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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籍贯是山东宁津，但我出生在

天津，已经在天津度过 58 年时光，所以

说天津是我的家乡，一点不为过。

1983 年我写出的第一篇小说，便

是从家乡入手，从“天津故事”启程。

大约 20 年前，我又开始专注“天津

故事”的写作。远离熟悉的土地、生活、

人物去写作，并不是明智的行为。尤其

是像我这样一直生活在天津的人，我的

写作怎么能够远离这座城市呢？然而

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一直无法找到

“第一笔”的灵感。于是我决定漫游“天

津卫”。在这座城市的皱褶中，寻找历

史岁月和现实生活给予创作的启发。

我骑着一辆单车，口袋里放着一沓

稿纸和一支钢笔，脖子上挎着相机，开

始在天津这座城市中漫游。我站在一

座座建筑前，走过一条条小街，一边拍

照，一边在纸上记下想法，思考着如何

落下这“第一笔”。

当中的“遇见”，现在想来仍然颇有

趣。比如在西关街烈女祠胡同时，一位

穿着大红色毛裤的中年妇女，见我不住

地转来转去，立即警惕地询问我。当她

得知我寻访的用意后，目光马上变得温

和起来，然后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这里

的历史……寻访的过程中，天津这座城

沧桑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不断地发生

着动人的碰撞。

这样的寻访将近一年。尽管身体

疲惫，但精神上却很亢奋。一方面，我

感慨着这座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给自

己带来的丰沛创作素材；另一方面，又

因曾经对这座城市的远离而感到惭愧。

后来，我的两部关于天津的长篇作

品先后出版。我在后记中写下带着感

情的文字，那是发自内心对天津这座城

市的感激。许多想不到的感触以及创

作的灵感，正是在与家乡的亲近中，慢

慢集聚起来的。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20 年来，天津

对我的写作的馈赠，始终没有中断。

前年，我开始写一部有关天津工业

题材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动笔之初，我

思索着该从哪里切入这座中国北方重

要的工业城市。

我想到了位于天津三岔河口的“三

条石”。海河上游有五大支流，其中的

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汇聚之后变成

一条河流，即海河。三河汇聚之处叫三

岔河口。这里被称作天津发祥地，也是

最早的居民点、水旱码头和商品集聚

地。紧邻三岔河口的便是“三条石大

街”，天津人简称“三条石”。

上世纪 30 年代，“三条石”又被称

作“铁厂街”。鼎盛时期，这条宽一丈长

一里的弯曲街道上，竟然拥挤着 300 多

家小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

间里，“三条石”和“三条石老工人”成为

约定俗成的名称。上世纪 70 年代，这

里建起了博物馆，上小学的我曾经多次

前往参观。至今，“三条石大街”仍然存

在，但是数百家工厂早已迁移，变成滨

海新区的现代化大企业，往昔的记忆如

今浓缩在“三条石历史博物馆”里。

于是，我又像 20 年前一样，在三岔

河口、三条石大街一带寻访，寻找创作

的灵感。这里地形复杂，交叉路口多。

有一次，我因为心里想着创作的事，没

有看清信号灯，违反了交通规则，被开

着警车巡视的交警当场拦下。我向交

警“诉苦”，讲了写作“三条石”的事，希

望能给予通融。交警是个年轻人，一边

真诚地抱歉，一边毫不犹豫地扣了我 3
分。交警还是个热心肠，马上给我讲了

在这一带开车应该注意的事项，并飞快

地拿出一张纸，给我画了草图。最后，

又用天津人特有的幽默说，祝您开车不

违章、写作倍儿顺利。

在频繁的驻足中，历史与现实的勾

连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甚至历

史人物与我自己，都产生了对照。

譬如三条石大街上第一个铁匠作

坊“秦记铁铺”的老板秦玉清，原本是直

隶交河的农民，1860 年来到天津，随着

“秦记铁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他和手

下的徒弟先后成为铸造机器的工人。

了解他的经历后，我立刻联想到自己的

经历，我曾经在天津一家国营大企业工

作了四年，算是一名真正的产业工人。

从职业上看，我与 100 多年前的秦玉清

有着特别的联系，他仿佛就是我打过交

道的一位老师傅。

带着感情，我深入了解天津工业

发展的历史。“三条石”一带的早期铸

造业、机器制造业，有“三义公”“三合”

“金聚成”等企业，它们在河北、山东、

山西等地赫赫有名，有的还在各地开

了分号。

因 为 在“ 三 条 石 ”找 到 了 创 作 的

灵感，我的写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天

津，我的家乡，我写作的宝藏，我的精

神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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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婉约江南，在青山绿水之间，新

安江上的白鹭，去了又来了。

水天之间，白鹭翩翩。

新安江两岸姹紫嫣红、山花烂漫，

这是白鹭行旅图的底色。一年四季，新

安江两岸色彩斑斓。红的如霞，那是挂

满枝头的柑橘；黄的似金，那是江南名

果三潭枇杷；白的像雪，那是满山遍野

的“徽州贡菊”……这些，是新安江两岸

生态保护带来的福祉。

江岸人家深爱着这些白鹭。在江

畔渔村，抬眼望去，远山如黛，村庄周

围，碧绿的稻浪此起彼伏，鹭影点点掩

映其间。一袭雪白在绿水青山间，唱着

清音，尽情起舞。

新安江上白鹭飞。在江南的新安

江，这只是一处微不足道的局部小景。

如今，退耕还林、退渔禁捕，使得新安江

处处千山叠翠、碧水奔腾。江岸翠绿，

那绿一直延伸到溪涧，延伸到山际，延

伸到峰峦，让人心醉。江中，鳜鱼摇摆

着 肥 美 的 身 姿 ，即 兴 来 一 个“ 白 浪 翻

滚”，还有悠悠的鲫鱼、滑溜溜的长胡子

鲇鱼……鱼儿们争先恐后地赶来聚会。

新安江畔有一座山峰，当地人叫蜈

蚣岭，这是白鹭飞至的最高峰。这里曾

是一方“山高、岩危、少水”的贫瘠之地，

上 世 纪 60 年 代 是 新 安 江 畔 最 穷 的 地

方。那时，人们不得不爬到海拔 800 米

以上的山中，开垦山地寻找口粮，梯田

入云端，稻黍摇天海，即便如此，山民们

也只能得到极其有限的收获。

而今，山民们走上了绿色发展之

路。这里的梯田已变成一个个墨绿的

生态基地。梯田上的绿漫延着，沟渠涌

绿，山坡泛绿，枝条吐绿。茶树、果树，

还有山道上的紫藤、锦屏藤、金银花，蔓

引枝连，纵横交错。

醒来的山岭披着薄薄的雾纱。阳

光下，一群群白鹭在山岭间引颈而歌，

云蒸霞蔚，气象万千。

山道芳菲，一位卖茶姑娘从绿水青

山间走来。新安江畔山美水美，人也长

得水灵清秀。姑娘挑着一担茶，前面的

筐里，装满刚采摘下来的“滴水香”茶，

茶叶碧绿碧绿的；后面的筐里，是新开

发出来的“徽州白茶”，鹅黄细嫩，都是

凝结在云雾中新鲜的芽尖。卖茶姑娘

挑着茶，身姿挺拔，信心满满，袅袅地走

来，又袅袅地向绿色的帘幕中走去。

白鹭翩翩，人亦翩翩。茶正芬芳，

人亦芬芳。

新安江上白鹭飞
洪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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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车谷砣村，

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山峦叠

嶂，小村庄被山怀抱，却也被山束缚。

曾经，这里是贫困村。村民们只靠一两

垄沟边薄田过日子。

中等身材，皮肤黝黑，今年 50 岁的

陈春芳就生长在车谷砣村。高考落榜

后，陈春芳曾外出打工，干过建筑小工、

电工、煤炭装卸工。后来有了一些积

蓄，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还在灵寿县

城买了房。

人虽搬到了县城里，可陈春芳的心

却还在车谷砣村。村里的人和事，他一

直惦念着：毛妮婶有钱买药吗？志富伯

家房子灌风漏雨，他怎么过呀？今年庄

稼歉收，大家吃得饱吗……

思来想去不如一番实干。终于，

陈春芳下定决心：回村带领乡亲们脱

贫致富！

听说他要回村，父母劝他：“芳儿，

人都往外走，你怎么能回来呢？”妻子说

他：“你不考虑自己，也得为家人想想。”

陈春芳沉默不语，半天吐出一句话：“我

是党员，党员得有觉悟。咱不能只为自

己。我一定得回去！”

就这样，陈春芳把妻子儿女留在县

城，把公司交给朋友，一个人回到村里。

2011 年 12 月底，陈春芳高票当选

车谷砣村党支部书记。脱贫攻坚的号

角吹响后，他带领着车谷砣村老百姓开

始了一场脱贫攻坚战！

一

一上任，陈春芳先着手解决村里的

基础设施问题。

山里的夜黢黑。没有路灯，村民

们晚上出门，靠点燃一种叫麻秆的植

物取亮。

在村两委班子上任的当天下午，陈

春芳和班子成员就垫资 1.5 万元，去县

城 买 回 了 19 盏 LED 路 灯 。 第 二 天 安

装、架线。当天晚上，路灯就亮起来了！

春节前，陈春芳又马不停蹄地去县

民政局争取救济物资。县里挤出 4000
斤白面，他和村干部又集资购买 4000
多斤，村里 204 人，按人头发放。

年一过，陈春芳开始筹划解决乡亲

们吃水难的问题。车谷砣村的人畜用

水，从环村而过的砣河取用。夏季，河

里漂浮着残枝败叶，卫生不达标；冬季，

只能用铁勺刮取冰末子融化后饮用。

陈春芳上县水利局请来专家实地

勘测，在山上发现了一个碗口大的泉

眼，泉眼里渗出的水清冽甘甜，是真正

的山泉水！他立即组织人往下深挖，泉

眼四周用青石围砌，上面遮盖棚顶，形

成一个大蓄水池。池内通一根大管子，

管子深埋地下，延伸进各家各户。

车谷砣村的家家户户都吃上了山

泉水！那叮咚流淌的声音，仿若一曲开

心的歌！

二

记不清有多少次了，陈春芳用脚步

丈量着大砣山的沟沟峁峁，寻找让乡亲

富裕的路子。

车谷坨野生的猕猴桃、板栗、核桃、

酸枣、柿子、山杏，长了一茬又一茬，落

了一茬又一茬。不是没想过卖，交通阻

塞，外面进不来，里面出不去。车谷砣

山清水秀，有千年古茶树、百年老宅，却

养在深山人未识。

陈春芳邀请相关公司来车谷砣考

察，他们都看中了这里，唯独看不上的，

是路。

路，严重束缚了车谷砣村的发展。

怎么办？修路！

在村两委班子会上，陈春芳说出了

修路的想法。

有人说，修路不是小事，那得需要

多少钱？还是先去找上级部门吧，上面

给钱，咱就修，不给，咱也修不了。

陈春芳却说，不用找，咱们发挥愚

公精神，自己干！

自己干？不可能！就我们这穷地

儿，拿什么来修？

陈春芳没有退缩。他先与两委班

子成员一起到阜平等地参观考察，又拉

着党员和群众代表到平山县平岭村参

观考察。特别是与当地村民面对面的

交流，让大家感触颇深。是啊，真把路

打通了，还愁日子过不好吗？

可大家还有顾虑，万一修个半途而

废，咋办？

陈春芳向大家保证：“路修好了是

村里的，修不好所有损失算我个人的！”

又有人提出，万一将来发展好了，

全成你们干部的，我们不是白费劲吗？

对此，陈春芳坚定地说：“我们是

‘共同参与，共同谋划，共同发展，共同

致富’，将来，全村人人受益，决不落下

一个人！”

心里的疑惑都解开了，大家吃了定

心丸。

集资修路！

村干部 6 人集资 18 万元。陈春芳

又用灵寿县城的房子做抵押，贷款 30

万元。

请不起工人，自己干。凡是留在村

里有劳动力的，都出工。一天 30 元工

资，村干部一分钱不拿。

没 有 设 备 ，租 了 一 辆 钩 机 、一 部

铲车。

6 个村干部，十七八个村民，一辆

钩机，一部铲车，这就是修路的全部人

员和工具！

手搬肩扛，放炮劈山，全靠人力。

渴了喝一口自带的水，饿了啃一口自带

的干粮，实在累得不行了，就在地上躺

下睡一会儿，然后再起来接着干……

陈春芳累得病倒了。在医院输液，

他却举着输液瓶跑了。跑到工地上，把

输液瓶往树上一挂，一边输液一边指

挥。老母亲心疼地流下眼泪：“芳儿，你

说你傻不傻啊！”

可陈春芳却要坚定地干下去。

有个叫狐仙洞的地方，高 40 多米，

岩层厚 15 米，只有打眼爆破才能削除

崖头。为了不影响白天施工，陈春芳带

领村两委干部在晚上排险。

他们从山顶的大树上拴一根绳子，

一人吊在绳子下，用杠子和钢钎去撬石

块。为了不晃荡，还得在腰间再拴一根

绳子，另一个人在旁边使劲拽着。

陈春芳果断地说：“我上去，你们配

合！”他腰系绳索，身体吊着撬石。此

刻，如果配合稍有不慎，绳子被哪块石

角割断，陈春芳就会当场摔下去！

经过两年半的奋战，一条全长 9.75
公里、宽 8 米的路基，终于从车谷砣村

蜿蜒到山外，连接了 201 省道。

陈春芳带领车谷砣村人修路的事

儿，上级部门很快也知道了。县扶贫

办、农工委等部门都给予资金支持，县

交通局还把这条路定为县道，按三级公

路标准投资建设。

三

路修好了，陈春芳带领村党支部开

始全心全意打造车谷坨村的旅游事业。

一天，他走到一个叫“手把崖”的地

方。远眺，两山对峙，一道流水哗哗而

下。他想到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

平湖”的诗句，一个想法立刻在脑海中

闪现，何不建个“高峡平湖”？

他请来水利专家，确定这个想法切

实可行，并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办好

了各种手续。但修建大坝的难度不亚

于劈山筑路。陈春芳再次做出决定：我

们还做愚公，自己干！

材料运不上去，就由人力背，一袋

袋水泥、沙子全靠村里十几个人背上

去。买不起设备，就买别人淘汰的机

器，修修再用。只是，这么重的设备怎

么弄上山呢？他们想了个办法——先

把设备拆了，村民用杠子抬上山，然后

重新组装起来。

一年多之后，宽 14 米、高 20 米的主

坝和宽 5 米、高 7 米的副坝完工，一座可

容 15000 立方米的“高峡平湖”伫立在

两山之间。波光粼粼的湖水，不仅成了

美丽的景观，村民们还在湖中人工养殖

虹鳟等，开创了致富新路。

村里山上零散生长着野生果树，但

产量低、收益小。陈春芳决定扩大果树

种植面积，改传统种植为经济种植。由

村里购来果苗，统一分发给每家每户。

第一年每人种 10 棵猕猴桃树、50 棵核

桃树、100 棵板栗树。第二年又在山上

撒下 400 斤杏核。后来又种下 6000 棵

洋槐树。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还请来

县林业局的技术人员给村民讲解果木

栽培知识，帮着修剪、嫁接。一棵棵树

苗蓬勃地生长起来了。如今，各种果树

都已挂果。

太行深处的车谷砣村，很快摘掉了

贫困村的帽子，全体村民成功脱贫！

四

车谷砣村一天天在变——

村口的千年古茶树被评为河北省

十佳最美古树，修旧如旧的古茶祠玲珑

端庄；村中的清代老宅细诉着岁月的变

迁；村后山上的古城垣、点将台见证着

村庄古老的历史；村里既有淳朴的农家

乐，也有设施齐全的宾馆、停车场……

这样的车谷砣村，能不吸引人吗？

人们主动来车谷砣村寻求合作。

村里及时引进企业模式，成立灵寿县大

砣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正定县塔元

庄建立合作关系。经过专业规划，将景

区定位为康养旅游度假区。

走上富裕之路的车谷砣村，还要带

领周边村子脱贫致富。相邻的黄土梁、

南枪杆、团泊口依然是贫困村，南寺村

等整个沟里的村民也还生活在贫困中。

陈春芳联系上这四个村，成立沟

域旅游开发和产业脱贫联合党总支，

他担任沟域联合党总支书记。他们要

打造车谷砣全沟域生态旅游度假区，

通过合作经营模式，让全体村民入股，

带动各村庄共同发展，小康路上不落

下一个人。

这世世代代穷乡僻壤的地方，正在

焕发出新的光彩……

陈春芳的无私付出赢得了乡亲们

的尊重和信任。 2015 年、2018 年村党

支部换届，他全票连任村党支部书记！

作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村党支

部书记，陈春芳一如既往地为车谷砣村

的美好明天奋战着。太行深处，一个个

小村庄一天天美丽富饶起来……

压题图片为车谷砣村。

马东明摄

制图：张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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