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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后后的的乡乡村村
□赵峰

回老家最喜欢漫无边际地行走。一
日,心血来潮开上车出了门,这次没有
明确的目的。

先进入玫瑰镇,复穿山进李沟界,
又一阵七扭八拐,进了东阿地盘。误打
误撞,进了一个叫直东峪的地方。前些
年我曾经多次到此造访。这个村三面环
山,风水异奇,时不常就冒出个高人来。
我曾经造访的那位叫房光武,通读《资
本论》多遍,轻狂地还准备修改完善呢。

在这个三面环山的村落,唯西边有
路通往镇上,南接李沟。现在大多数人
家都搬至公路边,整日闻声喧不倦,看
车流不厌,闭塞不再。往里走大多都人
去屋空,门上的铁锁也锈迹斑斑了。当
然 ,也还有一些不愿意离开老宅的人
家。那个差点成了哲学家的房光武的老
宅已经沦为废墟,院子里不知被谁种上
了棉花和青菜,只有北面的山墙还屹立
在那里。空空荡荡的村落,鸡不鸣,狗不
叫,牛羊不撒欢。如果不是坡上、地里还
有一些劳作其间的身影,这样的静穆还
真令人有些恐怖。

在一个长长的胡同里,我终于发现
了村里人的踪迹。一位老人正坐在胡同
深处的一个马扎上忙活着,他用那双布
满青筋的双手,认真地从一堆摊开的干
羊粪蛋里往外捡拾掺杂在里面的草和
土块。我出现在街口的一刹那,他已经
看到了我。从幽深的巷子里,我看到那
种久违的友善的眼神,他并没有把我当
成不速之客。

走近他身边时他还是那个样子,低
头一丝不苟地挑着羊粪,只是抬起脸朝
我笑笑,那笑很随意。他意识到了我的
存在,不为所动,但绝对没有一点戒备。
仿佛我就是他熟悉多年的邻居,刚从地
里干活回来。

他穿着蓝色的印有机械厂标志的
工装,头上戴着一顶半旧不新的太阳帽,
这种装束这些年很常见,可能家里有孩
子或者亲戚在工厂做工 ,穿不着送他
的。

他诚恳地让我去他家喝水,和我小
时候街上出现一个陌生的异乡人那样,
大家都亲切地问一句:“渴吗?来我家喝
水!”像是客气,其实没有半点虚情假意。
那些年的乡村暖暖的,让人忘不掉。只
是时过境迁,逐渐就成为了一种记忆,还

有伤感。
这个看上去七十多岁的老人,对外

面的事情一点都不糊涂。说到那个准哲
学家老乡,也很认可他的先知先觉,以及
他许多不合时宜的话语,估计这位老人
应该是他唯一的知音吧。他应该不认
字,可他能懂哲学的道理。另一方面他
又对房光武的不合群做了最大的否定,
他说一个人不能融进人群,在这里肯定
是啥也做不成的。

我倒是对那个天才的房光武充满
敬意,一个初中毕业生能把一本哲学巨
著读得那样精透,而且在敬重这部伟大
著作的同时,还能读出疑问。这件事给
很多人未必能说明白,很多人不知道,哲
学首先是从怀疑开始的,很多学科没有
怀疑也无法进步。我觉得这个房光武是
平凡中的不凡人物。

外面的新村,大小车辆飞驰而过,街
上有很多的铺面。那里已经与城市接轨
了 ,城市里有的 ,这里除了大型公共设

施,也一应俱全。老村庄却在一点一点
地萎缩,不久就会全然消失。那个老人
或许是最后的坚守者,年轻人不会喜欢
这样的空寂。当我离开他的时候,他诚
恳地留我吃饭。我和他告别,转身后已
经泪流满面。

回来的路上,我又想起南部山区一
位卖枣的老人,每天极其认真地摘着枣
子后边的干叶子,问他为啥,他说,带着
也添不了几个分量。还有一次在爬山爬
得口干舌燥的时候,一位帅气的小伙子
送我们一大袋子让我们解渴的苹果,我
们心里害怕被当地人讹诈 ,半天没敢
接。小伙子看出疑惑,用眼神和我们说
了句:你们想多了啊!说完带着敦厚的笑
消失在果园中,让我们一群文化人张着
大嘴半天才回过神来。

乡村越来越城市化了,这些最后的
乡村温暖,应该能助推这个庞大、却又
渐渐破碎的形体,温情脉脉地前行。没
有这样的温情,那真不叫乡村了。

□杨莹

公婆省吃俭用积攒了几万块钱 ,照老
办法,存在银行吃利息。

那年年底 ,公公的老同事刘叔来家玩 ,

闲谈起以前的老朋友 ,不是做生意 ,就是投
资入股,听说都赚得盆满钵溢的。公婆心头
一动,有些眼红,可叹自己没门路。

刘叔就说 ,他开的批发店想扩大经营 ,

手头资金不足 ,想邀公婆入股 ,有钱大家一
起赚。婆婆是个谨慎的人,多了个心眼儿:赚
钱是好,如果赔了呢?这可是我们老两口将
来养老看病的钱,赔不起啊。刘叔也不勉强,转
而提出新建议,向公婆有偿借款,一万元钱每
年付一千元钱的利息。公婆一听动了心,这比
银行利息高多了。刘叔保证说,不管赚钱赔钱,

都不会让你们吃亏,有欠条为凭嘛。最后,公公
与刘叔一起到银行取了两万元钱。

当天晚上的饭桌上 ,公婆高兴地向我
们“汇报”他们的得意之作。我一听,就觉得
这事不靠谱。婆婆说,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有啥问题,就是关了门,他也不会不认账。说
多了 ,二老脸上就不好看起来 ,我们也只好
静观其变。

第一年 ,刘叔倒挺守信用 ,到年底就送
来了利息。婆婆把那一小叠钞票拿给我们
看,我笑而不语。还能说什么呢?人家用铁的
事实粉碎了我的质疑。

第二年,利息未能及时送到。春节过后,

刘叔才上门,说是现在生意难做,外欠款多,

请老朋友体谅。公公答,谁没有难的时候呢?

分别时,两个老朋友紧紧握了握手。
第三年,刘叔迟迟未上门。公婆找个借

口去刘叔的批发店坐坐 ,看到的却是生意
惨淡。刘叔皱着眉头解释,辛苦做一年,没挣
到一分钱,房租水电都吃老本,难啊!看到老
朋友面临如此困境 ,公婆心一软 ,要钱的话
再也说不出口。

我劝公婆,趁早把钱要回来,免得最后落
空。公婆却说,多年的朋友,面子上过不去。

这一拖,就是小半年。等公婆听说刘叔
的批发店早已关门大吉、人家老两口也到
南方儿子家哄孙子去了时 ,打刘叔的电话 ,

停机,没人知道他家儿子的联系方式。婆婆
急火攻心,病倒了。我和老公好言安慰,小心
侍候,总算平安度过。

后来 ,不甘心的公公四处托人打听 ,终
于打听到刘叔的新电话。经过交涉,刘叔最
后把两万块钱汇了过来。但老朋友的脸皮
几乎撕破,看来以后是难见面了。

借出去的钱 ,差点成了泼出去的水 ,好
险!借钱有风险,高息须谨慎,投机取巧的事,

不是咱平常人家做得来的。这就是我们家
的教训。

□刘天放(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
授)

有人把读书比作修行、望远、品茶
等,我却视读书为“用餐”。一日三餐一
顿不吃就饿得慌。缺乏书的精神营养,
就会精神萎靡甚至死亡。很惭愧,我平
时读书较少,读书主要为了充电,故想给
人指点些读书的迷津,觉得自己不够资
格。只因暑期自己也要“用餐”,那就介
绍一下我要细品的“主食”吧。

第一本是黄仁宇的《现代中国的历
程》(中华书局,2011年4月第一版)。黄
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
备受推崇,而他的《现代中国的历程》也
值得一读。该书是不同时期的文章合
集。虽时间跨度大,但逻辑性和严密性,
举证论证堪称严谨,数例翔实,绝非云里
雾里。明末很多建朝之初的制度因祖制
遭遇改革困难,治国理政遇到瓶颈。解
燃眉之急的苛捐杂税加重了民众负担,
各地官宦贪腐严重,社会矛盾激化。黄
仁宇提出以“数目字上管理”期盼收支

平衡,科学理政。而在专制条件下,对个
人权利和财产缺乏保障 ,根本无法做
到。这说明中央政府政令不通,这种积
弊一直持续到民国。明末是公认的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期,却无法在皇权下结
出果实。本书还对国共两党做了一番评
述,尤其是对蒋介石做了较为客观的评
价；中日比较部分也颇具启发性。

第二本是费孝通、吴晗等著的《皇
权与绅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9月第一版)。这本200多页的小
册子精气神十足,令人眼前一亮。该书
主要是费孝通、吴晗等讲授“社会结构”
课后组织的研讨班发的一些论证文章。
观点各有侧重甚至不同 ,却也遵循了

“目的偏重在提问题,不在获得结论”。
历史学家们把中国古代史纳入社会学
视野观察。费先生认为皇权“无为”,绅
权是对它的束缚和缓冲。而吴先生则认
为皇权的独裁性不容他人染指,绅权才
奉“无为”政治为圭臬,进而成为皇权的
帮凶。意见相左的高论却也为城乡治理
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在当下仍有一

定现实意义。作者没有咄咄逼人的说
教,反倒透着慈眉善目般的说理,让读者
迷恋。虽然他们说的不一定都正确,但
其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和充满睿智的
见解非常值得赏读。

第三本是亚瑟·纳伊姆的《拯救最
后的犹太人》(徐佳蓉译,中国友谊出版
公司,2015年3月第一版)。这是“一个都
不能少的”的犹太版。作者是当年以色
列驻埃塞俄比亚大使。作为营救行动的
领导者和亲历者,他讲述了非洲埃塞俄
比亚黑犹太人是如何回归以色列的。为
了拯救这支黑人犹太教部落,以色列政
府在1985年第一次营救失败后,1991年
花掉3500万美元(仅3天海外筹款),经
与埃方艰苦谈判动用35架飞机最终将
这14000多名法拉沙犹太黑人安全接回
以色列!书中的信仰、苦难、惊险、奉献
等情节令人回味无穷。

当然,常“吃”常新的还有鲁迅、胡
适等的“主食”。包括小说等“副食”经常

“吃”一点也很必要。暑假里静心地阅读
吧——— 生命不息,“用餐”不止。

碎碎念

借出的钱泼出的水

名家言

生生命命不不息息““用用餐餐””不不止止

□郑春柳

父亲与母亲相识相爱三十多年 ,我们
生活于他们温暖的屋檐下 , ,却未曾深深地
体味他们相依相守的情感。

小时候 ,因为兄弟姐妹年龄靠近 ,一起
上小学又一起上中学、大学,所以真是钱到
用时方恨少 ,一家人只能勒紧裤腰带度着
岁月。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餐桌上除了青
菜还是青菜 ,偶尔母亲做出点新花样 ,父亲
都赞不绝口 ,有时候是鸡蛋配上青菜 ,经过
油炸后成为另一种食物 ,有时候是面粉青
稞,现在忆起来,那种味道不能说难吃,但也
称不上好吃。虽然父亲是个对吃要求极高
的人,但我从来没见父亲摇过头。

1999年 ,父亲生意失利 ,家中条件更加
困难 ,虽然此前日子过得并不优越 ,但至少
没有外债,而今却背负了一身债务。母亲不
言不语 ,矮个子的她渐渐学会了各种家务
活 ,一直到现在 ,我看见母亲那伸不直的双
手时总是忍不住流下眼泪。那时候她从来
不抱怨父亲的失利 ,也不抱怨生活的变故 ,

只是越发努力 ,听到父亲自责时 ,她甚至还
开导他:“谁的生活能一帆风顺呢?”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 ,到大城市读书工
作,吃过无数的山珍海味、美味佳肴,任何一
种口味都比母亲煮的菜要好 ,我甚至好奇
地问过父亲这个问题 ,他只是笑笑 ,什么也
不说。直到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为了柴
米油盐或者丁点小事开始唇枪舌剑时 ,才
知道 ,爱情的持久有时候只要保留着舌尖
上的善良便足矣。

父亲对母亲并不高超的厨艺赞不绝
口 ,保留舌尖上的善良 ,是为让母亲在那样
的年月里还能认真地把日子过得富有激
情；而无论父亲在事业上遇到什么样的困
难 ,给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困境 ,母亲依旧保
留着舌尖上的善良 ,让父亲没有后顾之忧 ,

勇敢地带着我们一起往前走。

舌尖上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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