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雪落满戏台
覆盖了村庄、石碾和篱笆
直到火炉里乌金点燃
屋檐下挂满长长的冰柱

运煤车缓缓行使在冰碴上
仿佛流浪的蚁队
一枚醉汉的月亮悬挂天边
梅花犹如灿烂的旗帜

矸石山挺立成高耸的冰川
煤矿之上太阳已升起
让旷野的风
再吹吹归来矿工们清醒的灵魂

大地是一个敞开的漏斗
寂静的是地下的矿工
在雪的光芒中
一辆辆运煤车已驶向远方

■张学鹏

杨万里是 “南宋四大家 ”之一 ，其诗学成
就斐然 ， 勤政节俭亦堪称后世楷模 。 有诗赞
其曰 ： “文章足以盖一世 ，清节足以励万世 。 ”

1163 年秋 ，杨万里离开零陵 ，升调至临安 ，
任临安府教授。临别时，同僚们决定摆一桌酒席
给他送行。为了不增加同僚负担，杨万里决定提
前动身。 临行前，写下一首 《夜离零陵以避同僚
追送之劳留二绝简诸友》：“已坐诗麗病更赢 ，诸
公刚欲饯湘湄。夜浮一叶逃盟去，已被沙朋圣得
知。 ”杨万里留诗避宴之事 ，一时成为宋代官场
节俭的榜样。

1189 年春，宋光宗受禅做了皇帝。杨万里受
召入京，连上三札，要求光宗做到“一日勤 ，二日
俭 ，三日断 ，四日亲君子 ，五日奖直言 ”，受到贤
臣良将的赞赏。

不久 ，杨万里因地方震灾 、农民生活困苦上
书朝廷，一次给皇帝提了十条意见 ，提醒宋光宗
要将国家命运与人民联系在一起 ，勤俭节约 ，减
赋减税，广结民心。

然而 ，这次上书触怒了宋光宗 ，杨万里由此
被贬为江东转运副使。对此，朝中正直之士纷纷
为他鸣不平 ， 但视权贵财富为粪土的杨万里却

非常淡然。
辞官回吉 州 老 家 后 ， 杨万里闲 居 乡 间 15

年 ，与 夫 人 罗 氏 自 耕 自 织 ，淡 茶 素饭 ，粗衣布
衫 ，过着与村人完全一样的生活 。

杨万里晚年生活十分贫困，病重时，竟然没有
棺材入殓，后来在朋友的资助下，才得以安葬。

杨万里忧国忧民 、勤俭节约 、安贫乐道的品
行，对儿子杨长孺影响很大。 杨长孺任湖州太守
兼庾州节度使时 ，全家人始终节俭 ，但对缺衣少
食的贫苦百姓却十分慷慨 ， 经常拿出自己的俸
禄接济。

任广东经略安抚使时 ， 杨长孺每日粗茶淡
饭，缩衣节食。 见百姓穷困，缴不起租税，他就用
自己的俸禄替百姓缴了租，深受百姓爱戴。 他在
《代民输租 》中所言 “两年枉了鬓霜华 ，照管南人
没一些。 七百万钱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说
的就是这件事。

祖父杨芾在吉州老家留下三间茅屋 ， 杨长
孺接手时 ，已经住了三代 ，早已墙透顶飞 ，破损
不堪。 即便如此，他也未花钱修葺。

当时 ，吉州太守史良叔离任时 ，曾到杨长孺
家辞别 ， 入门后看见杨长孺家境如此俭朴 、清
贫 ，顿时流下眼泪 ，感叹之余 ，叫画工将杨长孺
家的祖宅及清苦生活场景画成图后离去 ， 后将
画图报奏朝廷。

杨万里 、杨长孺父子勤俭节约 、清政廉洁的
事迹广为流传，为同僚所钦佩。

有朋友问杨长孺：“你和你父亲谁更节俭？ ”
杨长孺说 ：“父亲节俭是为朝廷 ， 想的是国富民
强 ，我节俭是为家庭 ，只能让百姓养家糊口 ，我
远不如父亲。 ”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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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戈壁壁花花开开幸幸福福来来
■■王王宪宪伟伟

喀群，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大矿，意指宝贵的
矿藏， 但喀群乡却是喀什莎车县脱贫攻坚的 “硬骨
头”。 这里土地贫瘠，14 个村以种植核桃为主，贫困人
口多，发展滞后。

2018 年初，西北油田为喀群乡五个深度贫困村
派驻了五名第一书记， 海拉提·山拜是阔什巴格村
第一书记的翻译。 他清楚地记得，汽车从莎车县出
发，行驶了 60 多公里土路，开进村委会院子时，漫
天尘土飞扬，四周民居低矮杂乱，戈壁滩的荒凉迎
面扑来。

白天，海拉提和村民一起下地，坎土曼（一种铁
制农具）在他手上磨出厚厚的茧子。 晚上，他去村民
家摸排调查，凭着语言优势，他听到了村民的心里
话。 谁家有学生，谁家有病人卧床，谁家养了几头牛
几只羊， 谁家种了几亩地……这些情况， 他都详细
记下来。

很快 ，根
据海拉提提供
的一手材料 ，
工作队制定出
以“务工就业、
特色种植 、政
策帮扶” 为主
的“三位一体”

综合施策方案。 而且，西北油田吸收了 16
名村民到油田工作，并投资建设“十小店
铺”，吸纳贫困户参与。

惠民便利超市利润比较稳定，工作队决
定让收入最低的 8 名建档贫困户入股，共享收
益。 年近古稀的阿丽屯·米尔阿伍患有慢性病，是
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海拉提请他入股，可老人
担心自己孤身一人，去世后没了入股金，不愿参加。

和村两委干部协商后，海拉提承诺老人，因个人
原因无法领取超市分红或有意退股，可由亲属代领
分红或退股金。 有了这颗“定心丸”，阿丽屯放心地
入股 3000 元，两月后就领到了利润分红。

这件事让海拉提明白，只有精准了解情况，才
能精准施策， 让村民们充分享受到扶贫政策带来
的实惠。

“十小店铺”的红色招牌，是海拉提在莎车县定做
好带回的，开业那天，村里通了水电，安上了 LED 路
灯，结束了摸黑走夜路的历史，小店自然成了村里最
热闹的地方。 很多村民下地回家，再累都要从那条街
前绕行，感受人来人往的氛围。

海拉提从网上看到北疆有工作队推广种植万寿
菊，其提取物深加工后广泛用于食品、医药、饲料等
领域，能大量出口，收益很好。 而且，乌鲁木齐的一
家公司负责提供花苗肥料、技术服务，并收购花卉。

戈壁沙土地很适合种植万寿菊， 为了打消村
民的顾虑， 工作队和村两委率先规划平整出部分

土地，先行先试。村民乌
热古丽是个巧媳妇 ，有
两个正上学的儿子，听闻家门口就
能挣钱，她热情很高，海拉提便鼓励她做种植脱贫
的典范。

工作队和村民一起建保温棚、测温育苗、修剪
种植，村两委干部和乌热古丽带头增加种植面积。

自 5 月底万寿菊盛开以来， 乌热古丽每天忙碌在
万寿菊花海中。一个丰收季下来，一亩万寿菊可收益
1500 元，400 亩万寿菊纯收入十分可观，户均增收达
6956 元，乌热古丽脸上漾起了幸福的笑容。

两年过去了，海拉提亲眼见证了曾经的贫困村实
现了“两不愁三保障”，阔什巴格村的土路变成了水

泥路，学校修
缮一新，新建了

幼儿园，村民也陆续
住上了新房。

今年年初，海拉提结束驻村返回岗位，离开前，
很多村民来送他，欢迎他带着新婚妻子回来看看。

8 月底，经过莎车县扶贫检查组验收，喀群乡所
有村庄贫困发生率降为零，未脱贫的 140 户 531 人
全部脱贫，5 个贫困村实现整体脱贫。

没有参加喀群乡最后一年的脱贫攻坚， 海拉提
很遗憾，但短暂的驻村工作让他深刻体会到：辛勤
劳作、真诚沟通才是戈壁滩最宝贵的矿藏，只要肯
干努力，戈壁也能流金。

（作者供职于西北油田采油一厂）

■■郑学富

大白菜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 新石器时期的西
安半坡原始村落遗址就发现了白菜籽。 古人曾称大
白菜为“菘”，晋代张勃编撰的《吴录》记载，三国时
期东吴军事家“陆逊催人种豆、菘。 ”到了唐代，大白
菜被广泛种植，并且是宴请宾朋的一道佳肴。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一生坎坷曲折， 分司东
都洛阳时，与孟郊、卢仝、李贺、贾岛等形成了“韩孟
诗派”。 有一年冬天，他们在一起饮酒论诗，韩愈将新
收获的“菘”切成细丝，和新挖出的冬笋一起慢炖，众
人品尝后赞不绝口，韩愈兴奋之余，写下了“晚菘细
切肥牛肚，新笋初尝嫩马蹄”的诗句，盛赞“菘”之美
味。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好友周载罢渝州太守后回
到郢州别墅，刘禹锡特作诗《送周使君罢渝州归郢
州别墅》：“只恐鸣驺催上道， 不容待得晚菘尝”，
把未能吃到晚菘当作一种遗憾。

到了宋朝，人们开始将“菘”称为“白菜”。 如北宋
诗人吴则礼在 《周介然所惠石铫取水瀹茶》 诗中提
到：“拟向山阳买白菜，团炉烂煮北湖羹。 ”南宋诗人
杨万里也有《进贤初食白菜因名之以水精菜》一诗：
“新春云子滑流匙，更嚼冰蔬与雪虀，灵隐山前水精
菜，近来种子到江西。 ”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按陆佃《埤雅》

云：菘性凌冬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名菘。 今
谓之白菜，其色表白也。 ”

俗语说：“肉中就数猪肉美，菜里唯有白菜鲜。 ”
古人之所以喜食大白菜，皆因其味鲜美，营养丰富，
且有食疗功效，民间更有“百菜不如白菜”“冬日白
菜美如笋”的说法。

唐代食疗家孟诜在《食疗本草》中说：“菘菜，
治消渴，和羊肉甚美。 其冬月作菹，煮作羹食之，
能消宿食，下气治嗽。 ”作为美食家，苏轼也有诗
云：“白菘似羔豚，冒土出熊蹯。 ”把白菜与羊羔、
熊掌相媲美。 南宋词人朱敦儒有词《朝中措·先生
馋病老难医》：“自种畦中白菜，腌成饔里黄薤。 肥
葱细点，香油慢焰，汤饼如丝。 早晚一杯无害，神
仙九转休痴。 ”《本草纲目》 中也记载：“（白菜茎
叶）通利肠胃，除胸中烦，解酒渴。 消食下气，治瘴
气，止热气嗽。冬汁尤传佳。和中，利大小便。 （子）
作油，涂头长发，涂刀剑不钝。 ”

国画大师齐白石爱吃白菜，更爱画白菜，其中
有一幅写意的大白菜图，画面点缀着几颗鲜红的辣
椒，并题句：“牡丹为花中之王，荔枝为百果之先，独
不论白菜为蔬之王，何也。 ” 称白菜为“蔬之王”，可
见齐白石对其钟爱程度。

古人还有“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之说，意指大
白菜须在小雪之后收获贮藏味道才甜美。 宋代范

成大《田园杂兴》诗曰：“拨雪挑来塌地菘，味如蜜
藕更肥浓。 朱门肉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把供。 ”

白菜在收获前十天左右即停止浇水， 以防止
冻坏， 尽量选择晴天时收获。 新摘的白菜菜帮生
硬，味道青涩，不能马上储藏，要将根部向着太阳
晾晒数日，待菜帮发软后再储藏，如此既好吃又耐
储存。相关的科学实验发现，白菜中含有的淀粉经
雪霜以后，在淀粉酶催化作用下会水解成麦芽糖，
再经麦芽糖酶的作用变成葡萄糖，葡萄糖味甜且
易溶于水，所以白菜味道醇厚丰满，可口香甜。

眼下，离小雪尚有几日，北方人家早已开始储
存大白菜，以便漫漫冬日享受晚菘之美。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

张张万万庆庆 （（作作者者为为当当代代著著名名书书法法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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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供职于江苏煤
炭地质局金石稀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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