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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古老的凤阳花鼓声以哀怨的曲调响
遍了淮河两岸时，人们常常以怅惘的心情，

默诵着那首家喻户晓的歌谣———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

凤阳这地方自古以来就是穷地方。解
放后，人民政府多次号召流落在异乡的凤
阳人回乡务农， 由政府补贴发展生产，可
是收效甚微。 一直到农业合作化时期，凤
阳的小岗村仅有 30 余户农民，170 人左
右，20 几条耕牛和 1000 亩左右耕地，丰
年也只能求得个温饱，灾年只能再出去讨
饭谋生。

经过生产合作社、 人民公社等各种
农业改造后，小岗村依然未能脱贫。 当
年小岗生产队是出了名的 “吃粮靠返
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

生产队。 每年秋后，村上的男女老少依
然是身背花鼓走四方，到全国四面八方
去讨饭求生。

有一次我碰到小岗村的老农， 他深深
叹息说：“不能再这样了！ 需要变变法子才
有真正的衣食之路，富裕源泉啊。 ”当时我
很感慨：对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土地怎

么能会让他们感到“没法子”呢？

面临困境， 当时的生产队副队长严
宏昌和队长严俊昌、 会计严立学一起合
计，干脆来一个大胆的！想干的！新鲜的！

有奔头的！

1978年的冬天特别冷，当时属凤阳县
梨园公社的小岗生产队召开一次秘密集
会。严宏昌、严俊昌、严立学等人将 18位农
户聚集在一起，召集人说：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
成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
要粮。 如果失败了，我们干部来担责任。 听
了这话，大家纷纷在“包产到户”的字据上
摁下了手印。

18 个鲜红的手印成为了一个时代转
折的标志！ 小岗人从此在各自承包的土地
上耕作，并由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
证国家的， 留够集体的， 剩下的都是自己

的”。《大包干歌》从这片贫瘠的土地流传到
四面八方。

大包干一年后， 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
由 22元猛增到 400多元，全村粮食产量达
13?2万斤，23年吃返销粮的小岗人， 一下
子向国家交售粮食 2．5万斤。

此后的小岗村更是一年一个台阶，至
2008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 6600元。

小岗人家家用上了自来水、燃气灶、冰箱、

洗衣机，装上了电话，看上了彩电，年轻人
还买了电脑，上了宽带……

刚刚加盟了苏宁“零售云”店的小岗
村村民张长刚说：“过去我们夫妻开烟
酒小卖部，一年最多挣 5、6 万元，今年
加盟后通过线下展示商品、线上销售的
方式， 预计全年利润最少 30 万元以上，

我们计划下一步通过苏宁中华特色馆、

国际馆， 把小岗村的土特产品麻油、粉
丝等卖到全国甚至全世界去。 ”

同样是 2018 年，关友江做起了农村
邮政电商。他指着饭馆内的二维码说，小
岗村的农特产品，比如黑豆、黑花生、烧
酒等等都能从这里销到全国各地。他说：

小岗村和沿海地区相比还有差距， 但只
要大家肯干， 一定能像沿海地区一样富
裕起来。

42年过去了，一切翻天覆地，今非昔
比。 由费孝通先生题字“凤阳县小岗村”的
门楼依然雄伟地伫立在小岗村西头，“农家
乐” “农家菜馆”“农家休闲厅”“小岗旅游
公司”“农家宾馆”星罗棋布。新建的民居小
楼沐浴在阳光下，农民文化广场上的“大包
干书卷”气势非凡，徽派建筑风格的村委会
办公楼、档案馆、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无不彰
显着“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雄浑气势！

以创建国家级农业示范区、 国家特色景观
旅游名村为契机，小岗村制定了“三年大提
升”行动计划。

走在小岗村 2000 米长宽阔的“改革
大道”上，耳闻目睹，浮想联翩：中国有多
少这样的小岗村啊， 他们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引下， 必将扬帆远
航，永不停歇，斗志昂扬地走向光辉灿烂
的未来。

今昔小岗村
刘湘如

每个人的心中都流淌着一条母亲河，

或是知名的大江大河， 或是穿流于山间村
头的小溪， 用她们的甘泉哺育着一方水土
上的人。几千年逐水而居的人文传统，几千
年历史的沧海桑田浮沉起落， 让母亲河常
常流淌成一缕缕乡愁。

我的母亲河是浙江天台山的赭溪。 它
源于浙东千米山峰华顶， 流经千年古寺方
广寺、 国清寺， 穿过济公故里等一个个山
村，在天台县城汇入始丰溪，最终汇成灵溪
奔向东海。因为途经地方多为丹霞地貌，溪
石颜色火红绚丽，故名赭溪。

我在赭溪边出生，喝着赭溪水长大。

在儿时记忆里， 小溪水深半米， 清澈见
底，水草丰茂，鱼虾成群。 那里有我母亲
在溪边洗衣服的身影， 木槌敲打衣物的
声音是一曲动听的劳动旋律。 那里也是
我和小伙伴的乐园。春天，我们折下柳枝
插在溪滩上， 过几周就生根发芽活成又
一棵树； 夏天， 我们在月光下用溪石筑

坝，再用竹制畚斗接住出口，一晚下来就
能收获二、三十条半大溪鱼；秋天，我们
沿溪采摘各种野果， 一不小心还误摘了
人家种在溪边的桔子， 被家长带着上门
道歉；冬天，我们踩着薄薄的冰面在溪上
玩耍，嘎吱嘎吱的破裂声，满足了一个个
小小的冒险家之梦……

这一切仿佛在一夜之间中止了。 曾经
有一段时期，生活垃圾开始漂流在溪面上，

渐渐沉积在溪边，溪水发黑发臭，鱼虾逐渐
消失，水鸟不再来临。一个早晨醒来整条溪
水竟变成鲜艳的红色， 是上游的丝厂排放
了漂染污水， 这血色污水整整流淌了三天
三夜，鱼虾死绝。 母亲沉重而严肃的说，你

不能再去溪滩玩耍了，那水有毒。

后来，我们一家搬离了赭溪边老屋。再
后来，我又辗转于各地工作，很少去探视老
屋。即使偶尔路过，也只是对着那已经失去
生命的溪流匆匆一瞥，然后急忙离去。我似
乎是在逃避， 因为我无法接受美好的记忆
仅仅成了记忆， 我担心自己带着孩子去探
望老屋，向她讲述爸爸儿时的溪边故事时，

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十年前，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天台县
政府开始治理赭溪， 沿溪污染源工厂全部
搬迁，同时清理溪滩上的生活垃圾。这个中
国唐诗之路上的重要历史地标， 这条唐代
诗僧寒山子踏歌而行的溪流， 这条哺育了

宋代高僧济公的溪流， 终于迎来重生的关
键时刻。那一夜我思绪万千，我多么希望我
的母亲能够亲眼看到这个变化， 可惜她已
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的家乡从此已变成
故乡。

赭溪治理驶上快车道，是在五年前。浙
江省开始实施“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
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那时我带着孩
子回乡探望老父亲， 也专门去探视了溪边
老屋，因为“赭溪历史文化街”项目已经规
划成型， 我那典型的江南四合院老屋也在
这规划之内，它将以另一种存在方式，向世
人讲述赭溪的故事。

今天， 我们行走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
道上，行走在全面奔小康的高速路上，生态
文明程度是小康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每
个人都无法回避自己的责任。 我们每个人
的母亲河都应该和我们心中的母亲一样，

永远年轻。 那样，母亲河即使流淌着乡愁，

也会是一首优美的歌。

母亲的娘家在小李集村， 以前在
睢宁县庆安镇三闸街身后， 现在见不
到了，拆迁后建成了三闸社区，是由小
李集、 彭赵和匡桥三个村合并在一起
的社区。

1956 年睢宁建庆安水库， 是苏北
平原上最大的人工湖。 1958 年旱改水，

修了一条长达 30 华里的灌溉大渠，依
次排列一二三四闸。 三闸街大约从哪
个时候形成的，长约 360 米，不足龙集
街一小半。 没有居住的民房，都是机关
单位。 东头是运输站，西头是食品站，

街北粮管所，街南供销社，老百姓戏说
一泡尿还没尿完街没了。 为了与龙集
旧历二七四九逢集时间错开， 三闸集
日选择了一八三六。 龙集人赶三闸集
卖羊肉，那些羊肉都是现场直播（剝），

挂在架子上，要哪点割哪点。 买羊肉的
人说，龙集羊肉干，不打水，好！

现在的庆安已是有小城城镇的规
模，工厂企业、医院学校应有尽有。 周
边原有的村民正向镇区集中居住，且
住的不是小洋楼就是小高层。 以三闸

村为例，原有的小李集不见了。 一期工
程 500 余套，入住 20O0 口人。 二期工
程正在进行中。 2017 年 10 月开始动员
拆迁，2018 年 6 月开建新区，2019 年 9

月 26 日一期上房。 原来担心村民上房
时补不上购房短款， 难以相信的是家
家来交齐了，不仅交齐，而且都在装修
了。 后来百分之七、八十的户还买了小
车。 三闸人细思，就显得特别骄傲，说
有一户是低收入边缘户， 谁也想不到
他在银行还有七万元存款！ 然后说，三
闸人挣了钱会想着存起来， 过日子真
有把握。

三闸村人说，全村二千多口青壮劳
动力，有过半的人在家门口打工，另一
半才在外地。 一到春节，来自苏州太仓
张家港的车就多起来了。 本地家门口

有一家板材厂， 高潮时全村有几百口
人在哪里打工。 像庆塑那样的民营企
业，现在周边大大小小的有十几家，工
好打。 然后又告诉我说村集体流转了
三千多亩土地， 还要建日加工八百吨
的米厂、花生加工厂、饮料厂。 家乡有
这么多的厂， 有的年轻人在远方仍然
不愿意回来，在打工的地方安家了。 过
去有工作没有家， 有家没有工作的情
况正在改变。 为了证明此话不虚，又说
三闸人家有房有车有存款， 日子过的
板正的。 天天在镇政府农商行门口跳
广场舞，一跳就二、三个小时。 北边新
修了一条宽路，有路灯，去跳舞散步的
人更多。

向我介绍这些变化的人是村干部
袁宜，部队老兵，当过代理排长，复员

回乡就当上了村干部。 另一个当天值
班的年轻人叫刘自平， 原来的小李集
人，他们说过去穷的都是懒人，酗酒的
人， 端着个膀子在村里晃人五人六的
人。现在没有了，难看，丢人。连走路上
楼梯的人，脚步也是小心翼翼的，怕声
音大了惊动了邻居不文明。 在过去可
是想不到的。

他们说的情况我熟悉 ，俗话说靠
街吃街。勤劳本份人家，开个小店，起
五更睡半夜，挣的是辛苦钱良心钱来
养家糊口 ，守的是乡村道德 ，背后不
让人说闲话，不让人戳脊梁骨。 有勤
奋守正的人，就有好吃懒惰不务正业
的人 ，称为混街狗 ，靠吃拿卡要耍无
赖活着。 如今混街狗不见了，乡村的
环境越来越清新干净又安宁。 各家各
户各人干各人的事，谁还会有闲心去
找闲事做？

我去三闸这一天是 2020 年 5 月
20 日，"520" 的祝福在别的地方温馨
着，在庆安这里也温馨着。 故土故情，

充满了人间"520"。

母亲的娘家
陈恒礼

生活常常被一个细节改变， 正如我被
飞凤街和城隍庙重新塑造……

如果说田埂是乡村的标记， 那么街巷
就是城市的条形码。街巷是为城市准备的，

一个个“井”字形的街巷像拼积木一样拼起
了一座城市。

当年我从乡村田埂走进城市的街
巷， 对街巷的迷恋就像一个穷人对面包
一样贪婪， 穿街走巷是我在安徽师范大
学读书之外最激动人心的课外活动，吉
和街、青山街、申元街、半亩园、冰冻街，

尤其是沿青弋江的“十里长街”，老街上
的每一块石板、每一座马头墙、每一个商
铺连同那个时代的外语单词， 统统驻扎
在我青春的记忆里。

研究生毕业后来合肥，我对街巷的
热情已被生活的压力耗尽。 那时我的目
光已经不再盯住街巷的建筑以及历史
与文化， 每天走过飞凤街与城隍庙，视
线里是连片成串的商店以及堆积如山
的商品，而商店音箱里则无休无止地滚
动着 《一无所有》《我的未来不是梦》之
类既励志又令人绝望的歌声。 那时候我
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编辑部在飞凤街
长二小一幢办公楼的四楼租了三间办
公室，楼下飞凤街商铺的缝隙里有一家
开水房，我每天都要去冒着枯黄色煤烟
的开水炉打开水。 肤浅的经历、微薄的
薪水、穷困潦倒的我当时压根买不起琳
琅满目的商品，所以我每天都被满街的
商品诱惑并伤害着。

上世纪九十年代， 城隍庙一度是合肥
商业零售最具活力、影响力、凝聚力的“超
级航母”，飞凤街是城隍庙的延伸，也可说
是城隍庙的“翅膀”，因为飞凤街直接勾连
着长江路和三孝口。

面对着层出不穷眼花缭乱的商品，我
有一个非常奢侈的想法：有朝一日，我要是
能够随心所欲地买大裤衩、买塑料拖鞋，再
给幼小的儿子买一个装了电池的玩具汽

车，那就太潇洒了，能活到这个份上这辈子
就够本了。

飞凤街和城隍庙之所以让我在多年后
依然刻骨铭心， 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刺激了
我的物质欲望。我从小就对物质没有欲望，

成年后的物质欲望就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窝，有饭吃，不要饿死就行了。 而飞凤街和
城隍庙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 让我对生
活有了重新的理解。

飞凤街城隍庙一带有穿的、 用的、玩
的，还有吃的，以城隍庙为核心，飞凤街、安
庆路、霍邱路、卫民巷、四古巷、人民巷一带
密布着形形色色的大小餐馆。 我记忆中最

深刻的是“老头小鸡店”，在拥挤狭长甚至
有些杂乱无章的巷子里， 一间间冒着油烟
的小屋里，锅灶连着餐桌，土碗、土桌子、土
手艺，清一色的土菜。其中最昂贵的菜是烧
小鸡，10块钱，盛在一个广口的土碗里，土
鸡、红烧，加了辣椒、蒜子、八角，很香，很
鲜。每个月，我会很奢侈地带着在三孝口永
红路小学读书的儿子来“老头小鸡店”挥霍
一顿。 一碗鸡，加一盘 3元的土豆炒青椒、

一盘 2元的卤水煮海带，再加上两碗米饭，

总共 16块钱。 父子俩吃得满嘴流油，热血
沸腾。 我儿子说：“我们天天来吃好不好？ ”

我说：“不好！ ”

我在飞凤街和城隍庙这里总共呆了一
年半的时间， 近距离地感受并认知城市就
是在这完成的。 年轻时对街巷是一种文化
想象，成家立业后，街巷就是你城市生活的
一个事实，你不需要对街巷负责，但你必须
对一家老小的具体生活负责， 这时候街巷
并不期待你去欣赏它， 而是你要与它实现
物质对接，不愿对接和不能对接是尴尬的，

也是狼狈的。

生活常常被一个细节改变， 正如我
被飞凤街和城隍庙重新塑造。 如今，我
走在各式宽广气派的“马路”或“大道”

上时，仍然不觉得那就是城市。 在我的
人生词典里，唯有当年的飞凤街和城隍
庙才能注解城市的内涵，那里有潮水般
的叫卖声、歌声、人声还有新鲜的油漆
味以及呛人的油烟味，正是那些繁荣而
混乱的场景才描绘出生动而真实的市
井气韵和城市性质。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自古以来长三角地

区就是英雄辈出，豪杰并起，人杰地灵，钟灵毓秀之地。 在改

革发展的大浪中，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桥头堡和改革开放

的排头兵，长三角地区在滚滚历史大潮中勇立潮头，敢为人

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楷模和典范。

为全面展示长三角地区文旅融合与产业升级、 科技创

新的丰硕成果，记录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的蝶变进程，特

邀请媒体人、作家开展“爱我中华：长三角 新发展 新变化”

系列活动。

本期 “爱我中华 走进长三角———我们笔下这片神奇

的土地”专版，通过长三角区域作家、媒体人独特的视角，全

面展示长三角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加速发展，奋力蝶变的精

神面貌，展现长三角地区人民追求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精

神风貌。

本次活动， 感谢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

支持。

天台赭溪
李慎独

飞凤街与城隍庙
许春樵

对于鸡汤类的文章我历来不屑一顾，

不久前，我却意外被一例鸡汤灌倒灌醉，

文章规劝生活在城里的人， 假如在路边
碰到贩卖蔬菜、水果的乡下老人，或是做
手工的老人，即使价格贵一点，即使不甚
需要，也要买一点；如果遇到风雨天，最
好把老人的菜买完，好让他们早点回家，

这个一下戳中了我。

我经常光顾的菜场外面，有一个乡下
的大娘摆地摊卖菜，菜很少，过去我很少
光顾她，读过那篇文章后，我特意关注她
的菜摊，发现她的菜虽然卖相不好，但菠
菜叶子厚而小，且颜色绿发黑，根部红而
粗，一看就是放心菜，就这样，没多久我
便成了大娘菜摊的常客了。

之所以支持大娘是因为我内心有一
份对农民的体验和理解。 青少年时期我
是在农村度过的， 我非常清楚一粒麦子
的收获需要多少辛苦： 我曾陪同母亲在
皎洁的月光下浇地， 我曾在炙热的太阳
下挥动镰刀， 我曾俯下瘦弱的身体推动
拉麦的架子车， 我曾在碾麦子的场上仰
望漫天的星斗， 我曾跪在地上半天从尘
土中检出十几颗麦粒， 我曾半夜就和母
亲出发去几十里外的公社交麦子， 以换
回宝贵的现金来买油盐酱醋。 七十年代
末，我家三亩多地，一年到头一亩地辛辛
苦苦最多一百五十元。 如今我的家乡虽
是享誉全国的苹果种植基地， 但农民的
生活仍然辛苦，收获却甚微，村里年轻人
大多去了城里谋生，不愿意在村中务农。

产品的廉价性， 应是很久以来农民被烙
上一个需要帮助群体的重要原因。 所以，

我对于大娘的菜摊的支持， 也可能是出
于对我自己的怀旧和同情！

支持大娘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母
亲也曾做类似的小生意，在重要的时刻
养活了我们全家。 我高考的前一年冬
天，母亲在县城开了一间只有三、四个
平方米的日杂店。 当时父亲工资一个月
三百多元 ， 只够我读大学一个月的花
销，弟弟读中学和家里的吃喝拉撒都依
靠着小店收入。 母亲从小店赚来的都是
辛苦钱。首先，它是一毛一毛、一分一分
赚来的，那时很少有东西能赚超过一块
钱。 其次，小店赚的钱都是母亲用时间
熬出来的。 母亲每天都会开店到凌晨才
休息，清早六点就又开门，即使夜里关
了店门，有顾客敲门买一包烟也是很高
兴的。

有了小店以后母亲的性情发生了变
化。 在村里生活的时候，母亲的贤惠和能
力有目共睹，农活井井有条，我和弟弟干
干净净，穿着得体。 开小店后，由于每天
要和不同的顾客打交道， 母亲变得很厉
害， 为卖出东西随口就可以编个故事给
人听，随时都充满着斗志、富有激情。 最
可笑的是， 母亲这种变化竟然也潜移默
化地影响到了全家人， 如果发现一个熟
人去其他店买东西， 我们全家都会感到
些许遗憾和不快。

现在，开微店的朋友越来越多，卖什
么的都有。 受到这篇鸡汤文章的影响，对
于这些朋友我都会优先支持， 即使他们
卖的可能比淘宝贵一点，只要东西好，只
要我需要，我会首先支持他们的生意，就
是给朋友们捧个场， 希望给他们带来好
心情。 大家如果觉得我做的对，就请以后
也多买路边摊的蔬菜吧， 也积极支持周
围做小生意的朋友们吧！

难以忘怀的生活小事
余党会

“爷叔，这里洗一次澡十五块。 天
天洗也是蛮贵的吧？ ”

“小伙子， 第一趟来公共澡堂吧？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澡堂洗一次只要
两、 三块钱。 不过那个时候反而洗不
起， 现在虽然涨到十五块却有条件天
天来洗了。 ”

“这是什么逻辑啊？ 便宜的时候反
倒洗不起，贵了又能天天洗了？ ”

“喏，这个澡堂大概是 1999年在我
们乔家路开业的。 开业后，乔家路的居
民就再也不用走几条街去老城厢其他
澡堂洗澡了， 起初开业洗一次澡不过
两块， 但那个时候我们工资一个月才
多少，贵呀。 ”

“那为啥不自己在家里洗澡呢？ ”

“还不是没条件喏， 老城厢房子
小，好多屋里厢厕所都没有，怎么好洗
澡啦？ 二十年前乔家路房子破旧，道路
狭小，到处都是摆地摊的，就这个澡堂
外面什么卖小吃的咯， 卖杂货的咯什
么样的摊头都有， 我们洗完澡出来就
跟现在讲的逛夜市一样。 但当时整体
环境较差。 包括这个澡堂也是，起初虽
然两块钱洗一次，但洗的人少呀，洗的
频率也低。 老板也赚不到钱，所以锅炉
设备也没法升级，比较落后，水烧的也
慢，水温有时候还不太稳定，我们顾客
洗澡也不开心。 ”

“但我看你们现在洗的都神清气爽
蛮好呀！ ”

“大家兜兜鼓起来了呀，国家已经
连续给我们涨了十五年退休金了，有
钱了就多来洗洗澡。 像我这样的人一
多， 老板赚到钱澡堂的设备也就更新
换代了，甚至还提供修脚、搓背这些增
值服务喏。 老城厢和乔家路也是一样

的，环境整洁了，有关部门组织了多次
房屋维护工作，外面这几栋传统民居老
房子现在才得以保留下来，不然外立面
早就烂掉了。 这些都是上海江南文化
的根，很宝贵的。 希望乔家路居民动迁
后这些老建筑也能完整保留传承下
来。 ”

“乔家路要动迁啦？ 那居民的生活
条件肯定也能有所改善吧？ ”

“我家马上签协议啦 ，一听说乔
家路要动迁了 ， 街坊邻居都很开心
的，我住在这里大半生，倒了大半生
马桶，洗了大半生公共澡堂。 现在终
于要搬了，特别是像你一样大 ，从小
在乔家路长大的年轻人，都欢喜的不
得了。 ”

“那你们会想念这个澡堂，想念乔
家路和老城厢吗？ ”

“澡堂现在还开着只是为了方便
我们这些还没搬走的居民，社会在进
步，国家在发展 ，有些事物难免最终
会成为一段历史记忆。 但我相信政府
有足够的智慧，迁走了人却保留下人
情，之后一定可以使乔家路这条江南
文化历史底蕴浓厚的老路重新焕发
活力。 到那时我们这些老居民一定也
会常回来看看，把曾经那段珍贵的回
忆讲给你听 ，讲给后代听 ，也让他们
晓得上海有个地方叫老城厢，有条乔
家路， 曾经有这样一座公共浴室，街
坊邻里都在这里泡澡、嘎三胡，这就
够了。 但我不希望他们再体验到我们
这代人的生活，总归想把幸福的小康
生活留给后代呀。 小伙子，该出澡堂
啦，一直泡在水里人会变慵懒。 年轻
人还是要努力奋斗才能创造美好生
活呀。 ”

“汰浴”汰到小康里
丁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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