画卷，以此作

为小先锋们给党最真挚的献礼。

重走长征路 铸红色记忆
□记者 庄毅 图/文

直击心灵的红色之旅
金山中学高三学生 沈宏源

特殊的军礼
蒙山中学初二学生 傅愈

窑洞里的革命友谊
金盟小学五年级学生 王迪

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金山实验二小五年级学生 李焦扬

金山爱国小先锋学思践悟

▲高举队旗出发寻访

◀黄河岸边共唱《我和我的祖国》

精
心
挑
选
礼
物
赠
送
红
军
爷
爷

窑
洞
里
实
地
聆
听
现
场
教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