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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难事事儿儿就就找找李李德德顺顺

■周脉明

每次下井，师父都喜欢在腋下挎个兜子，背带勒
在肩膀上。 这个兜子是用井下的破风筒布拼凑的，比
现在孩子们上学背的书包大一点，里面装的尽是一些
“破烂儿”。

十多年前的一天，我第一次正式下井采煤。 在学
习室，班长对着一位坐在角落里的老矿工喊道：“老蔫

吧 ， 这个新人就归你
了。 ”“嗯……我行吗？ ”
老矿工正拿着麻线和钩
针， 缝补一个用破风筒
布做的兜子， 他抬头看
了看我，有点犹豫。

“我说行就行！ ”班
长说话斩钉截铁 。 “哦
……那就行吧。 ”老矿工
点点头。

“以后，老蔫吧就是你师父。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
班长的声音压低了一些，“老蔫吧是个好人， 你年轻，
块头大，以后升井时帮他背着兜子吧！ ”

我走到老矿工面前喊了一声“师父”，没想到他竟
然脸红了，一边继续缝补那只兜子，一边小声说：“啥
师父不师父的，在一起干活，都是缘分。 ”

班长分完工，又强调了一下安全，我们就领了矿
灯下井了。 坐上人车，不一会儿，我跟着师父到了底盘
道，他肩膀上挎着兜子，一边走一边四下踅摸。 忽然，
他向水沟边走过去， 俯身捡起一个东西掂量了一下。
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矿车铁销子，他顺手将铁销
子装进了兜子。

来到掌子面，按照井上分工，师父带我和另一名
年轻矿工给棚顶用液压支柱支护挂金属网。 两金属
网和网与顶板“工”字钢衔接处，要用已经截成 30 多
厘米长的铁丝将网和“工”字钢连接起来。 我们两个
年轻人为了赶进度， 连网时截下了金属网多余出来
的铁丝，有时候还会遗落下截好的铁丝。每挂完一片

网， 师父就在一旁边捡扔下的铁丝边说：“小小的铁
丝和大块煤比，不值钱，但用着的时候，如果没有可
真着急……”

师父总是这么唠叨， 我俩就不好意思再扔铁丝
了，直接放进他兜子里。

下班升井时，师父的兜子鼓鼓囊囊。 我按照班长
下井前的吩咐，主动把兜子接过来。 嗬！ 还挺重。 我心

想，里面肯定都是废铁。 如果把这些东西卖到废品站，
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师父真精明啊。

背到井上，跟着师父来到他的更衣箱面前，这个
更衣箱比别人的大两倍。

打开更衣箱的瞬间，我一下看呆了，里面简直就
是井下“百宝箱”：铁丝、铁钉、钎子杆儿、钎子头儿、螺
钉、螺母、防爆灯罩、铁链，甚至有丢了手柄的螺丝刀、
缺一半的扳手、掉了一条腿的钳子……更衣箱上下三
层，旧物摆放得井井有条。

“哗……”师傅把兜子往地下一倒，铁丝、铁钉
螺丝一大堆，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捡了这么多“破
烂儿”。

“老蔫吧，我找个四寸的螺母。 ”“老蔫吧，我找个
三寸的钉子。 ”“老蔫吧，你这里还有发布灯罩吗？ ”这
时候，一下子围上来三四个要下井的矿工，都是来寻
东西的。师父边换衣服边说：“拿吧，自己找啊，别给我
弄乱了，不合适再给我拿回来，如果扔了跟你急眼。 ”

这时候，班长走过来，对着发呆的我说：“小伙子，
受教育吧。 老蔫吧在井下捡破烂二十多年了，从没有
把破烂儿换成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咱们好几任矿长都
尊敬他，特意给他配了一个特殊的更衣箱。 ”

听了班长的话，我冲正走向浴池的师父那有点微
驼的后背，重重地点了点头。

（作者供职于黑龙江鹤矿集团总公司）

■严媛 吴思

凌晨 5 点多，云南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泗南
江镇干坝村村民们从各个村小组出发，赶往村委。 城
里的商贩门也开着面包车、小货车，驶向干坝村。大家
的目的地，是村委路边的盛绿街集市，赶早就能占个
好摊位。

干坝村是墨江县贫困发生率最高、环境最恶劣、生
活条件最差、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级深度贫困村，全
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44 户 1474 人，贫困发生率高

达 44.42%。
2016 年 10 月，云南电网公司普洱江城供电局勐

烈供电所副所长（挂职）李德顺来到干坝村，先后任
驻村工作队长、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第一个月，他跑
遍了 20 个村民小组，最远的四角田村民小组距村委
会 30 多公里，土路弯多路窄，开车要两个多小时才
能到达。

一番实地调研，李德顺发现，一方面，干坝村交通
不便，买卖东西要到 26 公里以外的集镇上，不会骑摩
托的村民要步行一天；另一方面，干坝村产业薄弱、产

品单一，农产品没销路，不是烂在地里，就是干脆不种。
恶性循环下，村子越来越穷。

掌握了情况后， 李徳顺以打造集散交易市场为突
破口，从 2017 年 7 月开始，将每月 26 日定为干坝村赶
集日，实现了该村集贸市场“零”的突破。因为干坝村以
前就叫盛绿村，集市便取名为盛绿街，李徳顺希望这个
集市能在绿水青山中繁荣昌盛。

盛绿街集市第一次开街时， 只有几个村民带着几
只鸡和一些土鸡蛋来售卖，但在坚持不懈推广后，集市
如今已是熙熙攘攘。 一到赶集日， 村民们早早地就来
“抢地盘”摆摊，附近的企业每月定期来保底收购村民
养的土鸡、生态猪，就连镇上的百货商、水果商也看中
了商机，每月都要过来占个摊位。

盛绿街集市汇聚了干坝村的烟火气， 也带旺了干
坝村脱贫的人气和财气。三年来，集市吸引了近百家商
家前来交易，赶集客达数万人。 截至今年 5 月 26 日，小
小的乡村集市交易额已达 245 余万元。

如何一步步将干坝村的事理顺， 李德顺心里是有
章法的。 他提出了“长+短+集散”的产业脱贫思路，其
中，“集散”就是集市，“长”就是茶叶、橡胶种植等持续
稳定的产业，而“短”就是发展土豆、烤烟种植，以及生
态猪、土鸡养殖，鸡枞油、辣椒油加工等收益见效快的
产业。

2018 年 6 月 12 日，干坝村注册成立了“墨江盛绿
农业专业合作社”，通过“优邦帮”平台形成了“农户+合
作社+电商+快递” 联销新模式， 村民销售农产品 288
余万元，人均收入从 2016 年的 6825.61 元提高至 2019
年的 9739 元。

说起村里的变化， 盖起两层小楼的干坝村村民李
光灿竖起了大拇指：“感谢扶贫工作队来帮我们！ ”三年
来，干坝村 680 户村民，有 426 户盖了新房。 2019 年 12
月，全村已脱贫 327 户 1406 人、未脱贫 17 户 68 人，贫
困发生率降为 2.05%，顺利脱贫出列。

驻村的每个清晨， 李德顺打开窗户就能看见日出
与云海交汇的美景， 如何把自然优势也转化为经济优
势？ 经过调研，他瞄准了客栈项目。

2018 年 5 月， 李德顺决定将村里废弃多年的小学
改造为“干坝农村客栈”，形成以客栈为核心，包含生态
体验游、摄影采风、生态餐饮等吃、住、玩为一体的旅游
产业。 截至今年 4 月，客栈共接待 670 人次，收益 6.69
万元。

不止于此， 李德顺还想到了发挥行业优势开展帮
扶，他争取到 13 万元资金，在客栈屋顶建了光伏发电
项目， 满足农村客栈的日常用电的同时， 还能并网售
电。 这两个项目，为干坝村民带来了补助性创收，大家
每年都有分红。

驻村三年， 李德顺理顺了一件件村民们曾经想都
不敢想的难事，更将劣势变为优势，蹚出了一条属于干
坝村的特色致富路。无论是
为村民搭台的盛绿街、变废
为宝的农村客栈，还是长短
结合的产业扶贫，村民们都
说，村里的事，理不顺就找
“李德顺”！

（作者供职于南方电网
公司）

■王岚

偶然的机会，我和老胡同有了
103 天的近距离接触。

老胡同位于北京西城区白塔
寺附近， 胡同口距离白塔近在咫
尺。由尼泊尔人设计建造的白塔虽
属异国风格建筑，却与胡同淡雅朴
素的灰瓦小四合院和谐呼应，一同
讲述着岁月的沧桑。

胡同里除了个别租户，大都是
本地老住户，且以老人居多。 由于
地处城市中心，胡同外是喧哗热闹
的大街，胡同里则是舒缓宁静的光
景。 说是四合院，其实除了勉强能
通过两个人相向而行的过道，院子
里其他空间都建满了房子。

渐渐地，我便与胡同里的居民混熟了。
有一位独居的 87 岁大姐非常特别， 她脸庞

白皙饱满，脑后梳一个大发髻，平日爱穿中式服
装，尽管皱纹爬上了额头，却完全不像耄耋之年
的老人。 有一天，大姐约我们去了她只有 15 平
方米的家， 一进屋是用玻璃幕墙打造的一个两
三平方米的小厨房，里间是卧室兼客厅，干干净
净，一张床，一个小桌，两个沙发，一个小组合
柜，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小桌上一个别致的花
瓶里，插着两朵鲜花。

从大姐家到胡同口要经过幽深曲折的过
道，过道里种了很多花草，其中几棵大月季粗粗
的蔓茎升上了屋檐，其他花草有的摆在地上，有
的摆在花架上，个个开得绚丽妖娆，过道里芬芳
扑鼻。

有了这些花草的装扮， 小胡同一点不显得
拥挤，倒像是通往童话世界的一条花间小径。 我
们在胡同里，从冬天走到春天，又走到夏天，每
天早晨和大姐一起把花搬出来晒太阳， 晚上再

搬回过道。 每天一吃过早饭，大姐就穿上舒适的
家居服，搬个小凳，戴着手套，拿着小铲、小扒搂、
剪子等工具，坐在花盆中间打理花草，一坐就是
几小时。 她上午把当天计划的活儿做完了，下午
就换上优雅的中式服装坐在胡同里， 冬天拿一
杯水，夏天拿一把扇子，跟我们聊天。

103 天里， 我们一起迎接每一个有花的清
晨，送走每一个花香陪伴的夕阳。 等到离开时，
那花草生香的小径早已走进内心深处，离别时，
心中充满了不舍。

临走那天我们才知道，大姐老伴去世很早，
两个孩子都很有出息，女儿在上海安家，儿子在
香港定居。 在胡同里住了 57 年，大姐对这里充
满了感情，孩子们几次要接她走，她都不去，她
说喜欢胡同里的花影流年。

好一个胡同里的花影流年， 多么有诗意的
文字。 那意境，就像大姐温婉慈爱，笑意盈盈，每
天悉心照料着每一棵植物。 也许是花香晕染，也
许是岁月情深，怎么看大姐，都像光阴里温润优
雅、不紧不慢开着的一朵花，她芳香着自己，也
芬芳了老胡同。 (作者供职于民革北京市委 )

师师父父的的““百百宝宝箱箱””

胡胡同同里里的的花花影影流流年年

■郑学富

“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
民谚中所说的仙草，又名凉粉草，生长在南
方海拔不高的山麓间， 属一年生草本宿根
植物，晶莹剔透，婉约清雅。 仙草茎蔓或直立或匍
匐，叶子为卵圆形，类似薄荷叶，翠绿小巧，白色
或淡红色小花每年 7-10 月盛开， 果实为黑色长
圆形小坚果。

相传在古代，山路崎岖，交通不便，人们远行
全靠双腿，夏季酷热，常会中暑。 有位好心的神
医将一种具有特殊香味的野草，施于路人，人们
食用后顿感酷暑全消，神清气爽，身体恢复了元
气，认为这特殊神效的草乃仙人所赐，因此称其
为仙草。

也有传说称，三国时期的吴兴(今福建省浦城
县)有一位孝顺男子，为医治中暑的母亲，跋涉深
山采集草药，没想到因天热中暑晕倒，醒来后发
现天然形成的仙洞， 便采集仙草治好了母亲的
病。 后来，一传十、十传百，人们纷纷利用此仙草
驱暑。

仙草的美名不胫而走，传遍了神州，人们更
赋予其神话色彩， 称其可延年益寿或令人起死
回生。 《海内十洲记》载：“瀛洲在东海中，地方四
千里，大抵是对会稽，去西岸七十万里。 上生神
芝仙草。 ”唐代著名志怪小说家、诗人段成式在
《寄周繇求人参》 一诗中说：“少赋令才犹强作，

众医多识不能呼。 九茎仙草真难得，五叶灵
根许惠无。 ”清代医学家赵学敏编著的中
医药学著作《本草纲目拾遗》也有记载：

“仙人冻，一名凉粉草。 出广中，茎叶
秀丽，香犹藿檀，以汁和米粉食之止

饥，山人种之连亩，当暑售之。 ”而在《红楼梦》第
一回， 曹雪芹将林黛玉比喻成绛珠仙草下世降
生：“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 有绛珠草一
株，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
草始得久延岁月。 ”

仙草可消暑、清热、凉血、解毒，有很高的药
用价值，常用来治疗中暑、糖尿病、黄疸、泄泻、高
血压病、肌肉关节疼痛、急性肾炎、风火牙痛、 烧
烫伤等症。 因此，在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大暑，
吃仙草逐渐成了重要的民俗。

仙草吃法多样，一般将其植株晒干后煎汁与
米浆混合煮熟，冷却后即成黑色胶状物，质韧而
软，以糖拌之可作暑天的解渴品，广州一带称其
为凉粉，梅县一带称作仙人拌、仙牛拌。 闽南和台
湾地区流行一种特色小吃———烧仙草，以仙草干
慢火熬煮，再加上专用的食用淀粉，清凉去火，老
少皆宜。 而在粤港澳地区，流行吃的“龟苓膏”是
用仙草煮汤，以土茯苓淀粉调制而成，亦为去火
降暑之佳品。

骄阳似火的盛夏，若能吃上一碗冰凉的仙草
食品，犹如进入空调房间，积淀在体内的混沌热
气顿时荡然无存，清爽无比。

(作者曾供职于枣庄市台儿庄区委宣传部)

大暑吃仙草

一一线线
故故事事汇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