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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税杯”好新闻竞赛评选结果

万红的女儿小娟今年二十有六，虽
然文化不高，长相一般，但上门说媒的
人像潮涨潮落的江水不曾消停过。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真是奇了怪
了，说媒的人就像约好了似的，谁也不
踏门槛，这事搁在一般人身上，都会愁
死了：女儿老大不小了，找不着婆家，熬
成老姑娘，岂不给自己添堵？

万红不着急，万红的男人着急也没
用，这个家是他女人做主，他已习惯了
看她脸色行事。不做主，并不代表不担
责，上次，小娟的婚事没定下来，万红埋
怨他关键时刻一个“屁”放得臭。

其实，这个“上次”已 N 个了，万红
所说的“上次”就是最近那一次，曾经的
那些“上次”，在她看来都有这样或那样
的问题，一律忽略不计，而最近的“上
次”，万红一直耿耿于怀。男方28岁，是
个大学生，虽然在县开发区上班，但已
是公司主管，比自己初中生的女儿条件
好多了。男女双方见过几次面，彼此都
还中意，就等定婚了。

在农村，定婚要办定婚酒，要给女
方买“三金”，还要送女方的定婚礼金，
所以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坐下来商
定。那一天，双方父母在媒人的撮合
下，面对面地商量，说是商量，大多是女
方家开条件，如果不是太过分的话，男

方家就按条件办事，但是，往往为了礼
金彼此都会讨价还价，这是很正常的，
不过，很正常的事情也会出现“不正
常”。万红要10万元礼金，男方父亲说
八万八，万红说，我从来都是说一不
二。男方的父亲笑着说，“八”不是

“二”，是发，你发我发双方发。万红觉
得有道理，不过，她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需要找一个台阶下，于是问她男人，你
觉得八万八怎么样？男人以为老婆让
他撑腰，所以破天荒的说了一句很男人
的话，我看不怎么样？这又不是卖小
菜，还要讨价还价。男方父亲依然笑着
说，这样吧，我们回去商量商量，明天给
你们回话。

男方家人一离开，万红就黑着脸
说，你怎么一辈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男人说，我又错哪儿了？
你没听出话音，我的语气都软了，

你还放那又硬又臭的屁？

你不是多次对我说，对外要保持一
致？

你……唉。万红气得无话可说。
第二天，男方“回话”没下文，这是

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万红为此肠子
都悔青了。

一晃过去了半年，半年里竟然没人
上门说亲，一开始万红倒也无所谓，时
间一长她便感到不对劲，虽说一家有女
百家求，没人来“求”确实是个问题，万
红知道，此事不能坐等，村里比自己女
儿小的女孩都定出去了，再不主动，会
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她遇见王婶，陪着笑脸说，有合适
的帮我闺女介绍介绍？王婶说，好好
好。

她遇见张婶，陪着笑脸说，有合适
的帮我闺女介绍介绍？张婶说，好好
好。

她遇见李婶，陪着笑脸说，有合适

的帮我闺女介绍介绍？李婶说，好好
好。

又是数月过去，还是不见人上门说
媒，一天，闲来无事闷得慌，万红又准备
去拜托其它婶，正好遇见王张李三婶在
聊天，王婶说，自己不是皇太后，女儿也
不是金銮殿的大公主，非要说一不二，
谁还敢帮她说媒？张婶说，这样拖下
去，迟早她要搀着女儿上电视相亲，出
丑出到全世界，李婶说，她那个家公鸡
不叫母鸡叫，迟早会乱套……万红听不
下去了，也没心情去求其它婶了，她折
回家，闷闷地坐了一下午。

这一“闷”还真闷出个惊人之举，仗
着高中生的那点底子，她字斟句酌地拟
出一份“定亲告示”：家有小女，年方26，
有意者请与小女联系，若小女中意，彩
礼分文不取，此告示一出，天下人为
证。第二天带有联系号码的“定亲告
示”在村委会“乡风民约”公示栏一张
贴，立马引来围观，很快便家喻户晓。

张王李三婶来到万红家，问告示的
事是否当真，万红说，白纸黑字，天下人
为证，假得了吗？于是三婶抢着要做
媒，万红说，不劳你们三位费心了，我女
儿小娟已选中意中人了！

三位大婶睁大眼睛异口同声地说，
啊，这么快！

推开一扇门，打开这座村庄的入口
秋日或寒冬，无关风声
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回归安宁
眼眸柔软如茅屋上的稻草
菜地里星星绿意，足以让你素心

亲近泥土

褪色的木桌椅在竹林间，安然
一壶热茶芳香了对坐的静默时光
石桥下的水，流与不流都潺潺缓缓
小船清幽，渡他渡你
渡过我们的青涩匆匆

等你来，在农耕铁锄中寻找自己
的影子

大锅灶膛添一把燃燃火种
升腾的米香挂满槐树枝头
齿唇生津，一坛好酒
俺们村的冬日醉成酡红

红灯笼点亮官巷的眼睛

把日子过得红火如意的
不仅仅是舞台的锣鼓
冰糖葫芦，羊肉串，笑成了孩子

的脸
蚱蚂跳到玫瑰花上，转换竹身
咬一口棉花糖，心里的甜软又增

一分
一碗臭豆腐香飘千里
手雕的玻璃天鹅，飞到夜晚的湖心

夜晚的湖心，莲花穿上蝴蝶彩衣
鸳鸯将鲤鱼的心事托给春字
星星纷纷落在树枝
红灯笼点亮官巷的眼睛

陶家官人落轿于村头
风车犹在，水清依旧
青石板巷深
老屋换上翘角新装
热腾腾的农家菜肴在小庭院等候

几个同事小聚，忽然就由着满桌的
美味而想到儿时的凄苦，于是，酸酸甜
甜的故事也就一个接着一个，每个故事
总是引起一阵哄笑，哄笑中也有那么一
点酸楚，特别是那几个零嘴趣事，更是
引起强烈的共鸣，因为这是我们这一代
人共同的回忆。

凉水泡柿子
越是没有零嘴吃，也就越感觉嘴

馋。听说将柿子放在凉水中浸泡，就能
除去那股涩味，张君也就天天盼着门后
那棵柿树上的小小青果长得大一些，再
大一些。正好那天刮风，几只不大不小
的青柿子脱落在地，他如获至宝，悄悄
将其泡在凉水中。两天过后，实在禁不
住馋虫的诱惑，拿出一只放在书包中，
留着路上独自品尝。轻轻咬了一小口，
又脆又甜，残余的那点苦涩，与这舌尖
上的享受相比，已经不值一提了。只是
因为没有浸透，柿子里面却是涩不堪
言。好不容易泡的一只柿子，张君怎么
也不舍得扔掉，而柿子又是涩得实在受
不了，结果，咬一口，哭一声，哭一声，再
咬一口，边吃边哭，边哭边吃，硬是将那
只柿子，吃得干干净净。等吃完了，也
就忘了那股要命的涩味了。

“桃子我先咬一口”
有苦涩的柿子，也有甘甜的桃子。

众人笑完之后，李君说了自己三分钱买
一只桃子的故事。上学路上，他看到有
个同龄的姑娘拎着篮子卖桃子，五分钱
一只，而他的口袋里只有三分钱。那桃
子白里透红，人见人爱，李君就非得缠
着人家小姑娘卖给自己一只。小姑娘

让他缠得实在没办法，可能也想着赚着
李君手中的三分钱，于是灵机一动，就
对李君说，我这桃子五分钱一只，你只
有三分钱，卖给你，我就吃亏了。这样
吧，我先咬一口，再卖给你。李君一听，
立刻答应，将三分钱放进姑娘的篮子
中。等姑娘拿起桃子后，他就死死盯着
对方，姑娘被他盯着小脸通红，只好假
模假样地咬了一小口，张君见状，伸手
就夺过，撒腿就跑。边跑边用刚刚学到
的数学知识算了一片，少了两分钱，那
姑娘应该咬去桃子将近二分之一，再看
看手中的桃子，他明显占了个大便宜。

一只冰棒轮着吸溜
“你们这是吃独食，我来说一个共享

零嘴的故事。”刘君见大家兴趣很高，也
忍不住回想少儿往事了。那是夏天，路
上常常看到骑着自行车叫卖冰棒的。也
是五分钱一只，我们都没有钱啊，只好你
一分、我两分地凑成五分钱，合伙买一只
冰棒，然后就是——“投资”一分的，就吸
一口，“投资”两分的，就吸两口；周而复
始，直到吸完为止。“口水不口水的，还有
哪个在乎啊？！”刘君这一说，我们都情不
自禁地脑补我们曾经熟悉的画面，烈日
炎炎之下，一群孩子围在一起，所有的眼
光都聚焦在某人手中的那只冰棒上，嘴
唇还不断地吸溜着。满满的喜感啊。

少时零嘴的故事，每个人都能说出
一大堆。那种感觉，今天的孩子，完全
无法体会了，别的不说，他们当中已经
没有人知道“一分钱”是什么概念了。

“那时真苦啊！”有人感叹；“也不是，那
也是真正的快乐啊！”更多的人感叹！

久坐办公室，经年累月地重复同
一件事，未免有点职业倦怠。可只要
用心用情去工作去生活，身边的“小确
幸”无处不在。我们的办公室也不例
外。

笔者身处教育系统，十几位同仁
共处一间大办公室。男女老少，集体
办公。由于相处得当，经营有方，大伙
儿处得亲如一家人。

毕竟办公室是公共场所，又有贤
淑女同事在，最主要是尊重女同胞，几
个“烟民”同仁相约，绝不在办公室抽
半根烟，确保“无烟办公室”名副其
实。偶尔来客陪抽，同仁自觉引到走
廊附近洗手池边过过烟瘾。这种自觉
与自律，全凭自身的素养与修为，无须
第三人监督。此种修为博得女同胞啧
啧赞赏，经常获得美味零食奖赏。

办公室里时常充满着快活的空
气。同仁们在忙好各自功课的闲暇，
倾情交流工作、生活、家庭与社会上的
各种信息。诸如谁家添了小宝贝啦、
谁家孩子定了儿媳妇啦、谁带的科目
考试得了第一啦、谁考核优秀啦、谁今
年晋级啦、谁外出取经归来啦、谁家女
儿入编成功啦、谁家乔迁啦……无不
成为喜气的理由。办公室里约定，凡
有喜气者，自觉赞助50元或百元不等
交与室长处，由其保管与统筹支配。
此项资金一般用于购买早点与下午点
心。当室长择机宣布——明早七点半
办公室有早点吃，办公室里响起了快
乐的掌声，空气里也充满了快活的因
子。

翌日，同事们不约而同均早早来
到办公室，在忙碌于各自事务的同时，
都在翘首期盼着热心室长的到来。偶
尔，端庄而时尚的室长故意姗姗来迟
一会儿，引得众同仁翘首张望。那种
期待，那份急切，犹如迎接久别重逢的

新娘。这种发生在人至中年的同仁
间的快乐与俏皮，足以令大家回味一
生。

早点很丰富，有包子、花卷、发
糕、糯米粑粑、糍粑、烧饼、煎饺、五香
蛋、豆腐卷等。同仁们根据各自的口
味，选择不同的美食，原则是绝不浪
费。“家人”们都很自觉，有稍迟点来
的，早有细心的“亲人”帮其份子打包
留好。大家品尝着这些美食，享受着
舌尖上的美味，快乐着生活中的“小
确幸”。此份快乐，非独饮独食者所
能比，非亲身体验不可知。此时的欢
乐，犹如平静的湖面投入一颗石子，
荡开层层涟漪，直至心灵深处。

下午四点后的甜点也格外引人
期待。点心有苹果、橘子、香蕉、葡
萄、花生，还有炒米糖哩！忙碌了一
下午的同仁，嚼一片喜爱的糖食或水
果，那个心情甭提有多爽悦。它不仅
消除了工作的繁忙，还让大家带着一
份惬意离开校园。

感谢有“生活艺术大师”美誉的
室长统筹调控，每次购买消费50元，
若周二是早点，那周四下午必是甜
点。每周两次，从不间断，如此循环
往复。

此份办公室里的“小确幸”，不
仅消解了职业疲倦感，更加深了同
事间的理解与融洽，使大家共处一
室，享受到一份“亲如一家人”的美
好情愫。拥有这样的“小确幸”，如
同生命长河中的朵朵浪花，让我们
忘却红尘中纷纷扰扰，远离名利场
里不良诱惑，从而提升生命与生活
的质量。

有如此高素养的同仁真好，在这
样大办公室里工作真愉快。祈愿这
种“小确幸”不断地持续下去，激励你
我在悠悠岁月中永葆初心。

同事胡枫因工作需要调入市邮政
分公司工作，临走前托门卫师傅送给我
一副精致的象棋，我便揣摩着其中的含
义。

两年前，胡枫大学毕业后被省邮政
公司录取分配至芜湖县邮政分公司工
作。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是戴着一副
眼镜，文质彬彬，略显消瘦却透着干
练。由于企业的规定，新分配的大学生
必须到基层支局（所）实习锻炼两年以
上。胡枫在基层实习一年多后，领导有
调他回县公司工作想法，征求他意见
时，他却说“还想在基层锻炼一段时间”,
可见他志存高远。邮政网点工作特别
辛苦，事务繁多，无论春夏秋冬，早上7：
30 到网点，旺季时晚上 9：00 才能回县
城，其中的劳累辛苦是可想而知的。有
一次，我问他：“在基层网点工作辛苦，
能承受得了吗?”他笑着对我说：“没什
么，基层网点工作虽辛苦，却能学到邮
政业务知识。”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年青
人有如此的境界，使我不由的对他刮目
相待。

接下来的几件事，使我对胡枫有了
更深的了解。

他刚进单位时，被分配在城关开发区
网点实习，那年的年底旺季业务时，我正
好挂靠在开发区网点督导，当时胡枫担任
网点综柜，在长达3个月旺季业务营销活
动中，胡枫配合网点负责人积极开展业务
营销活动，既要忙邮政营业、又要忙储蓄
业务，还要配合其他人员外拓做业务宣传
活动，午餐常常要到下午1点多才吃上，
从未叫苦叫累。工作其间，无论网点哪位
人员叫他帮忙，他都有求必应，丝毫没有

一名大学生的优越感，他已把自己融入到
支局所集体中。记得2015年岁末年初时
候，天气已十分寒冷，为了解下雪后各支
局所战严寒保通信工作情景，县公司要求
各支局所拍摄一些开展业务宣传、邮路图
片。当时胡枫所在网点上报了一张胡枫
手拿一个手提袋走在雪花中开展业务宣
传的图片，画面很温暖，印象也特别深。
县分公司工会经常开展活动，只要喊到
他，他总是义不容辞到场。为欢度2017
年元旦，工会决定开展职工迎新春联欢晚
会，在物色节目主持人的时候想到了他。
胡枫没有推辞，由于在网点工作，他克服
了很多困难，他利用晚上下班后，赶到县
分公司排练，晚上回到宿舍还要写节目台
词，第二天一早还要到网点上班。

胡枫很有才气，经常写诗，诗句也
很优美,有的同事还是他粉丝。今年“三
八节”，工会举办了一次歌颂女性体裁
的征文，胡枫的一首诗获奖了。

去年，县分公司工会开展了一次象
棋比赛，通过几轮初赛，最后四进二时我
俩相遇。早就听说，胡枫在大学校园时
象棋水平小有名气，也代表过县分公司
参加过市公司象棋赛，胡枫获胜呼声很
大，已被同事们看好。我多年未下棋了，
水平也很一般，可那天我赢了他。我分
析，也许胡枫紧张未下出应有的水准，也
许是有意谦让。事后，我对胡枫说：“有
机会再切磋一下棋艺。”胡枫回答：“一
定。”可是因工作忙，一直也没兑现。现
在，胡枫已调入市公司，临走的时候，送
我一幅象棋，我猜想他是还记挂着那盘
未下的棋。朋友，我一定经常练习，下次
见面时，我们好好地杀一盘象棋。

农耕时代，每个村庄总有几户人家
备台石磨，这是家庭生活不可缺少的东
西。因为石磨能把黄豆碾成豆浆，小麦
磨成粉，能提高我们生活质量。

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台手推石磨。
小麦收成了，母亲把打下来的小麦晒干，
用石磨碾成粉，用来做粑粑，烙饼子、擀面
条、蒸包子和大馍给我们吃。每年腊月到
来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忙乎起来，把大米
和高梁米掺和在一起用水浸泡一夜，第二
天用石磨碾成粉浆，沉淀、收水、沥干之后
做汤圆和蒸年糕。母亲每年每次都要碾
几十公斤大米蒸年糕储存起来，过了正月
再食用。那时候没有冰箱，只好把年糕放
在一只大缸里用冷水浸泡着。过一段时
间就要换一次水，这样年糕才能储存得
久。年年腊月初，父母不但碾面粉，还要
磨豆浆。我看到父母忙前忙后没有休息
过，为过年做准备，为全家人生活而忙
碌。虽然进入腊月，农田里几乎没有什么
农活，但是家务活又开始了。劈柴，砍柴，
蒸糯米饭晒干炸炒米，熬麦芽糖稀做芝麻
糖和花生糖、炒米糖、欢团等。到年关的
时候，父亲还要宰杀猪羊鸡鸭，腌腊肉、咸
鱼，油炸豆腐、锅粑、油炸糍粑等。母亲忙
着给全家人纳鞋底做新鞋，白天忙不过来
挑灯夜战。虽然父母很辛苦，但心情是舒
畅的，一切准备为了过一个祥和年。那个
年代生活虽然平淡，但父母觉得生活过得
有滋有味。

我听母亲说过，父亲为了到珩琅山
寻找两块石质坚硬的大石头做石磨，不
辞辛劳几乎找遍整个山，把脚都磨破出
血来，请人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
这两块石头抬运回家做石磨。石质嫩了
不行，一定要选找石质坚硬的才行。那
时候没有汽车不通车路，全靠人力抬运。

父亲请来石匠凿石磨，乒乒乓乓凿
了两三天才凿好石磨。石匠左手拿着凿
子，右手拿着锤子“叮当，叮当……”一凿
一锤地凿着石块。凿、钻、劈得石块冒出
火花，好像在放烟花鞭炮似的溅出火
星。石匠用了两天的功夫，把两块石头
凿铅打磨成圆柱形。一副石磨上下两扇
严实地合在一起，圆柱形石磨高 50 厘
米，周长3米，赭红的颜色，打磨得光滑
耐看。上下两扇合在一起的平面都凿钻

成一条条，一棱棱齿状。这样上扇旋转，
上下棱子齿相互咬着小麦咀嚼和碾压成
粉。上扇平面凿一个圆洞，它就相当于
添加食物的漏斗似的。

石磨凿好了，父亲又请来木匠做了
一架木车，把一副石磨歇在木车上，就像
一辆坦克转盘在旋似的。

操纵部分当然还是石磨拐。它的转
动方式是连杆转动，连杆就是石磨拐，人
的一推一拉，使石磨拐前后变成了石磨
的转动，运动方式发生了变化。

我们新屋村几十人家，就我家有一
台石磨，它好像一位漂亮的美女，来求的
人多。村里每家每户都到我家来碾面
粉、磨豆浆。我家的石磨每年进入腊月
就开始加班加点了，没得休息。村里人
家都排着队到我家借用石磨，自然家里
人多了也热闹了，说说话唠唠嗑。母亲
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不但借石磨方便人
家使用，有时还帮人家推拉石磨。我家
这台石磨像一头驮着岁月的驴子行走于
场地。

我家这台石磨叫“夫妻碾子”，因为
碾的时候必须两个人才能操纵起来，一
般村里人到我家来碾粉的时候都是夫妻
两个来的。一般情况下，操纵的时候，男
人双手握着石磨拐一拉一推使石磨转动
起来。女人站在石磨旁，左手握着石磨
拐一头帮着男人一推一拉，另一只手忙
着往石磨上扇洞里（漏斗里）灌放要磨的
食物。这样上扇不停地旋转，碾着小麦
磨出来的粉顺着石磨槽子掉到匾里。

如今的石磨虽然淘汰了，可是在那
个年代发挥了作用。现在有电动机小
钢磨，粉碎机碾起来又快又省力。石磨
虽然笨重费力又耽误时间，但是它碾出
来的面粉细腻，也凸显古代劳动人民的
智慧。虽然多少年来我家石磨没有用
过了，上面已结了一张蜘蛛网，但是在
那个年代提升了我们老百姓生活的质
量。

近日，由中共芜湖县委宣传部主
办、芜湖县地方税务局协办、《芜湖县
周刊》编辑部承办的“着力创新突破、
推进四区建设”“地税杯”好新闻竞赛，
经评委会评审，评选结果如下：

一等奖（3篇）
《打造绿色协调发展新城区——

全县“十大工程”之“四城同创”工作纪
实》（彭程）

《大道如虹展通途——全县“十大
工程”之构建综合交通体系工作纪实》
（杨锋）

《新常态下转型升级谱新篇——
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发展纪实系列报
道》（徐婷）

二等奖（5篇）
《明确目标任务 聚力创新攻坚

——5大镇坚定不移推进“四区”建设
取得新突破之二》（彭本武）

《芜湖县：迈入全域旅游发展新时
代》（许孝平）

《县地税局打造地税工匠队伍 让
纳税服务更为精准高效》（丁文胜）

《聚势腾飞正当时——全县“十大
工程”之工业转型振兴工程发展纪实》
（胡文婷）

《花桥镇：着力构建民生工程“小
微权力”监督制约新机制》（车景春）

三等奖（7篇）
《红杨镇打造全域旅游“试验

田”》（潘秀梅）
《六郎镇：加大资金投入 增建便

民设施》（曹原）
《芜湖县多措并举深化财政改革

提升管理能力》（周光江）
《花桥真举办第二届九十殿庙

会》（朱幸福）
《满腔热情服务企业 凝心聚力

发展经济——芜湖县企业发展服务
中心见闻录》（祝倩南）

《湾沚镇: 镇村联动抓整治 城乡
面貌焕新颜》（顾玲）

《全县送戏进万村任务提前并超
额完成》（高青海）

优秀奖（18篇）
李春香、希旺、盛慧琴、丁俊、许

园、张越男、郑路、冯霞、郑书法、朱雪
峰、刘杰、潘慧森、徐勇、张兵、万汝
滨、赵琴、徐云冰、胡爱青。

请以上获奖者见报后于 1 月 23
日至27日上班时间内来芜湖县周刊
编辑部（县行政大楼一号楼 80113
室）领取奖金和证书。

“地税杯”好新闻竞赛组委会
2018年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