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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寨夜色

汪 海

见 证
在晴隆县北部重峦叠嶂的大山深处，
有一个小村落——花贡镇新寨村黄厂组，
村民侯江年纪轻轻便肩负起家庭的生活重
担。2018 年，我成了侯江家的帮扶人。
刚接触扶贫工作，我感觉云里雾里，
不知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在领导的指导和帮助下，我跟同事一
道，利用周末开启了帮扶之路。没曾想初
次走访就扑了个空。从村民口中得知，侯
江带着家人常年在省外务工。我辗转各处
才找到侯江的联系电话，打了多次接通
后，他语气生硬地问我是谁，有啥事。我
言简意赅地解释着，可他一句“你一个老
师只会教书，能帮我啥”，像一盆冷水，
把我的心浇得凉凉的。可我没有放弃，不
断地给他打电话，从倾听到交流再到无话
不说，我们就这样渐渐从路人变成了朋
友。
侯江告诉我，他家中有年迈多病的父
母、残疾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生活都

从下寨和未落峡的布依族吊脚楼民居
来看，布依族同胞迁徙到这里时，还要早
一些，他们的房屋都在三百年以上。
有人说，汉族喜山，他们的房屋都建
在山上；布依族喜水，他们的房屋则建在
水边。但是，这里的布依族却不同，下寨
和未落峡两个布依族村寨都建在山上，与
汉族同胞相邻而居。
一直以来，这里的布依族和汉族的关
系都比较好，他们相互走往，相互通婚，
跟一家人似的。
新寨村有三大山梁，东北方向有王子
山。站在王子山顶，可以俯瞰全村容貌。
另外还有邓塆梁子和祭山林梁子。昔日走
访村里的贫困户，路经这些山梁上，便选
一向阳处，席地小憩，看新寨村袅袅的炊
烟，听狗吠和鸡鸣，令人心旷神怡，瞬间
把心和魂融于这山水之间。
新寨的风景，一是王子山，二是下寨
的布依吊脚楼建筑群，另外还有邓塆。
邓塆在新寨的山之巅，地势北高南
低，左右山势挺拔环绕，树木葱茏。三年
前我在坪堡村扶贫时来过这里，那时已是
黄昏时分，一溜的黛色，烟雾缥缈于山
腰。那时我写了一些诗句，叫 《邓塆的颜
色》，发表在陕西的一个刊物上。
邓塆在山的深处
邓塆在山腰里
邓塆的颜色
是翠绿的诗意
邓塆的风，轻拂着老屋
老屋的石台阶
每一级都写着故事
老支书家土得又土的家常菜
让我吃着家乡的味道
思乡的惆怅
随着一杯又一杯的老土酒
在我的胸中，燃烧着滚烫的热烈
我望着家乡的方向
一声“我想回家”的呐喊
想把邓塆与家拉近距离
老支书
来，我们再喝一杯
我们用烈酒燃烧乡愁
把这邓塆的颜色
融入我对家乡的记忆”
……
“ 咯 —— 戈 —— 哦 ——” 鸡 叫 二 遍
了。夜入二更。
公鸡的打鸣声，在我们老家，人们把
“ 咯 —— 戈 —— 哦 ——” 的 叫 声 解 读 为
“割——给——我——”
“割”
，意为切，切断。
“割给我”，往往夜入子时，一天二十
四小时，时间到了 0 点，0 为起，又为元
始，0 点，新旧交替。此时，公鸡打鸣
“割给我”，意为把昨天割断，去迎接明天
新的日月。
一阵电话铃声，阿瓦的大姐打来电
话，告诉她，父亲生病，有些严重。阿瓦
急，接电话时带着哭声，“这怎么办嘛？
我这里远，赶不回来呀……”
“现在已经不早了，今晚加班就到这
里。参加疫情防控值班的同志辛苦一些，
去接替正在值班的同志。其他同志早点休
息，明天八点，准时上班。”凌晨三点，
村支书徐贞贵叫大家下班。
走出村委会办公室，在回宿舍的路
上，我们乘坐的车里正在播放流行歌曲
《送亲》，只听王琪在撕心裂肺地唱：
“再见你时/你还是那头乌黑的头发/只
是眼里藏不住/你想对我说的话/我说等你
出嫁的那天/就让我送你吧/你点点头不说
话……”
回到宿舍，万籁俱寂，只听到沧江河
“哗哗”的流水声……

顾 菲
靠着他和弟弟在外务工，艰难的维持着
……我想象不出侯江家的生活有多不容
易，但在侯江身上，我看到了面对艰难努
力前行的勇气与担当。
2019 年春，侯江的父亲病重，做了手
术，大病初愈后，侯江便带着父亲回乡养
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走访终于告一段
落。
第一次走进侯江家，记得是夏日一个
周六的下午，天气不错。一进门，映入眼
帘的是一张砖头堆成的床，铺盖凌乱堆在
一角，腾出一小块可以歇息的地方；窗户
的栏杆上系着根绳子，另一头栓在墙上的
一颗钉子上，几件衣服搭在上面，感觉随
时都可能掉下来；屋里没啥像样的家具，
更别说电器了……看着不禁让人心酸。
侯江的父亲行动不便。我扶他坐下，便
跟他们闲聊起来。侯家人都很实在，让我没
有丝毫的拘束感。闲聊中，我发现他们对有
关扶贫的问题都说不上来，便耐心地给他们

讲解国家的各项帮扶政策。听完，侯江激动
的说：
“要不是国家的帮扶，我父亲此刻还
躺在床上苦苦承受病痛的折磨；我们一家也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住上这么敞亮的房子。
我们是赶上好政策了……”
为了生活，侯江不得不抛下一家老小
继续外出务工，没了他的照看，家中生活
更艰辛了。
去年春节前，我给他们带去饺子，想
提前和他们吃顿年夜饭。也给他们带去了
一张新买的床，把他家那张砖头堆的床换
了，只希望老人能睡得更安稳些。看着他
们脸上笑开了花，我心里比蜜还甜。那顿
年夜饭我们吃得格外的香。侯家人没有太
多华丽的语言，一句谢谢记不清讲了多少
遍，老人一直拉着我不愿意放开的手，温
暖了这个冬天。
冬去春来，万象更新。如今再走进侯江
的家中，橱柜、衣柜、沙发、电视、冰箱，
各种家具、电器一应俱全，厨房里还挂着一

些腊肉。上墙的信息牌清晰记载着：2017年
特惠贷；2018 年水电分红；2019 年因户施
策、庭院硬化；2020年享受低保、医保、务
工补贴……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记录着侯
江家生活的点滴改变，而我成了这一改变的
见证者。
如今我常惦记着这家人，总会电话里询
问：老人最近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做好疫情
防控？接连几天大雨有没有受灾……而老人
总会在我刚到访就给我端出热腾腾的菜饭，
忙进忙出……电话里不休的唠叨、碗里热乎
的饭菜，不正是我与侯家人情谊的印证
么！？在我心里，某种情感正隐隐在升华，
凝结在日常琐碎的点点滴滴中。
在扶贫的道路上，我继续前行，我和侯
家人的故事不过是千千万万扶贫故事中的小
小缩影，也许我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但我会
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努力着，用自己的真
情温暖更多的人，见证全民脱贫奔小康，见
证祖国越来越富强！

毛文红 陈高友

到 2020 年 2 月 14 日，我到新寨村驻村
也有很多跟着在亮，一会儿不见，一会儿
徐支书随时都忙，每天一早八点刚
扶贫已经两年了，像这样审视新寨，还是
又现了出来。
过，他就骑着车从他家住的邓塆出发，要
第一次。
新寨村在黔地西南的西南，邻广西， 么赶到村委会，要么到村民家去了解情
挨云南，这里是大山深处，没有工业和其
况，要么就去乡政府上报材料和汇报情
站在海拔 1600 米的王子山顶，俯瞰新
况。
寨的夜色，是静谧的。往东南方向看，一
他雾霾的污染，空气质量出奇地好，白天
那天在村里开会，徐支书在电脑上完
碧空如洗，白云缥缈，美到极致。夜晚星
望百余里，广西的峰峦若隐若现，有灯火
成了一个上报材料后就往会议室跑。到会
星满天，流萤妆点人间，美轮美奂。
在闪亮，跳跃着，一会往东走，一会往西
新寨村大部分的人家都住上了平房。 议室刚坐下，他又站了起来说：“唉！在
走，冷静中现着迷幻，美极了。
这紧急关头，我怎么忘记戴口罩了呢？”
村委会主任韦会忠家原来住的是二层木结
在夜色中，我收回目光，往南，或往
这时有人拉着他，说：“徐支书，你
构的三间两厦瓦房，古朴的建筑风格，房
西。
戴着口罩呢……”
柱和挑梁以及木质的墙壁都漆上了红黄相
西面是祭山林后面的山巅。目光越过
“唉！看这忙得！”徐贞贵长叹了一
间的油漆，冬暖夏凉，在这里住着，无论
那个黛色的山垭，山的那边，便是我的老
声。
早晚，惬意得很——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家落荣，也跟新寨一样，深藏在大山里的
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笑着笑着，眼
代，应是很阔气的了。
村寨。
里却盈着泪水。
后来韦会忠有了自己的心思，他望了
新寨就在我的脚下。五年前，新寨是
时间到了子时，新寨村的夜晚归于宁
一眼满是星星的天空，说，我是一个村委
一个省级贫困村，全村十个村民小组，有
静，村寨里的狗也不再吠了，村民们早已
会主任，现在别人家都住上了平房，我还
王子山、未木、未落发、上湾、邓塆、染
熄灯，进入了梦乡。
住在一个瓦木结构的屋子里，好像有点不
房、未落峡、下寨、田坝、际山林等等。
村委会办公室里的几个人还在忙。我
在王子山看新寨的夜色，是宁静的。 协调，这很不像话，如果这样，怎能带领
全村群众建设新农村？
打开我帮扶的吴云学、张正付、舒达云、
但是真真走进新寨，新寨的夜色却深凝着
余朝发、岑廷素五户贫困户的信息档案，
韦会忠思量着，于是就在年前，请了
灵动。
思绪又把我拉到了两年前的 2018 年春节前
匠人，新建了一座二层小楼，虽然小，但
村寨里有狗吠，一阵紧似一阵，好像
夕。
别致，一到晩上，灯火辉煌的。
有两三只狗，从那边叫过来，又从这边叫
我于 2017 年受单位委派，到珠江上游
“吁！韦主任，新房子盖起来了，漂
过去，“汪——汪汪——”……
的南盘江畔坪堡村驻村扶贫。在坪堡干了
？”
这边的叫了去，那边有又接了起来， 漂亮亮的。安逸了哈！
一年，由于组织调整，我又被派到离坪堡
坐在院子里，我看着韦会忠家离村委
“——汪——汪汪——”，很有节奏。
会不远的二层小楼，对他说。
村十公里外的新寨村驻村扶贫。
新寨村三面环山，地势西高东低，山
“噫。有啷子漂亮的哟。”
一到新寨，我和另一个驻村扶贫的工
势陡峭，不平坦，就是被称作“田坝”的
作队队员何秀昌，与驻村第一书记石硕一
我知道，韦会忠主任在故作谦虚。
那个地方，也没有一块二丈见方的田，只
道，到各村民小组的贫困户家里去走访。
“啷个漂亮的房子，在旧社会，大地
是一块逼仄的平地。
走了未木走上湾、邓塆，又走王子山，然
主家的房子都没得你家的漂亮。”我开玩
村委会在一个叫做“落啥”的凹地
后继续走访未落峡、田坝和祭山林，十个
笑。
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叫了这么个名字，就
村民小组，有 574 户人家，2542 个人口，
“这倒是，原来大地主家的房子哪有
像一个健忘了的老人，落了啥，不知道。
其中贫困户有 161 家，743 人，能走访的我
这么漂亮嘛！”
在新寨的夜色中，村委会办公室的灯
们都走访。
韦会忠接过话茬：“在我们村里，原
火是通明的。我知道，在脱贫攻坚工作和
我帮扶的五户贫困户，一户居住在未
来的地主住的都是土墙房，用来照明的都
疫情防控工作中，村委会的几个村干部和
木，其余四户都居住在未落峡。
是煤油灯，亮都不亮。只不过，他们生活
驻村工作队的同志又在加班了。
张正付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有一个
好，天天都杀鸡宰鸭，有肉吃……”
自从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像这样
儿子，于十年前外出广东务工。前几年逢
“但是，现在好了……”韦会忠感慨
的熬夜加班，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再加
了一番，继续说：“现在国家政策好了， 年过节，他还回来，近五年时间，他不但
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们更是忙得脚不
人不回来，而且连一个信息也不传回来。
在我们这个大山里，搞脱贫攻坚，又是修
沾地。
张正付联系不到他，我也联系不上他。
村委会的院落里，有一方约二尺宽二
路，又是栽树，还引导大家出去打工。人
2018 年的古历八月，张正付生病了，
十尺长的条石，横亘在两棵榕树的下面， 们有钱了，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新房子。要
我联系他儿子，联系不上，我就急急慌慌
说生活，现在的人们也好了，不光饭吃饱
累了的时候，我爱在这条石上坐着，燃一
了，而且天天有肉吃，天天都跟过年一
地去看望他，陪他看病，买了生活用品，
支烟，用水烟筒抽。白色的烟雾从水烟筒
又和村委会的副主任王显林一起，把他送
里袅袅冒出来，萦绕着我的面庞，我闭上
样。”
回家。
说到这里，韦会忠突然把声音提高了
眼，不思，不想，让躯体在这样的氛围里
那一段时间，无论晩上还是白天，我
一些：“就是原来的地主，生活也没有现
休息。
”
都要给张正付老人打一个电话，询问他的
院落的石坎上方，居住着一些人家， 在好！
病情和治疗情况。
一溜的一二三层贴瓷砖平房。
由于韦会忠突然提高了声调，村委会
后来老人病重，我联系不上他的儿
院子坎下竹林里的斑鸠，或许受了惊吓，
村支书徐贞贵告诉我，这些人家原来
都很穷，是党的政策好，带领他们养猪， “噗”的一声便飞出竹林，向远处飞去， 子，只好打电话把他远在广东佛山打工的
消失在夜幕中。
女儿女婿叫回来照顾他。
养鸡，或种树，或外出务工，挣了个十万
突然，一天晩上深夜十一点，我接到
八万的钱，便把原来的土墙房、茅草房掀
村委会办公室的灯光一直亮着，办公
了张正付的女婿袁先贵打来电话，说老人
室里一共坐了六个人，一个是支书徐贞
了，仿城里头，起了一二三层的平房，购
去世了。挂了电话，我不禁泪流满面……
贵，一个是驻村第一书记石硕，一个是扶
了冰箱、电视、小汽车，把日子过得鲜亮
贫工作队队员何秀昌，还有是我和村委会
我另外帮扶的四家都还好，一户被易
起来。
地搬迁到兴义城里去住，通过招聘上岗，
我坐在条石的最宽处，听到了坎子上
主任韦会忠，还有一个是我的朋友阿瓦。
有了固定收入，实现了脱贫。还有三户就
阿瓦是一名教师，春节假期，她和我
传来“笃——笃——笃——”的声音。在
来到新寨，白天她就一个人去村里走走， 在本村居住，通过危房改造项目，都建起
灯光下，我模模糊糊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
拍拍这里布依族的古村落，感受这里独特
了每人不低于二十平方米的房屋，解决了
矮个男人，在木板上剁着猪草。
住房难的问题，同时通过引导外出务工和
“你阴一刀阳一刀的这样剁，要剁到
而淳朴的民风、民俗，写一些文字，宣传
发展种植、养殖等项目，每个人的经济收
大山深处的民族文化。一到晩上，我们加
哪 个 时 候 ？ 滚 过 去 ， 让 我 来 剁 。” 听 声
入由五年前的不足 3000 元上升到了现在的
班时，她就义务和大家一起做扶贫攻坚资
音，应该是矮个男人的老婆。
料，填报精准贫困户信息，忙得不亦乐
一万元以上，解决了吃饭、穿衣、就学等
矮 个 男 人 的 老 婆 接 过 菜 刀 ，“ 笃 笃
笃”地剁了起来，节奏要快一些，声音也
乎。
问题，摆脱了贫困。
要大一些。
月光从村委会办公室窗外倾泻进来。
新寨村 161 户贫困户、743 人贫困人口
的脱贫攻坚工作，由于之前的基础工作做得
矮个男人悻悻起身，“吱呀”，我听到
大家都在忙，有的在填写上报材料，有的
好，我们又与村里的常务干部密切合作，齐
了开门的声音。不一会，我看到他从屋里
在核查贫困户信息，有的在整理对贫困户
提了一个水烟筒出来，坐在院子边的石坎
心协力，奋战一年，在 2018 年的年底，全
的走访记录。那上面写着“脱贫攻坚贫困
上，“呼噜噜”地抽个不停。
村的贫困发生率降到了 0.021%，远远低于
户连心袋”字样的红色资料袋堆了一大
“把贫困发生率控制在 0.3%”的这个指标，
新寨村的夜色，大抵已到了亥时的光
摞。
使新寨甩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景。这是初春的时令，白天天晴着，夜晚
支书徐贞贵五十多岁了，清瘦，头发
就有星星在天空中一闪一亮地眨着眼睛。 有一点长，但是打理得很干净，都往后梳
新寨村是一个汉族和布依族混居的行
村委会对面祭山林山顶上的那颗最亮，好
政村，大部分人家都是从外省迁徙过来的
着，或许是染过，鬓角和额头的头发根
人。迄今为止，大抵有两百年的历史。
长时间了，它还在那里亮着。它的旁边， 部，长出一些花白的头发来。

院门轻掩着。说是门，不过是用包谷秆编成的齐胸高
的篱笆而已。
小陈小心翼翼地往前抬了一下篱笆，挤进“门”去，
深怕一用力就把这道“门”挤坏了。锄头、镰刀、粪箕，
横七竖八地躺在院子中央，院子边上那棵老梨树静默着，
对面那间平房同样静默着。
房门紧闭，小陈上前拍了几下，扯着嗓子喊了几声，
没人应，不觉有点懊恼，咋就没给网格员要个电话号码？
提前打个电话也免得白跑这一趟呀！
小陈还是不死心，来一趟不容易，于是来到窗户边。
窗户没装玻璃，用块旧床单当窗帘。小陈踮起脚，伸长脖
子往屋里瞧去，堂屋中间斜斜地晒进两三方阳光，灰尘在
光与影里沉浮，黑黝黝的墙上挂着两块黑漆漆的腊肉，腊
肉下面有一张小桌子，其它什么也看不到了。
正垂头丧气地准备回去的时候，小陈一转身，见院子
里立峥峥直直地站着个老人，七魂被吓掉五魂。“我……
你……我……我是你家的包保责任人。我来看看……你，
大娘。”支支吾吾半天说不清楚，心提到了嗓子眼，因为
他注意到老人手里提着一块砖头，恶狠狠地盯着他。“大
娘，我……我我……我是来帮忙的，没有恶意。”小陈一
边悻悻地说，一边拖着像铅一样的脚向那道“门”边移过
去，一出“门”，撒腿就跑。
多亏小陈跑得块，砖头飞过来，就落在离他不到一尺
的地方。
小陈三番五次地去村委会反映情况，说宁愿多包五
家，只要把这一家调出去就行，可都没有协调成功，村委
会主任把情况给小陈分析了，让他想办法克服。面对一位
有精神问题的独居老人，只要一想着一个星期两次的走访
任务小陈的汗毛都要点燃了，这工作该怎么开展呢？
硬着头皮再次走访，才到寨子中间，小陈就感觉自己
的腿像是在和自己对着干，老是往后扯，明明想往前，却
一步也走不动，还有想往回跑的意思。“呵呵”，小陈禁不
住笑起来，“我堂堂一个大男人还有怕的时候？”正鼓励自
己大踏步往前走的时候，前面来了个人，挑着水桶，扁担
钩上还挂着块砖头。小陈愣在原地，这不是那位大娘是谁
啊？挑水还挂块砖头，为什么呀？小陈不得不承认，大娘从他面前走过时，他
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手心直冒冷汗，以致都忘记了和大娘打招呼，这时候小陈
看到大娘背上还背着两块腊肉，他陈恍然大悟：“原来事情的症结在这啊！”
大娘叫杨明芝，67 岁。原本养育有一儿一女，小儿子五岁时，在邻居家
吃杀猪饭吃肉吃伤了，回来后一直拉肚子，发高烧，又没有钱给他看病，就那
样一天天拖，不久就夭折了。从那时候开始，大娘的精神就时好时坏，又没钱
看病，一直拖到现在，精神问题越来越严重。几年前他的老伴过世，唯一的女
儿外出打工时嫁到了外地，几年也没回来过一次……一想到村主任告诉自己的
这些信息，小陈就特别难过，这让他想起余华的 《活着》，他读那本书的时
候，不信这世间有那么悲惨的命运。当老人担着水从她面前走过时，他信了，
心里充满无限的悲凉。看着老人吃力地往前走去，背上的腊肉晃来晃去，在阳
光下油亮油亮的，有点刺眼。远远地还能听到扁担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声。小
陈原本想替大娘把水挑回去，可最终还是没有那样做，他仿佛有了更好的法
子。
第二天，小陈去大娘家，带着两块腊肉，还有一件牛奶。
那道篱笆门还是虚掩着。小陈轻轻地把门往前抬了抬，挤进去，镰刀、锄
头、粪箕仍然横七竖八地躺在院子中央，大门开着。小陈朝着屋里喊了几声，
没人应，便没再喊，大娘有可能出去了呢。
小陈把腊肉和牛奶放到梨树下，动手收拾起院子来，农具归类，割杂草，
扫院子，干得汗流浃背。正当小陈直起腰来想休息会儿的时候，看见大娘虎视
眈眈地立在大门边，手里还是提着那块砖头。小陈悻悻地朝大娘笑笑，连忙跑
到梨树下提起腊肉给大娘看。大娘不理他，警惕地看着他，没有放下砖头的意
思。
小陈把腊肉提到大娘面前，满脸堆笑地说：“大娘，这腊肉是送给你的。
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见大娘不接，小陈自顾把腊肉和大娘原先的
那两块腊肉挂在一起。大娘提着砖头，看着小陈，不说话。小陈挂好腊肉，又
把牛奶打开，拿了一瓶递给大娘。大娘不接，把砖头放到腊肉下面的小桌子
上，走到院子里，把小陈规整好的镰刀锄头粪箕一件一件地搬到院子中央。
小陈看得目瞪口呆，不过他觉得自己的办法是行得通的，工作向前迈进了
一大步，因为那块砖头没有从大娘的手里飞出来。
一天，小陈来送“连心袋”，才来到篱笆门前，就看到大娘在梨树下游
走，手里还是提着那块砖头。小陈在篱笆门外喊，大娘也不答应，举起砖头，
警惕地看着小陈。“大娘，是我，我呀！”小陈连忙指着“连心袋”解释。直到
大娘高高举着砖头的手缓缓放下，他紧张的心才慢慢平静。
小陈把带来的肉包子放到大娘手里，自己随即拿了一个吃，故作镇定地跨
进门去，扫视四周，寻找挂“连心袋”的地方，看到挂腊肉的那一面墙上有一
颗钉子。小陈正打算把“连心袋”挂上去，不料大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
来，张开双手挡在腊肉前面，一手拿着包子，一手提着砖头，像“老鹰捉小
鸡”游戏里的鸡妈妈。“连心袋”，小陈指着手里的袋子解释，“你家的”。大娘
不理，也不打算让开。这回小陈抱着赌一把的心态，指着“连心袋”摇着头，
“不要腊肉”，一边说一边慢慢把“连心袋”挂到墙上，大娘只是死死地盯着小
陈，并没动手，他悬着一颗颤抖的心直奔院子，紧张地回头往堂屋看。大娘没
有追出来，小陈绷紧的弦稍微松了一点，然后拿起扫把打扫院子，尘土飞扬，
小陈的心也随着飞了起来。
尽管小陈之后回去的时候，看到大娘仍然来到院子，把他规整好的农具又
搬回院子中央，但他却高兴不已，毕竟“连心袋”成功挂到墙上去了。
老梨树静默地注视着对面的平房，春去了秋来，年年月月，转眼间小陈作
为大娘家的包保责任人已经两年多了，大娘手里的砖头仍然没有放下，只是不
再高高举起。小陈规整好的农具大娘经常忘记搬到院子中央，偶尔想起，搬去
了，小陈也不说什么，笑嘻嘻地重新规整一次。大娘去挑水，扛着扁担，背着
腊肉，提着砖头。小陈帮大娘挑水，大娘背着腊肉，提着砖头，跟着小陈回
去。
这天，小陈拿来一个漂亮的保温盒，在大娘面前故作神秘地打开，原来是
一盒子半肥半廋油铮铮的腊肉，热乎乎的。小陈用手抓了一块放到自己嘴里，
像吃到什么绝世佳肴一样，夸张地嚼着，看得大娘直咽口水。小陈把饭盒交给
大娘，指指院子里的梨树，示意大娘到梨树下去吃，自己却把家里的家具物件
往院里搬。在移动腊肉的时候，小陈犹豫了一下，可他看到大娘明明看到他在
取腊肉，却没有采取行动，就完全放下心来，乐滋滋地把腊肉取下来，放到院
子里去了。随后扛来楼梯，搅拌好磁粉，给大娘家粉刷墙体。粉刷是个力气
活，一个人忙上忙下，两只手臂酸疼得不得了，一点不听使唤。可见到大娘家
的墙壁和以前黑乎乎的样子形成了鲜明对比，小陈就觉得累点无所谓。
大娘拿着饭盒提着砖头走进屋里，抬头看见小陈在楼梯上，突然着急起
来，嘴里念念叨叨，在屋里转起圈来。小陈见状不由得紧张起来，“会不会是
大娘不喜欢白色的墙面，要是这时候犯病可了不得”。一想到这里小陈就紧张
起来，连忙下楼梯，可才下到一半，小陈愣住了，一股激流冲击着他的心，鼻
子像是被磁粉呛到，一阵酸——大娘突然蹲下来，把手里的砖头抵在了楼梯
脚。原来她担心小陈从楼梯上摔下来。小陈轻轻地地从楼梯上下来，站在大娘
面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凭眼泪滑落。大娘看到泪流满面的小陈，不知道
怎么办，直跺脚。小陈连忙用衣袖擦干眼泪，转移注意力似的指了指饭盒。大
娘恍然大悟似的，慌忙火急地打开饭盒，“吃！”这是大娘两年来对小陈说的第
一句话！小陈颤抖着用拇指和食指提起一块腊肉，准备扔进嘴里，可惜，
“啪！”掉地上了，小陈顿时像被施了魔法，张着嘴，满脸磁粉灰，像个小丑。
“哈哈哈！”大娘突然大笑起来，拍着膝盖，流着眼泪。“哈哈哈！”小陈见状，
也笑了起来，欢快的笑声装满了屋子。

提着砖头的老人

编者按

截止今日，黔西南州脱贫攻坚“感恩”主题征文结束了。
从去年 8 月初开始，脱贫攻坚“感恩”主题征文拉开帷幕。在州委宣传部、各级各部门及广大脱贫攻坚参与者、
作者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收到各类征文作品 170 余篇，择优刊发 120 余篇。本次集中展示了农村贫困群众对党和国家扶
贫政策及广大扶贫工作者的感恩之情，以及部分扶贫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凝聚全社会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营造
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征文组委会将于近日组织专家进行评奖，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