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铁丹

沟门子镇老场子村，是辽宁省凌源市
的重点扶贫村，也是当地脱贫攻坚一块难
啃的“硬骨头”。

2018 年 3 月， 根据辽宁省委扶贫工
作部署， 国家电投燕山湖发电公司人资
部胥继峰来到老场子村， 担任党总支部
第一书记。 两年多来，胥继峰早已成为地
地道道的“场子”人，村民们更是亲切地
称呼他为“老胥”，一些老村民常说，“这个
胥书记，就像我们的女婿一样”。

52 岁的胥继峰有着多年的人力资源
工作经历，他深知，扶贫工作重在“行动”，

光说不练，换不来群众信任，更换不来乡
村富足。 驻村扶贫的重点，是按照国家的
扶贫政策要求，精准扶贫、精准施策。

刚到村部的那天，天气很冷，刮着大
风，胥继峰放好行李，和村班子开了个简
短的碰头会后，便匆匆跑进村里查看。 老
场子村会计阎玉国回忆， 胥继峰独自沿
着蜿蜒的村路绕了两圈， 细致观察各家
的房屋， 根据房屋情况判断家庭经济状
况，谁家屋子简陋，谁家围墙破，他都默
默记在了心里。 随后的一周，他坚持每天
走访贫困户，与村民唠家常，详细了解情
况，逐户建立起精准扶贫档案，共完成建
档立卡 47 户 92 人。

胥继峰时刻关注建档
立卡户和边缘户的生活状
态， 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实
际困难。

村里刘大娘的小孙子
今年十岁， 本该上小学四
年级， 但因儿子儿媳都在
南方打工， 刘大娘觉得小
孙子长大后也得出去打
工，早点挣钱挺好，就没让
孩子上学。 老胥得知后，隔
三差五往刘大娘家跑，送

菜送物，耐心做思想工作：“孩子的教育不
能耽误，上了学有了文凭，才能找个好工
作，未来也能过得更好一些。 ”

经过耐心疏导， 刘大娘终于同意小
孙子去上学， 胥继峰也请来学校老师每
天为孩子补课，帮他尽快跟上课程。 渐渐
地，“老胥”这个称号在村里传开了，村民
们不仅传播这个第一书记的故事， 更对
他的工作频频点赞， 觉得他是个干实事
的好干部。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
要确保扶贫由‘外部输血’转向‘内部造
血’，只有抓产业振兴，才能更好地打赢脱

贫攻坚战。 ”在村班子会上，胥继峰提出
脱贫致富的思路。 此后，他通过各种渠道
寻找适合老场子村的发展项目， 通过一
段时间考察，他决定走出去开阔思路。

2018 年 9 月， 胥继峰驱车到内蒙古
敖汉旗实地考察了甜叶菊种植项目，详
细了解育苗 、种植 、田间管理 、收割 、投
入、产出、销售及收益情况后，自掏腰包
购买了一批种苗， 运回来试种。 同时，他
积极与当地一家农产品合作社联系，研究
种植谷子、辣椒、酒高粱等经济作物，洽谈
由合作社派专业人员指导村民种植技术。
第二年， 村里所有种植项目都获得了丰
收，村民们初尝到了产业扶贫的“甜头”。

除了种植项目， 胥继峰还与村两委
积极探索，与沟门子镇政府沟通，在村周
围新建起了两座规模化养鸡场， 每年带
动贫困户 373 人， 每年村集体收入达 25
万元，显著增加了村民收入。

老场子村东侧有个水库， 是沟门子
镇的防汛重点。 2019 年 8 月台风“利奇
马 ”来袭 ，胥继峰提前通知村民做好防
汛措施。 暴雨来时，他冒雨到村子周围
巡查危险点 ，昼夜值守 ，联系运送防汛
物资，盖牛棚，遮屋顶，堆沙袋。 两天一

宿没合眼，经过连续奋战 ，转移群众 38
户 102 人，转移牲畜 20 多头，保证了村
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台风过后，患有轻
度 “腰脱 ”的胥继峰整整在床上躺了一
天 ，村民们去看望他 ，他开玩笑说 ：“当
时以为腰脱被雨浇好了， 怎么用力，竟
都感觉不到疼！ ”

两年多的驻村经历，胥继峰已深深融
入到老场子村这个大家庭，也融入村民们
的生活中。 大家经常打趣：“老胥啊老胥，
你就是我们村的 ‘金龟婿’。 ” 而胥继峰
自己也深有感触：“可能我上辈子是在老
场子村长大的， 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似
曾相识，走到哪里都惦记着。 ”

(作者供职于国家电投朝阳燕山湖发
电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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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场场子子村村的的““好好女女婿婿””

时间的矮墙
■周天红

那是一段长长的矮墙，就修筑在故
乡的薄刀岭上。

薄刀岭像一把关老爷的刀，把村子
分成了出村和进村两个世界。 老鹰嘴是
薄刀岭上的一个垭口，也是村里人出村
进村的唯一关口。 出门赶乡场，出山走
亲戚 ，去远方闯生活 ，就得爬薄刀岭上
老鹰嘴。 站上老鹰嘴，外面的世界就天
宽地大了，一眼就能看见离村子最近的
场镇洞子场 ，那里有条大河 ，是远近闻
名的水陆码头。 洞子场又连接着县城、
省城以及城城相连的许多城市，那都是
村里人心之所向的地方。

早年的矮墙更长更高也更雄伟 ，
但随着岁月的侵蚀 ，石头渐渐 “衰老 ”
了 。 矮墙围绕着薄刀岭的山头岭子和
悬崖峭壁 ， 少说也延伸了五六公里 ，
那是村子的防卫设施 。 墙不高不宽 ，
全由红石头堆砌而成 ， 最高处两米 ，
最宽处能同时并排走过两个人 ， 所以
叫矮墙 。 矮墙虽矮 ， 可是在薄刀岭的

险要位置 ， 远远望去 ， 像一条天边的
红色彩带 。

老鹰嘴是矮墙的最大关隘，两边峭
壁，一路直上。 早年，老鹰嘴上还有城门
楼子，后来失于大火。 那城楼洞子全是用
大石头一块块砌成，最大的条子石，宽、
厚皆有半米，长有三米多。 老鹰嘴，真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 看那墙基石
便知，靠冷兵器或一般土炮火很难攻击。

通过薄刀岭 ，连着老鹰嘴 ，上山一
条独路 ，下山还是一条独路 ，全用大石
板一台一梯修建而成， 九弯十八拐，一
般人上下都累，更别提打打杀杀的事儿
了。当然，老鹰嘴也有不设防的时候。据
说那年村西头的大地主刘大才家不明
不白被土匪抢了， 当时全村人都纳闷，
四五个大汉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值守
老鹰嘴 ，土匪怎么进出 ，怎么只抢刘大
才家，而且只抢东西不伤人？ 后来才知
道， 是刘大才的二儿子在城里读书，参
加了革命队伍 ， 做通了他爹的思想工
作， 半夜从后山那条悬崖陡路摸进村，
再悄悄将粮食偷偷运出去 。 原来 ， “家

贼 ”最难防 ，那矮墙当时也就只是一堵
墙而已。

村里人有句俗语，“出了老鹰嘴，亲
人两汪泪”， 意思是说出山闯生活不易。
背着行囊站上老鹰嘴，一眼望去，一边是
家乡与家人，一边是未来与未知。 家里上
有老下有小， 一家人的生计都寄托于一
人；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过江过河，行
车走道，或许是霓虹，也或许就是深渊，
不是生活所迫谁又想背井离乡呢？

村东头有个肖老六，家里落败得不
成样，为了养父母，他不得不出去闯荡。
爬上老鹰岩，从洞子场赶竹排子去了远
方，五年没有音讯。 老娘成天在村子口
的黄桷树下盼儿回来，可树下的大石头
都站起窝子了，肖老六还是没回来。 就
在老爹六十大寿那天， 他终于返乡，刚
站上老鹰岩喊了一声， 老娘就听见了。
众人问他怎么还知道回来 ， 他打开背
包 ，一块小石头掉了出来 ，那是当年走
下老鹰嘴时 ，从那段矮墙上取下的 “纪
念”。 这样说来，那段矮墙还是村里游子
们厚重的心结呢。

我第一次见有人在老鹰嘴的矮墙
边捡石头，就是我哥。 高中毕业那年，同
哥一起在县城读了四年高中的肖二妹
嫁人了。 肖二妹和哥青梅竹马，可在时
间与物质的冲击下 ，姻缘散尽 ，谁也拦
不住。 哥收拾行囊，大步从薄刀岭爬上
老鹰岩，当他在楼门洞子里歇了歇走下
坡的那一刻，我看见了行囊里一堆书和
那块石头。

那 段 矮 墙 ， 是 多 少 人 新 旧 时 间
与新旧生活的分水岭 。

我第一次走出村子，去三峡腹地的

小城里闯荡生活 ，走上老鹰岩 ，回头看
见娘站在村口那棵黄桷树下的身影 ，
含着泪突然明白 ， 自己的家和根永远
无法离去。 以至于后来很多年，进出村
的路虽然早已改道变平坦 ， 但回去后
还是常去老鹰嘴看看 。 村里老人们常
念叨 ，只要肯走肯爬 ，就没有过不去的
墙。 大家说的墙，就是横亘在薄刀岭老
鹰嘴上那段矮墙， 它在时光中静默，也
在时光中消逝。

（作者供职于四川省泸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

白白露露清清秋秋
■张春波

从节令上讲，立秋的秋、处暑的秋都还挣
扎在 “秋老虎 ”的燥热之下 ，只有到了白露时
节，才能感受到秋的明净和爽朗。 在萧萧落叶
里，在晓风残月的杨柳岸边，在深院的梧桐下，
白露为霜，秋日静好。

白露，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是气温渐凉，夜
来草木上可见白色露水之意。 以往在乡村生活，
白露一过，清晨田间地头的蔬菜草叶上便布满了
晶莹剔透的露珠，或平躺叶面，或悬挂叶尖，或流
淌茎干，煞是好看。

“月明白露秋泪滴”。 李贺这句诗，足见唐
代的白露时节早已是晨露悬叶、雾锁重山的美
景了。 时光流逝千年，但月光仍如唐时一样皎
洁、明亮，观照着历史也映照着现在。 只不过，
如今温室效应引致气候变化，秋意降临，要迟
迟等上一阵。

入夜后，丝丝沁凉氤氲着月色，缓缓浸透
天地。 月光如纱似水，在清新又湿润的空气中
流淌，洒向备受酷暑烈日煎熬的万物，直至它
们安静地睡去。

白露锁清秋。 从此，风轻、云淡、天高、水

长。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曾
有这样一段描述：“以心绪对
应四季，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
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
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
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
慢 整 理 一 些 发 过 霉 的 东 西
……”这样的场景，有迟暮的
温暖，像母亲脸上布满皱纹的
笑容，盛开在黄昏里，不惊艳，
却散发着温柔的光芒。

白露含秋，像一个季节的写意，兼有水墨
的浓重与工笔的细腻。 阳光亮堂堂、明晃晃一
大片，仔细分辨，竟能觉察到纹理，丝丝缕缕，
像收获后的田野的剪影，令人心生暖意。 即使
没有阳光的日子，秋风也解风情，临高而站，衣
袖被吹起，清风满袖，正气浩然。

白露以特有的方式和言语， 释放着特有
的清秋之韵 ，那一串串 、一滴滴纯净透亮的
露水 ，清洗着光阴的思路 ，让生命从夏日的
浮躁桎梏中重新缓缓复苏 ，一切憧憬都悄然
步向了丰腴、理性和成熟……

（作者供职于西南油气田）

■曹锋

9 月 10 日是全国第 34 个教师节。 说起尊师
重教，人们必定想起中国历史上“尽精微、致广
大”的第一位教师———孔子。

孔子周游列国 ，有三千弟子追随 ，七十二
人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 宋朝赵普说：“半
部《论语》治天下。 ”古人还感慨：“天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 ”

仁、礼，是孔子学说的两个核心。樊迟问“仁”，子
曰：“爱人。 ” 孔子强调，“孝悌也者， 其为人之本
与”，即爱人为道德原则，爱人须从爱父母始。

生活中，孔子实事求是，开明民主，连小孩都
要以礼相待。

《史记》记载，孔子乘马车周游列国，路遇孩童
在玩耍挡住去路。 孔子说：“孩子， 你挡住我车
了！ ”小孩答：“您看这是什么？ ”孔子低头看见
用碎石瓦片砌成的 “城堡”。 小孩说：“自古到
今，哪有城躲避车的道理？ ”孔子再问：“你叫什
么名字？ 年岁几何？ ” 孩子答：“我叫项橐，七
岁。 ”孔子又接连抛出一串问题问项橐，都被项
橐巧妙化解。 孔子觉得这孩子知识渊博，辩不过

他，长叹一声，俯下身对项橐说：“后生可畏，我
当拜你为师。 ”后来，孔子对弟子们讲，三人行必
有我师，做学问要不耻下问。

孔子拜项槖为师的佳话由此流传开来，南宋
大儒王应麟编写 《三字经》 劝诸后生言：“昔仲
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 ”

后人或许认为，孔子只是“之乎者也”的大
儒，其实孔子艺术造诣也很高。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没有丰厚
的音乐修养， 断不会有此共鸣与审美。 孔子随师
襄子学古琴，曲名为《文王操》。孔子苦练多日，师
襄子说：“可以了。 ”孔子说：“我已掌握弹法，但
未得其数。 ”又练多日，师襄子说：“可以了，你已
知其数。 ”孔子仍说：“不可以，未得其志。 ”又过
几日， 师襄子认为早已过关， 但孔子仍觉还未弹
好。 孔子反复钻研，体会琴曲内涵，直到弹奏出文
王呼之欲出的音乐形象，才罢休。 后人感叹：夫
子真乃乐痴也！

孔子乐观，更值得学习。 62 岁时，他曾说自
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
将至云尔。 ”当时，他已带弟子周游列国九年，历
尽艰辛 ，不仅未得到诸侯任用 ，还险些丧命 ，
但仍坚持理想，积极向上。 68 岁返回鲁国时，
他开始校勘 、整理图书典籍 ，是中国最早图书
编辑者；整理《诗经 》《尚书》，删修《春秋》成为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

“子读《易》，韦编三绝” “不义而富且贵，于
我如浮云”。 孔子研学扎实，淡泊名利，创立儒
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被世
人尊为“万世师表”。适逢教师节，怀想圣贤，深
感“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 ；一颗丹心，一
生秉烛铸民魂”的真义。

（作者供职于延安炼油厂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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