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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友友情情怀怀

腊糖爷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我们村有一个老汉， 真名叫
栓虎， 做得一手好腊肉和一锅好
糊糖， 大家都管他叫腊糖爷。

腊糖爷今年76岁了， 膝下无
儿无女。 做腊肉和糊糖的手艺在
15岁的时候就学会了。 那时他们
家在县上开着店卖腊肉和糊糖，
生意一直很好。 那时年轻， 腊糖
爷想把家业在自己手中发展壮
大， 在和家人商量之后在外面借
了钱准备开连锁店。

但是， 天有不测风云 ， 店
面开了不到一个月， 在一个月
黑风高夜， 店里着火了， 整个店
整个家产全被烧光。 媳妇为了保
护钱最终连人带钱一起烧死了，
只有腊糖爷带着一身的伤疤活了
下来。

那个时候的腊糖爷只有 23
岁， 媳妇也是刚刚过门， 连孩子
都没有。 就这样， 腊糖爷为了还
钱， 就一直做不摊本的活。 当过
麦客、 打过小工， 最后镇上的砖
厂开业了就一直在砖厂干活， 一
干就是大半辈子 。 到了年近六
旬， 账还完了， 可人也老了。 家
里一贫如洗， 要啥没啥， 就连他
住的房也是他爷爷留下来的， 因
为早已把县上的房卖了顶账了。

辛苦了一生啥也没留下， 就
留了腊肉和糊糖的手艺， 每到逢
年过节村里的人都会把肉和糖拿
过去让腊糖爷在家里做， 就是这
样腊糖爷也没收过大家一分钱加

工费， 他笑着说我为自己人帮忙
还收钱会被人笑话的。 虽然腊糖
爷做了一辈子的腊肉和糊糖， 却
没有给自己做过一次， 村里人把
多余的肉给他， 他也会拿去做成
腊肉卖掉， 自己舍不得吃一口。

腊糖爷为了还钱清苦了一辈
子。他没有因为还不起钱而逃跑，
而是一分一分地挣， 一分一分地
还， 成了大家心中的诚信人物楷
模。就在钱还完的时候，砖厂也不
敢要腊糖爷了， 怕腊糖爷年龄大
了容易出事，腊糖爷彻底失业了。

就在他最无助的时候， 国家
的脱贫攻坚战打响了。 县里的帮
扶干部到他家了解情况后， 为腊
糖爷确定了养羊的脱贫路。 可是
买羊的钱从哪里来呢？ 县里的帮
扶干部给腊糖爷申请了无息贷款
买了15只羊， 说这钱是国家借给
你的， 等你卖了羊赚了钱后再还
不迟， 腊糖爷当时感动得热泪盈
眶， 嘴里不停地说着： “感谢帮
扶人， 感谢共产党”。 当时在场
的人全部流下了眼泪， 这事已在
我们当地传为了佳话。

几年的时间羊已经换了几
茬， 贷款早已还清， 院子里挂起
了几十年没出现的腊肉， 腊糖爷
自己卖羊奶也喝羊奶， 身体胖了
皮肤也白了， 曾经瘦骨嶙峋的腊
糖爷好像换了个人 。 村里人戏
说： 腊糖爷被国家的脱贫攻坚战
“打” 得返老还童了。

□黄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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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场场招招聘聘
□赵闻迪 文文//图图

两个多月前， 我们公司消防
队的老指导员退休了， 公司领导
经研究决定从消防队38名队员中
招聘一名新指导员。

一石激起千层浪， 招聘通知
一发布出去， 就有不少人跃跃欲
试。 一天上午， 我正在整理报名
信息， 消防队的综合事务员刘干
事走进来 ， 一副欲言又止的表
情。 “刘干事， 有什么事尽管说
好了。” 他吞吞吐吐地问： “迪
姐 ， 这次报名的人多不多 ？ 我
……也想试试， 又怕被人嘲笑。”
他说这话是有原因的。 刘干事主
要负责消防队日常考勤、 各类台
账、 出警记录、 材料申报、 新闻
宣传、 人员培训、 班组创建等事
务， 队员们常常善意地开玩笑喊
他 “打杂的”。 其实他的工作多
且琐碎， 隔三差五就要加班搞材
料 ， 很费心思 。 别看他长得粗
放， 干起活来又细心又耐心， 多
么琐碎的工作也能一条条捋顺，
得到领导和同事的称赞。 我把这
些情况分析给他听， 他脸上露出
笑容： “我报名， 就当这是一次
学习的机会， 就算应聘不上也能
增 长 些 见 识 。 ” 我 高 兴 地 说 ：
“有这样的心态就好。”

经过初试、 复试， 刘干事和
战斗二班的张班长 、 战 斗 三 班
的陈技术员一起脱颖而出， 进
入面试。

张班长当了多年班长， 带队
伍很有一套， 拉得出、 打得赢，
日常管理井井有条， 战斗二班多
次获得 “标兵班组” 的称号。 陈
技术员年轻、 脑瓜活、 肯钻研、
有冲劲、 业务精湛， 多次在消防
比武中获得好成绩， 荣誉证书摞
起来都快赶上他人高了。

那段时间大家都在议论： 他
们三人都很优秀、 敬业， 在各自
岗位上干出了不错的成绩， 真是
难以取舍呢！

一天快下班时， 张班长拿着
一份资料找我： “能不能帮我复
印两份？” 我一看， 是注册消防

工程师资格考试的材料 。 他笑
道： “一份给陈技术员， 一份我
自己用。” 我说： “能考下这个
证可不简单！” “大家都说挺难
的， 我寻思着， 就算考不过去 ，
业余时间学点知识也是好的 。
另外 ， 你这里可有党务方面的
书籍 ？ 借我看看 。” “可以啊 。
你借党务书籍干嘛用？” 他笑而
不答。

面试那天， 窗明几净的会议
室里， 一排考官端坐在大长桌的
一边， 手持纸笔， 表情严肃。 第
一个面试的是陈技术员， 可能被
庄重的气氛吓到了， 他坐下后，
双手放在膝盖上 ， 手指轻轻发
抖， 眼睛也不知道往哪儿看。 安
全总监先提问： “请问高层、 封
闭环境失火该如何扑救？” 小陈
回答问题时声音都是颤抖的， 说
话也没有平时流利。 面试结束走
出会议室时， 他偷偷擦了把额上
的汗珠， 脸上露出沮丧的表情。

第二个面试的是刘干事， 在
“自我展示” 环节， 他详细介绍
了自己的日常工作， 诚恳地说：
“虽然伙伴们常常开玩笑说我是
‘打杂的’， 但我一点也不介意，
我从 ‘打杂’ 中学到很多东西，
能够帮助我成长、 进步。” 考官

们脸上露出赞许的神色。
第三个面试的是张班长， 他

一进门就 “啪” 地行了个标准的
军礼。 落座后， 生产技术部主任
问道： “假如你应聘上消防队指
导员一职 ， 你打算怎样带好队
伍？” 张班长沉思了一会儿， 侃
侃而谈： “首先， 要配合协助队
长做好日常各项工作； 其次， 要
加强队员理论培训和实操训练
……” 他面带微笑， 不慌不忙，
对 “带好队伍” 有自己的见解，
“目前消防队中 ‘95后’ 比较多，
年轻人思想活跃， 要好好引导。
我认为应该加强爱国爱党方面的
教育， 争取在 ‘95后’ 队员中多
发展一些党员……” 我这才明白
他为什么跟我借党务书籍。

经过综合考评， 最终张班长
竞聘成功。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 我看到
消防队队长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
照片： 刘干事、 陈技术员在生产
现场加班， 两人都是一副全神贯
注的表情。 配文是： 这么晚， 辛
苦了！ 我心里一阵感动， 原先我
还担心竞聘的事会影响他俩的工
作热情呢。

这场普通招聘 ， 让我想了
很多……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卡夫卡曾言， 一只笼子在等
待一只小鸟。我想说的是，一本好
书在找寻一个知音。 据言，《世间
的陀螺》这本书中的部分篇章，曾
在《财新周刊》文化专栏持续刊发
了一年， 很多文字早已被频繁转
载、广泛传播，感动和震撼了万千
读者。 我与作家同龄， 且经历相
仿，脾性相若，从一个家乡的“逃
离者”，到“批判者”，终至成为一
个“回归者”，其间的笑与泪，哀与
愁，痛与忧……皆可谓感同身受，
犹似作家在不知不觉中也为我的
故乡和亲人立了一个小传， 故而
情不能已，一吐为快———

毫不夸张地说，读这本书，是
需要一些勇气的。 而若想一口气
读完，则更需有忍痛揭疤、注目创
痕的坚定与果敢。因为，作家笔下
那个在年轻时离开故乡与母亲，

就像一枚被鞭子奋力甩打出去，
却又无法顺着早年留下的淡淡印
痕找回出发的原点的陀螺， 就是
你，就是我，而不仅仅是作家的自
画像———不必说什么象征， 也不
必谈什么隐喻，揽镜举目，“陀螺”
自现……

如果说，作为知名时评人、文
化评论大咖， 韩浩月每每运笔如
剑，直戳要害，嘻笑怒骂，皆见胆
识，旁征博引，学问尽显，那么，这
本“非虚构”散文集，则真情灌注，
至性至纯，却又若冰底流水，将澎
湃汹涌隐逸于字里行间， 把矛盾
冲突消解于理性思索。

没错，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穷
困、闭塞与苦难，那些“让人不喜
欢的死板、固执与呆滞”，恰恰亦
是当初我们选择逃离的最好理
由，但古老的乡村同样“也有让人

喜欢的人情、道理与规则”，总有
四叔、三叔这样的人，敢于直面，
亦愿意坚守———四叔像美玉一
样， 温文善良，“身上仿佛总有一
圈无形的和煦光芒， 让人不自觉
感到亲近”， 似乎也只有他这枚
“笨拙的陀螺”， 能真诚又郑重地
说出 “如果我们整个大家族， 每
一个人都能活得好好的， 我哪怕
死也没关系” 这般像闪电一样可
以照彻作家童年世界的肺腑之
言； 而又有多少父老乡亲， 像三
叔一样， 心甘情愿地在偏僻的村
庄， 画着生活的小圈， 甘当一个
孤独的守墓人 ？ 作家是幸运的
吧 ， 因为 ， 经过20年岁月的洗
礼 ， 他终于了悟 ， 三叔 “守住
的， 不是一位位去世的亲人， 而
是一份他自认为珍贵的情感， 还
有他觉得温暖的情境”。

“故乡是一杯烈酒，不能一饮
而尽。 ”韩浩月坦言，想通过文字
来梳理与亲人之间的关系， 厘清
与故乡之间的距离， 并尝试在亲
人与故乡中间， 重建一种可以更
持久的联系———全书分作两辑 ：
“一生所爱，山河故人”； “我已与
故乡握手言和”。 作家深情款款，
从时间深处打捞起记忆的星辰，
叙写往事，刻绘乡村，描摹至亲，
通过简洁、朴质而又细腻的笔触，
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故乡几十年来
的沧桑变迁， 父母乡邻的悲欢愁

怨与多舛命运， 以及自己从含恨
出走到带泪回归其间的心灵成长
历程……

正像作家在 《自序》 中所言
的， 一枚陀螺的勇气， 源自它所
经历的疼痛； 同样， 它的释然，
也来自对过往深切的理解和深情
的拥抱。 可以说， 他以自己呕心
沥 血 的 文 字 反 哺 了 故 乡 的 亲
朋 挚 友与山川草木 ， 那些逝去
的正在满血复活， 那些倒下的正
在努力站起， 那些衰老的正在焕
发青春……

□刘敬

用理性的笔触书写感性的故乡
———读韩浩月《世间的陀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