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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 百华

因为举家进城居住，屈
指算来已有5年没回老家了。 前些日子
几位儿时朋友电话相邀，回到了久别的
老家。

老家离县城较远，地处慈利、桃源
两县交界的沅水支流龙潭河畔，一座高耸入云的
大山皱褶中间。这里土家族、汉族杂居，自然条件
极差，除了山还是山，稻田极少，但森林茂密，飞
禽走兽挤满山村。几年前，由于交通闭塞，经济十
分贫乏。村民除了种杂粮外，主要靠狩猎营生，因
而村民多是猎手，最著名的猎手叫史庭生，绰号
史老怪。 说他怪，有两个原因：一是枪法准，猎技
精，除了使枪外，施套、放炸、设弩都是好手，一般
猎物难逃出他的手。俗话说，一猪二熊三老虎，意
思是一般人不敢去碰，他打野猪却是常事。 解放
初期，他和父亲用笼子连续捕过两只老虎，都是
王字头。 二是他在村里享有盛名，全村数十个猎
手均是他的弟子，故他很自信，脾气古怪。 6年前，
我去他家采访，有意劝他不要再打猎了，动物是
人类的朋友，应和平相处，别伤害它们。 他却说，
你难道不晓得我们这里千百年都是靠狩猎为生，
不狩猎靠什么养家糊口， 还得意地说：“野物野
物，口中之物嘛。你忘了小时候童谣是怎么唱的，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呀。 ”我讲了很多关于动
物保护法的知识，可是他擀面棒吹火一窍不通。

这次回家，驱车沿着盘山路先到他家。 迎面
是一幢四层楼的新砖房，屋后是一片翠竹。 他不
在家，车在他的禾场上停下等他回来。 场上几个
儿童玩耍唱着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看老虎。 ”
我心中一惊，问：“小朋友你唱错了，应是一二三
四五，上山打老虎。 ”儿童们异口同声说：“是看老
虎，不是打老虎。”我问：“这是哪个讲的？”他们争
着说：“学校老师讲的，老虎是保护动物。 史爷爷
也讲，老虎只能看不能打。”我问：“哪个史爷爷？”
有个儿童争先告诉我：“他就是我的公公，叫史老
怪，你认识他吗？ ”我不由想，难道他改邪归正了？

一会儿，一辆灰色小车也在史家大院里停下
了，人一下车，原来是村支书和史老怪。他们见我
一脸笑脸。我开玩笑地问：“史大伯你又上山打老
虎了？ ”他摇摇头说：“你怎是老眼光看人，我早就
不操旧业了。 ”

村支书姓刘，三十出头，他是从广州打工发
财后回家当村官的，称我们为叔。他告诉我们，史
大爷的变化很大，也许禽兽与他前世结得有冤有
缘吧！ 村支书讲了几个有趣的故事。

“文革”中期，他怕喜鹊吃他的种谷，在秧田
周围撒下毒药谷子，一下毒死7只喜鹊。从此喜鹊
与他结仇了，常来骚扰他。 连他种的杂粮蔬菜都

不放过。近几年，喜鹊又在他家屋前树上做窝，不
再与他争食了。 前年，不知从哪里窜来一只小猴
儿，睡在他的牛栏边，他走到小猴面前用手抚摸
它的头也不动弹。 他仔细检查发现猴儿后腿受
伤，好像是骨折。 他赶忙打电话到兽医站，请来兽
医为其敷药包扎， 将猴儿抱进房中亲自看护，吩
咐家人给它喂好食吃。 半个月后，终于把猴儿治
愈了，花钱近千元都不心疼。 后来他捎信让动物
园收去了，临别时他还流了眼泪。

前年是他满85岁生日，一个姓王的弟子为了
孝敬他，给他打了一只野鸡，由于枪法不准，未能
致命，只伤翅膀，送来给他作寿礼，只望师父高
兴， 没想到他给弟子劈头一句：“你怎么还打野
鸡！我给你讲过多少回了，就是不听，这次我不饶
你了。 给我写个悔过书，复印几十份发到全村去
让大家都明白动物是人类的朋友。 ”他的徒弟当
面认错后，他责令徒弟将野鸡的伤治好放飞。 他
的徒弟按他的话做了， 有人将这事写成新闻，在
《自然与人类》报上发表，反响极好。

村长的话使我耳目为之一新。没想到环保意
识如此深入人心了。

村长还告诉我们，过去的猎手如今变成了种
桃能手， 全村152户有143户都种了猕猴桃和黄
桃，销路很广，成了村里的主要财源，到今年年底
基本上可以脱贫。

肖曙光

这五年， 我家最大的变化是
过去沉甸甸的背囊， 现在终于减
负了。

我和妻子都是武冈人， 女儿
也在武冈长大。 我们一家人都恋
家，总觉得家乡的东西好，闻起来
香甜，吃起来放心。我母亲也这样
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的
物产养人呢。 她怕我们一家在外
面吃不好，只要一回家，就把我们
爱吃的腊肉、卤菜、菜干、糍粑、米
花、剁辣椒，甚至红薯、玉米等土
特产装进我们的背囊。

刚来广州的那几年， 每年回
一次家，背囊里总是鼓鼓囊囊，满
满当当， 里面装满了母亲准备的
土特产。 每一回，背着几个背囊，
坐汽车，赶火车，一路车马劳顿，
疲惫不堪。 我也曾让母亲寄一些
土特产来， 但寄到广州要半个月
时间，东西早已不再新鲜，有些在
途中就已经变质了， 因此只有靠
肩上的背囊。

有一年春节后回广州， 母亲
准备的东西足足装了两个大蛇皮
袋，我躬着腰背着沉重的背囊，像
个民工一样，从武冈坐汽车，到邵
阳换乘火车， 到了广州汗流浃背
挤出人流汹涌的火车站， 回到家
简直狼狈不堪， 埋怨母亲准备的
东西实在太多了。

每一回我都要求减负， 有几
次甚至把装进背囊的东西拿出
来，惹得母亲很不高兴，她指着那
一堆东西说， 这几块腊菜是你最
爱吃的，这些卤菜是素儿喜欢的，
那些豆制品是给媳妇准备的……
我心想，妈呀，这么多东西我哪里
拿得动？

妹妹告诉我， 母亲准备这些
东西其实不容易： 腊肉是母亲从
乡下买的土猪肉， 用柴火一块一
块熏好； 豆腐是用菜籽油一块块
炸得焦黄焦黄； 鸡蛋是母亲起了
几个大早， 到菜市场收购的土鸡

蛋； 腌菜是母亲将挑选好的白菜
一棵棵洗干净、晒干、腌在坛子
里……知道我要回家， 母亲一个
多月前就忙碌开了。 想起70多岁
的母亲， 为了让儿子吃到家乡的
土特产到处奔波，不辞辛苦，我的
眼睛湿润了。沉甸甸的背囊里，满
满的都是亲情都是爱啊， 再苦再
累， 我也不该辜负母亲的一片心
意。就这样，背囊多年来一直没有
成功减负过。

近五年来家乡交通发达了，
2013年洞新高速公路通车； 今年
6月邵阳武冈机场通航；来广州的
家乡人多了，想吃土特产了，随时
可以让他们捎带过来。

特别是随着交通的便利，带动
家乡物流快递行业迅速发展。2013
年，多家快递公司将快递业务拓展
到了武冈，还将服务点开在离我家
不远的工业品市场，从武冈寄快递
到广州只要两天时间，真是又方便
又快捷。 通过快递，母亲时不时寄
家乡的土特产过来，既新鲜又让我
们解馋。多年来压在我肩上沉甸甸
的背囊终于变轻了。

母亲爱逛市场， 看见有啥时
令的土特产， 让妹妹发个微信给
我，我们要是想吃，母亲就会快递
寄来。清明前后，正是蕨菜生长的
旺季，蕨菜炒腊肉、蕨菜和糯米做
成的蕨子粑粑， 都是妻子和女儿
的最爱。母亲提前买好蕨菜，蒸了
几锅蕨子粑粑， 妹妹把图片发在
微信里，馋坏了妻子和女儿。没想
到，第二天，快递员就把蕨菜和蕨
子粑粑送上门了， 让妻子和女儿
直呼“真快！”“真过瘾！ ”

我们也常常把广州的荔枝、
广式月饼、鸡仔饼、香芋等土特产
寄回家， 让母亲她们品尝广州风
味。

发达的快递业， 拉近我们和
家乡的距离， 在感受家乡日新月
异变化的同时，也传递了亲情。

快递，让背囊更轻了，让亲情
更浓烈了。

熊燕

秋收刚过，舅妈提着一袋早熟蜜橘从几十里
外的乡下来到我家。

我是在舅妈家长大的，舅妈一直待我如亲生
女儿，每年秋收过后，舅妈都会选择一个秋风萧
瑟，有雨的天气来到我家。说雨天不能出外干活，
是老天爷劝人休息的日子。

“这么远，还提这么沉的东西，真是辛苦了。 ”
我接过舅妈手中的蜜橘说。“辛苦什么？”舅妈说：
“你以为还像以前，一下雨到处都是泥泞，一走一
滑？ 走好远才能来到公路旁拦一辆车？ 自从五年
前修建了白沙大桥，进城再也不用等渡船，政府
又给我们修了路，现在村村都有路，家家门前都
是水泥地，又平整又安全。 ”

舅妈越说越兴奋：“这路一通啊，真是应了一句
老话‘一通百通’。 这不，网也通了，车也通了。 我们
那里现在有一种“拼车”，四个人拼一辆车，只要一
个电话，车就到家门口来接，然后送到你家楼下。 ”

我问舅妈家中可好？ 舅妈说：“好着呢，今年
蜜橘大丰收。 ”我听到这里就发愁，想起五年前舅
舅采摘蜜橘从树上摔下来伤了腰的情景。舅妈所
在村的年轻人大部分出外打工，家中只剩下老人
和小孩，每到农忙季节总有人受伤。

“今年不用摘。 ”舅妈说到这嘴都合不拢：“蜜
橘还没成熟就有罐头厂的人跑到我们村说要‘包
园’。 就是将整个园的蜜橘包下来，让我们估价，
他们直接给钱，采摘也不用我们操心，他们安排
员工采摘。 现在我们收粮食、摘玉米都不用自己
担了，家家都有三轮小货车，可省事了。 ”舅妈靠
近我，神秘地说：“你表姐回来了，你知道吗？ ”

这事我还真不知道， 最近表姐似乎很忙，没
见她在微信群里露面。

“她呀，现在可是个大忙人喽。 ”舅妈眉眼都是
笑：“她回家在镇上办制衣厂了。 ”表姐之前在沿海
一家服装厂打工，是个经验丰富的车间主任。

“这都是路修得好呀，唉，要是早有这样的
路，你外婆也不会……”说到这，舅妈眼眶红了，
我的眼眶也红了。 外婆七十岁那年去菜园摘菜，
因为雨中路滑摔了一跤，舅舅背着外婆往镇医院
跑，镇医院说外婆伤了骨头，建议去县医院。可县
医院离家有好几十里路， 不通汽车还隔一条河。
舅舅只得求开手扶拖拉机的邻居一路巅簸到渡
口，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没等到渡船，雨越下越大，

风也急，外婆还没到县医院便昏迷过去……
舅妈说，当时如果有一条好路，有一座好桥，

你外婆也能享受到今天的福。 以前，你外婆的梦
想是天天有白米饭吃，对于家门前有水泥路想都
不敢想，更别说出门有车，坐在家中看“戏”（电
视），还可以在手机上和家人面对面说话聊天；对
收割机、插秧机听都没听过。 如果知道你表姐办
厂，她不知会乐成什么样儿。

下午四点，舅妈手机响了，她来时将电话号
码留给司机，说好时间接她。 我留舅妈：“来一趟
不容易，多住几天吧。 ”舅妈说：“现在容易着呢，
一个电话车就到了，不用走路，不用转车，直接送
到家门口。 ”我见留不住，给小区超市打电话，请
他们送些营养品过来让舅妈带走。 舅妈赶紧阻
拦：“家门口开了家大超市，什么都有卖。 ”我一
愣：“超市开到乡下了？ ”舅妈呵呵一乐：“这不托
‘村村通’政策的福吗？一通百通，什么都好，什么
都有。 ”

村村通路，通的是一条致富的路，一条惠民
的路，一条幸福的路。

“我家这五年”征文 投稿邮箱：xiangjiangzhoukan@163.com

夏扬

我是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
贫寒乡下人，幼时孤陋寡闻，见家
门前灰尘漫天土路上的汽车无比
艳羡， 常静静目送车子消失的背
影，多想去抚摸它们，更不敢想自
己能购车。 1985年我在一本杂志
里看到发达国家的家庭周末总是
开着小车去旅游， 此事深深铭刻
在我的脑海里。 我也会有如此幸
福的日子吗？ 真不敢想！ 然而，党
的富民政策好，改革、开放、创新，
加上自己勤奋学习，2013年我考
获了小车驾驶证。 本年5月，我用
积蓄买了一辆轿车， 过上了比有
些发达国家还要好的生活。

我的老家在偏僻的大山里，每
次回家探望老父母都要步行几里
土路，遇上雨天，泥路寸步难移，假
如老人来急症， 救护车也开不进，
只能如刀刺心痛似的望着。 要想
富，先修路。 2015年6月，政府拨款
一部分，村民自筹一部分，爱心人
士捐了一部分，修了一条宽阔的水
泥公路。车能开到家里了。不久，老
家烂屋变靓楼，周遭树竹花草绿油
油，宛若天然大氧吧。 家里购置了

彩电、冰箱、空调、电脑等现代化用
品，出现了许多不敢想象的美事。

国家的医改政策也惠及百
姓。 2017年上半年，我年近八旬、
勤劳俭朴的老母不幸患肾结石、
脊椎病，花费近20万元。根据农村
合作医疗规定， 医药费报销了
70％，自家只出了5万余元。否则，
家庭难以支付这笔巨款， 真是不
堪设想。 而今，政府给老父母每月
各有80元养老保险金， 他们晚年
幸福，笑口常开。

2012年前， 我的月收入只有
3000多元， 现在我的月收入已逾
6000元。 2011年至今，我年年教
初中或高中毕业班， 年年被评为
岗位优秀个人； 我年年有许多习
作见诸报刊，2014年我如愿加入
湖南省作家协会， 圆了自己的作
家梦。2016年，我的独子考上大学
本科，还考取了小车驾驶证……

回眸我家近五年， 是奋斗的
五年，是巨变的五年，我感到了幸
福美满，生活无忧。 我有存款，住
140余平方米的城区套间华房，飞
机、高铁、轮船随意坐。 欣逢盛世，
常怀感恩之心。 我坚信，我家和我
们国家明天会愈益美好！

林海春风

板凳，在我们那儿家家户户都有。
不管家里几口人 ，不管过节还是平常日子，

板凳一直都在， 分享着大家生活的冷暖寻常，承
载着家家户户的故事。

我们那里是个小村子，好多大城市流行的东
西要过些日子才会传到我们这来。 前些年，家里
板凳还没现在这么多，也没这么花哨，就是普通
的自己家打的木制的小板凳。我家的木制凳子有
好些年头了，是我爷爷自己做的，凳面不平整，有
大小不一的裂隙，木头是爷爷家卖树砍下剩的边
角料。 这凳子倒也争气，除刷了几次红漆掩饰岁
月的痕迹，没出过啥毛病，一直在我家呆着。以前
爸妈干活回来，家里人一起坐在板凳上喝疙瘩汤
聊天。 家门口是我家的田地，爸有时就喜欢搬着
板凳到门外田地前坐着，看着撒下的麦种、播下
的豆子，时而乐着笑着，时而唉着叹着，板凳想必
是了解爸的感受的，庄稼人就靠着这一亩三分地
过日子，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赶上一年风调雨顺
收成好，家里也就富足点，板凳上搁的碗里油水
也多 ；若遇到干旱、虫害，这一年就有得折腾了，
爸皱纹也就多个几条。

这些生活里的事板凳都知道， 庄稼人的辛苦板
凳也知道 ，它陪着爸看了多年田，板凳都懂，那些日
子，它嘎吉嘎吉的声音似乎也在低诉着什么吧。

这五年来，爸爸搞起小型个体户，卖起了东
西，除了种田，家里也有了其他收入，口袋里的钱
渐渐多了；村子搞发展，好几家搞起葡萄园，村里
也慢慢富了起来。 前年到市集的路修通畅了，家
里买了电动车，外出方便了许多，大家走亲访友
随性了， 人多了聚在一起吃饭板凳必不可少，以
前的老木制凳子的数量就显得不够了。近些年板
凳渐渐花哨了，样式也多了起来，折叠椅、塑料积
木椅等等有好多款式，逢赶集总有拉着大卡车的
商贩拿着大喇叭大声叫嚷着搞促销，赶上促销卖
板凳的，妈就多买了几个，用新添置的新式凳子
接待亲友。 日子好了，大家脸上笑容也多了。

板凳，见证了我家的变化、村里的发展、交通
的改善，更见证了一朵朵花开般淳朴的笑容。

这两年，互联网逐渐进入各家各户，以前好
多东西要到市集买 ，现在好多人都晓得网购了，

大城市里流行的东西在村里也买得着了。有眼界
有商业头脑的人做起了微商、开起了网店，搭上
了互联网的高速快车，日子逐渐过得火热。 网上
鼠标轻点，各种各样款式的凳子应有尽有，家里
又添了一些新花样凳子。 以前是过日子求富足，
现在时髦也讲究起了“生活美学”。互联网让村里
种的葡萄有了新出路， 以前葡萄也就在周边卖
卖， 如今村里搞起了自己的小品牌在网上销售，
城里也能快速购得。“互联网+”带动了农村发展
，让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大突破。凳子，也由笨拙
到花俏、 到如今更多人性化设计和新科技应用，
体现了生活品质的提升。

小小的板凳， 承载着我家太多太多的记忆，
无论是靠天吃饭的种地日子，还是交通便利的赶
集生活，以至今日的互联网时代，小板凳都参与
和见证着，它看到了我们幸福感的提升和脸上的
笑容。

“我家这五年”，板凳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
道。

贺海平

今年， 我所居住的小区终于用上
了天然气。 一根纤细不锈钢管通入我
家，炉灶“啪哒”点火后，一束旋转的火
焰直往上蹿， 炒几样小菜一会儿就搞
定，既节省时间，又利索干净。

多年前， 我在原涟邵矿区一煤矿
工作生活。 那时， 虽然生活的环境并
不理想， 到处黑不溜秋， 煤尘飞扬，
但职工有煤票福利供应， 烧煤球不用
花钱。 但烧煤要烧得好也不是轻松
事， 封火门、 掏炉灰、 发煤火、 运煤
球等烦琐事情， 事无巨细， 不能躲
懒。 搞餐饭菜周身落下不少灰尘， 灶

台卫生还须忙乎一阵。 但毕竟， 比起
烧柴还是要方便许多。 后来湘中一带
连降暴雨， 矿井淹没， 工人下岗， 烧
煤的日子到此结束。 有些家庭临时
打柴灶， 改烧柴作燃料。 听说矿部
农民街有一种罐装液化气卖， 一瓶
气可烧月余， 比烧煤清洁。 屁颠屁颠
买回气灶， 费用不菲。 气烧完了， 可
充气成为难题。 请人充气， 质量难保
证， 且有缺斤少两现象， 实不划算；
自己去充， 要带着气瓶搭车六七公里

至草子坳气站， 十分麻烦。
五年前在娄底城区买了楼梯房，

装修时有人建议烧管道煤气， 却听到
不少老住户诉苦。 管道煤气到了煮饭
时间压力往往不足， 节假日火苗更如
烛火或打不燃。 那时气源主要靠涟钢
及焦化厂的焦炉气， 随着城区面积急
速扩张， 要供应这么多住户的生活用
气自然捉襟见肘。 新房不宜打藕煤灶，
我只好新房摆上旧灶具，仍烧液化气，
应付一天是一天。 充气及气瓶更换，成

为必不可少的繁琐套路。
近年来， 扛30多公斤重的气罐爬

楼梯，已显力不从心。 邻居建议花钱请
人送气， 可我总感觉亲力亲为用气才
放心。 2015年的一天，忽然看到晚报刊
登消息， 政府及相关部门将投巨资铺
设天然气管道，心底迅即亮了起来，立
马打电话咨询记者，核实消息真假。 经
过几年建设，气站、气库、管道铺设均
完工，个人只需交纳初装费，即可开通
天然气，气价合理，使用十分方便，真

是一项民生工程、环保工程。
过去年迈的父母整日电话里

告诫： 别扛煤气罐啊， 别扛出问
题 ！ 我知道二老是担心我闪了
腰，那是老人最惦记的事情。 现
在，我可以笑哈哈地告诉他们，放一百
个心，全市开始烧天然气，再也不用扛
煤气罐啰。 老人在电话里传
来了爽朗的笑声。

国家的西气东输或铺设
国外输气管道战略实施， 着实让百姓
获得了实惠， 一种幸福感在我心里荡
漾。 我家的幸福指数在不断提高，这不
也是一座城市、 一个国家进步的缩影
吗！

背囊减负记

美满五年

再也不用扛煤气罐啰

从一首童谣说起

乡下舅妈进城来

板凳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