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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华

得闲，将家里的卫生间又重新
装修了一下。 卫生间虽小，却也体
现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折射出时代
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卫生间， 现在也称洗手间，更
久远的叫厕所或者茅房。 单就这名
称的改变，它传达给人感官的就是
卫生和文明，而不再是肮脏龌龊。

年轻时，曾在单位的筒子楼里
住过一段时日，一层楼只有一个公
共卫生间， 外面是一排洗漱龙头，
里面是厕所。 一二十户人家就挤在
这狭小的空间里淘米洗菜、 大小
便。 因为无人管理，地面到处是污
水杂物，经常难以下足。

曾听老同事说起一件事，让人
感慨万千。 40年前，几个同事去上
海出差，其中一位女同事是家在上
海的下放知青，办完事请同事到她
家坐坐。 她母亲非常热情，倒水、削
苹果，拿糖果，寒暄后便一个劲地
让来客去洗手间。 几位同事说不用
不用，她母亲就反复说，家里有洗
手间，很好很方便的……事后才知
道，原来人家是表示，家有洗手间
在上海家境算是不错的。

上世纪80年代，父亲的单位建
了新房，家里也有了卫生间，简陋
的白灰墙，水泥地面，一个浴缸、一
个蹲便池， 虽只有两三个平方米，
人在里面有转不过身的感觉，但也
觉得无比美好，比挤公共厕所强上
了百倍。

20年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卫生间的“家庭地位”得到提

升。 家境稍好一些的人家，开始在
卫生间墙面地面铺设小块瓷砖，虽
然大多是单调的乳白色， 工艺简
陋，但比白灰墙水泥面明显提高了
一个档次。 那时，我家也跟风将水
泥池台改成了瓷盆和普通大理石
台面，蹲便池换成了座式马桶。

没过几年， 家里买了新房，卫
生间大了好几倍， 装潢也大大提
升。 吊顶，大玻璃墙面，手抬式水龙
头，热水器，在里面洗漱及方便，还
真有点星级宾馆的感觉呢。 卫生间
的功能到此时已不再是简单的方
便，而是有了一点享受的滋味了。

这样的小享受刚过了几年，又
被日新月异的家装搅得心动。 摸摸
口袋的银子富余有足，便决定重新
装修卫生间。 太阳能换成了电热两
用，浴缸换成了钢化玻璃制作的整
体沐浴房，洗漱台改成了黑金沙的
大理石，不锈钢的面盆上是多角度
转动手感式龙头，坐便器可自动放
盖、自动冲洗，造型独特的洗漱架
配上了流线型的大镜面，营造出空
间里的艺术氛围和生活情趣。

装修时和同事说起卫生间之
事，同事又和我说了一个故事。 二
三十年前， 他到某大城市出差，一
时内急，满大街找厕所，却硬是没
有，情急之下，只得顺来路回旅馆
解决“问题”，以至于出差一星期，
他天天只走一条道，以防“万一”发
生，走别的路找不回去上厕所。

节假日，儿子放假回家。 一进
门就奔了卫生间。 听他在里面一连
声惊喜地大呼小叫，等他出来问什
么感受，答：舒服，享受。

贺显华

上世纪80年代初， 自行车在
农村还是稀罕的交通工具， 是身份
地位的标志和象征， 备受人们向
往， 村民很难买得起， 谁拥有它，
会被人高看几分。

那时， 我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农民， 但他做得一手好木工
活， 弄完田地里的活儿， 便有许多
空闲的日子， 他就盘算着去外面发
财致富， 买一辆自行车是他当时的
一个目标。 他招呼同伴去了怀化，
给城里人家修房子 、 做家具 。
1984年岁末， 父亲回家了， 脸上
写满了快乐和幸福。 那时我正在读
小学， 父亲神秘地告诉我一个好消
息 :春节后他要买一辆“飞鸽” 牌
自行车。 我没见过自行车， 不知道
是啥模样， 父亲用双手比划着车子
的形状， 我心里很兴奋， 盼望着父
亲早点把车买回家。

父亲有钱买车了， 但他买车的
愿望要过一道“坎” 才能实现。 那
个年代， 许多生活用品还不能自由
购买， 要凭票供应， 自行车是大物
件， 没有车票是不能买的， 他没有
能耐弄到这个稀罕的票， 整天琢磨
着这个难关， 后来还是在县城工作
的舅父从同事那里给他搞到了一
张购车票。 父亲看着那张珍贵的
票， 高兴得像在外面淘到了一桶
金。

父亲从县城买回了漂亮的自
行车， 带着我去村小学操坪里学
车， 街坊邻居都投来羡慕的眼光。
自行车是当时村里的稀有之物， 我
们全家人都把它当成宝贝爱护， 每
天擦车便成了父亲的必修课。 后

来， 自行车逐渐多了， 成了平常之
物， 在外面做了包工头的父亲开始
喜新厌旧， 抛弃了跟随他多年的好
伙伴自行车， 心里飞翔着一个外来
词语“摩托车”。 母亲悄悄告诉我：
你爸的口袋里装着一叠花花绿绿
的票子， 是买摩托车的钱。 我问摩
托车是什么样子， 母亲笑着摇头，
我跑过去问父亲， 他说比自行车高
档， 跑得快， 骑得神气。 于是， 骑
摩托车的念头便绕在我的脑海里
了。

1990年春节过后， 父亲去了
一趟县城， 买回了一辆草绿色的摩
托车， 托运的客车司机连连向父亲
伸出大拇指， 说父亲真时尚， 好本
领。 当时， 父亲是村子里买摩托的
第一人， 他又成了村里的新闻人
物， 成了父老乡亲眼中的“大能
人”， 父亲骑车在路上成了村民眼
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几年过后， 外出务工的村民腰
包鼓起来了， 他们也不甘示弱， 纷
纷加入买摩托车的竞赛队伍， 村里
涌现出一支“摩托大军”， 摩托车
不再时尚和稀罕， 成了村民出行的
日常交通工具。

近些年， 国家在农村实施“村
村通” 政策， 乡村土路都变成了宽
阔的柏油公路， 富裕了的村民纷纷
开上了小轿车。 年近七旬的父亲看
着屋门前油光发亮的公路和川流
不息的小轿车， 心里升腾起一个
“坐小车” 的念头。 为了实现让父
亲坐上小车的愿望， 我去省城的车
市场考察了几回， 终于买回了一辆
小车。 父亲抚摸着小车感慨地说：
“别人家里有小车， 我家也有了啊！
这才是我梦想的坐骑。”

坐骑的梦想

“方便”之处看变化

要想岁月静好
须有人负重前行

———扶贫纪事

郑海青

成了扶贫队长

初夏五月，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雁城
大地，我背起行囊走出了单位大门。同事们帮我
把各色生活用品一股脑往小车的后备箱里塞，
像送别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友。我坐上车子，小心
地别上党员徽章， 依依不舍地说：“单位的事情
就拜托大家了！ 大家等我的好消息！ ”小车缓缓
开动， 向着我的驻村扶贫点———衡阳县三湖镇
联洋村进发！

脱贫攻坚是近年从中央到地方的一项重中
之重的工作， 能在有生之年投身这么一个伟大
工程，确实是人生一大幸事！ 然而，已过不惑之
年的我， 也有着一大堆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
困难：我是家中独子，父母年近七旬，女儿即将
小升初，儿子刚上一年级，上有老下有小，家庭
责任重，我离得开吗？ 我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没
在农村生活过，典型的初哥一个，菜鸟一枚，如
此千斤重担我这细嫩的肩膀扛得起吗？ 目前单
位正处于机构改革调整的关键期，我身兼数职，
一旦驻村扶贫，就要与工作完全脱钩，其他同志
能帮我分担工作确保成效吗？

虽然有困难，但是组织安排我去当“驻村扶
贫队长”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我一定克服困
难，坚决服从，不辱使命！大不了脱层皮瘦身肉，
别人能干好，难道我就不行？ 要想岁月静好，就
必须有人负重前行！

那天下班回家， 我心情复杂地把要驻村扶
贫的事情告诉了父母。父母都是老党员，老爸郑
重地说：“扶贫不要当耍耍干部， 要扎扎实实做
点事情！ ”老妈也表态支持：“好好干！ 家里的事
情我们包了！”看着两鬓斑白，日渐苍老的父母，
我真切感受到“忠孝难两全”的刻骨煎熬……

小车拐下了收费站，车子开始剧烈震动，高
低不平的乡村道路把我从万千思绪中拉回现
实。 随车送我“赴任”的领导拍拍我的肩说：“你
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说，大家帮忙解决，
手头的工作移交出来不用再分心挂念。 单位就
是你的坚强后盾，你在前面冲锋陷阵，我们全力
支持做好后勤保障！ ”我心头一热：“您放心，我
一定搞出个名堂来，绝不给单位丢脸！ ”

爬上一段陡峭的山坡，村部到了。联洋村村
支两委的同志们早已等候多时， 一看到我们就
快步迎上前来。他们皮肤黝黑面带笑容，风刀霜
剑印刻在脸上， 裤管和鞋子上还沾着星星点点
的泥印， 从他们的目光中我看到的是欣喜，期
盼，友善！

就这样，我成了扶贫队长……

老乡政府，承载几多岁月沧桑

昨晚附近农户家的几只狗叫了大半夜，快
凌晨3点我才迷迷糊糊睡着。 正云里雾里之际，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把我惊醒， 却是乡政府食
堂通知我去吃早餐！ 一看表，才6点多，接完电
话，我惨叫一声，一头栽在床上，两眼直冒金星。

拖着沉重的脚步，我推开门，深吸口气，一
大波饱含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瞬间充盈整个胸
腔，长舒一口气，五脏六腑内淤积了一晚的污秽
之气荡然无存，顿时神清气爽！怪不得陶渊明放
着县里的一把手不当，要到农村去过“采菊东篱
下，悠然现南山”的田园生活，这里确实是修身
养性的世外桃源。然而，作为肩负重任的扶贫干
部，咱可不是来农村过舒服日子的，而是要通过
自己的努力， 让乡亲们过舒服日子！ 我提包下
楼。农户家养的灰狗跟我早已熟识，摇头晃脑跑
过来围着我蹭来蹭去，不亦乐乎。

三口两口嗦完粉， 镇干部小杨说带我在老
乡政府转一下，我自然求之不得，连声称谢。

甘泉作为乡镇一级行政单位已经不存在

了，但老乡政府办公楼保存了下来，是一栋有着
典型70年代建筑特点的老楼。 楼已经破败不
堪， 房间里摆着简陋的家具， 生活用品四处散
放。“这里还住了人？ ”我疑惑地问。“是啊！ 我
们甘泉片的包村干部住这里，周末才能回家。 ”
我有点吃惊。 破烂的玻璃窗， 夏天蚊虫长驱直
入，冬天寒风凛冽刺骨，住在这里是怎样的一种
体验？ 小杨告诉我，楼里住着十多个包村干部，
每天上下班都要动态人脸识别打卡， 有的干部
在乡镇已经工作了近30年……

行走在这栋古老的办公楼里， 似乎有种时
空穿越的感觉。“叽叽喳喳……”一阵细微的鸟
叫声引起我的注意。 声音是从挂在墙上的电表
箱里传出来的。我踩着窗台爬上去，打开电表箱
一看，哇！ 里面竟然有个鸟窝，几只小鸟嗷嗷待
哺，见到我显得惊慌失措，拼命挤在一起，不时
探头偷偷窥视一下。多可爱的小生命！我赶紧关
好电表箱，跳下窗台。

人生不如意，就看看贫困户

“郑队，这几天走访贫困户，我在片里等你
们！ ”一大早，村里的扶贫专干老王打电话约今天
走访的事情。 扶贫队到了村里，照例要把每户贫
困户都走访一遍，实地摸清家里的情况和心理状
态，因户施策制定脱贫方案。 如今所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住房位置坐标都入了数据库，上级部门
都是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
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即“四不两直”的方式
进行督查，想打马虎眼，蒙混过关，连门儿都没有。
老王五十出头，身材瘦削单薄，仿佛一阵风就能
被刮倒。 村里所有贫困户在老王心里都有本账，
不少贫困户的电话张口就能报出来。

夫妻合不来，孩子不听话，工作不如意，股票
被套牢……现实生活中，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
们似乎总被各种烦心事所困扰，抓不住幸福的感
觉，找不到快乐的方向，心中满是对生活的抱怨。
但当你投身脱贫攻坚的艰苦战役，近距离接触那
些历经生活磨难却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
了解他们走过的人生坎坷， 你就会觉得心大了、
事儿小了，就会明白珍惜身边人身边事，过好每
一天，才是时刻要提醒自己去做的重要事情。

老万一女出嫁，一女招郎。女儿和上门女婿
连生两个孩子都有智力障碍。 老万觉得是宅子
风水不好，请来“地仙”定罗盘选中一块“风水宝
地”重盖新房，欠了一屁股债。 不久老万第三个
孙子诞生，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大孙子
已经20多岁了，成天只知道在村里“暴走”，捡
垃圾收废品成了唯一嗜好。 几年前他听说隔壁
村有垃圾可捡， 从没出过村的他踩着单车就冲
了过去，十多天杳无音信，家里四处寻找，活不
见人，死不见尸。一天，村支书突然接到电话，竟
然是娄底救助站打过来的！ 原来这位爷一路向
西到了娄底地界找不着北了， 流浪乞讨时被娄
底救助站收容。他连自己父母名字都不知道，就
知道住在联洋村，村支书叫刘和平。娄底救助站
按图索骥，层层联系，总算找到村支书，把人送
了回来。也幸亏刘书记工作做得扎实，经常在贫
困户家串门， 才让那大孙子对他产生了比自己
父母还要深刻的印象。

来到王大姐家，她正病恹恹的坐在堂屋，见
我们来了一时都站不起身。她说起来都是泪，原
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谁知却双双溺亡。四十
好几的她费尽周折又生了一个儿子， 两老视若
珍宝，百般宠爱，十多岁了还是父母喂饭吃，自
理能力极差，成天躲在家里不敢出去。现在在外
面做事，也不敢一个人往返，每次要父亲接送。
过分的溺爱会害了孩子！ 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
前……

几天来走访20多户贫困户，不断地听他们
诉说各种艰难苦难的家庭际遇， 有先天残疾生
活不能自理的，有久病缠身债台高筑的，有亲人

暴亡无依无靠的……很多贫困户甚至好几件倒
霉事情连连发生，真正印证了“祸不单行”这个
成语。 看着他们伤心的泪水，紧锁的双眉，渴盼
的眼神，我们的心揪得紧紧的。心里一个念想也
越来越坚定，那就是帮助他们尽快走出阴霾，沐
浴阳光！

尽管命运多舛，遭遇坎坷，但大多数贫困户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下鼓起生活的勇气，勇
敢与命运抗争。 易大姐原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
家庭，丈夫在村里小学教书，儿子聪明懂事。 十
多年前，丈夫突然身患癌症撒手离世，易大姐咬
紧牙关，带着孩子在学校厨房煮饭，靠着一个月
几百元的收入供孩子上学读书。 各级党委政府
和学校为她落实帮扶政策，为孩子减免学费，易
大姐的孩子十分争气，品学兼优，谁知在高三最
后一学期，孩子突然头痛欲裂，去医院一检查竟
是脑瘤！ 关键时刻，社会各界伸援手，纷纷捐款
献爱心，为孩子的开颅手术筹措资金，万幸脑瘤
是良性的，手术后孩子痊愈了。他以顽强的毅力
在出院10多天后坚持参加高考， 上了二本线。
孩子心气高不满意这个成绩，又经过一年复读，
最终考入一本大学。 他在学校申请了助学金并
勤工俭学，尽力减轻家庭负担，毕业后在县城有
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易大姐的苦日子终于熬出
了头，顺利脱贫，列为稳定脱贫户。

提起易大姐， 无论是村干部还是学校老师
纷纷竖起大拇指，连说了不起！她用自己十几年
如一日的行动诠释了一位伟大母亲的所有含
义，也展现了贫困户人穷志不短的勤劳与朴实。
晚上我们在学校吃饭，我执意拉她入席，倒上一
杯啤酒大声说：“大姐！我敬您！祝您的日子越过
越好！ ”

人生不如意，就来看看贫困户吧！ 看看在同一
片蓝天下，有的人在过着怎样不同的生活，你就会
感到自己正在遭受的所谓不幸多么微不足道。

牵挂

“队长坐稳，咱们出发啦！”扶贫队员小李系
好安全带，熟练地把车从农户家的禾坪开出，按
按喇叭，放出劲爆的DJ音乐，一溜烟驶出小道，
沿着村干道往市区疾驰而去。

村里一位贫困户5年前脑出血在市中心医
院抢救， 最近在为他办理大病救助过程中需要
当时的病历资料。 时过境迁， 病历资料不知所
终。我决定去市里跑一趟，看能不能找到当时的
病历。小李的车一直在作为扶贫工作用车，马上
年检到期。这两桩事都必须办。于是，一大清早，
我们趁着晨光初现，一路高歌回雁城。

小李三十出头，退伍军人，办事干练，尽心
尽力，毫无怨言。 小李有个孩子才两岁多，初为
人父的他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个宝贝儿子， 每天
晚上都要和儿子视频，儿子儿子叫个不停，对着
手机屏幕亲了又亲。“等下如果办事顺利，我们
各自回家吃个饭再回村吧！ ”“好嘞！ 队长！ ”小
李脸上笑开了花，一踩油门速度飙升。

走进中心医院，这里人山人海，一番打听加
跑腿，找到了神经内科一位医师说明来意后，他
带我到病案中心查阅档案库， 终于在浩如烟海
的病案库中找到了这位贫困户的病历！ 真不容
易啊！ 我把病历复印好，盖上医院公章，再三感
谢，急匆匆地走出了医院。

女儿这学期刚上初一，现在正军训。 我已有
近20天没见她了，顺道去看看她，陪她吃个饭吧！

学校的空地上，到处是成排成列的学生，我
扫过一张张面色黝黑挂满汗珠的稚嫩脸蛋，父
女连心，仿佛有心灵感应，我一眼看到了队伍中
的女儿。 小妮子蓬头散发，满头大汗，活脱脱的
一个非洲小丫头。我拿出手机给孩子们拍照。女
儿终于发现了我，先是惊讶的张张嘴，然后抿着
嘴笑，不时用眼睛朝我瞟。

军训总算结束了。 女儿一阵风似的跑过来
拉着我：“爸爸，你怎么来啦？ ”“我回来办点事，
顺便来看看你。 中午一起吃饭呀！ ”“好啊！ ”女
儿欢声答应，叽叽喳喳跟我说个不停。我和女儿
出了校门，手机响了，是村里打来的：“郑队，今
天省里在搞村容环境检查，我们下午1点钟要到
各组去督查一遍。 你赶得回来吗？ ”又是突击抽
查！ 我轻轻叹口气，“好，我赶回来。 ”

“呃……爸爸临时有事要回村里，午饭你还
是去外婆家吃吧。”女儿有点失望地撇撇嘴，“好
吧……”得安抚一下女儿受伤的小心灵呀！ 我四
下看看，发现附近有个“避风塘”，拉着她说：“走，
喝杯冷饮去！ ”一边走，一边给小李打电话：“村里
有工作了，马上归队，我把我的位置发给你。 ”

女儿要回去了。 我拍拍她的肩：“加油哦！ ”
“嗯！ 爸爸再见！ ”我站在小店门口，看着女儿的
背影，她不时回头张望。 每次张望，我都朝她挥
挥手，她越走越远，慢慢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不知什么时候， 小李已经把车开来停在路
边静静地等着。我转身上了车，两位父亲对视了
一眼，啥都不用说了。 我振作一下精神：“目标，
联洋村，出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