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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说来你们既是“邻居”，又是

同事，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吧。

　　石文生：我们在一层楼，办公室挨得

很近。近平同志因为工作太忙，平时吃

饭睡觉都没有什么规律，经常是赶不上

饭点，吃不上热乎饭，睡不了一个囫囵

觉。但是他并不在意，他平时的生活也

非常简朴，穿衣服很普通，出行基本上都

骑自行车，县委当时有一辆吉普车，但他

自己基本不坐，主要留给老干部使用。

他那年 30 岁，觉得自己年轻力壮，骑骑自

行车挺好，锻炼了身体，还节省了汽油，

而且下乡搞调研的时候，和老百姓更容

易接近。

　　当时正定县有 25 个乡镇、222 个村，

近平同志骑着自行车跑了不止一遍。我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跟着他到

永安乡三角村调研，那次调研就是一次

常规的走访，他主要是想和老百姓聊一

聊，看看老百姓眼下最关心的事情

是什么，对县领导有什么期望和

要求。

　　进了村，我们看到有个 60 岁上

下的老太太，穿得很脏很破，在路

边坐着，一脸苦相。近平同志当时

就下了自行车，走到老太太近前，

俯下身来和她打招呼。老太太听

力不好，神志也不太清晰，搞不清

楚近平同志在说什么。旁边有村

民就说：“这老太太，无儿无女，身体也不

好，生活可苦啦。”近平同志当时就从身

上掏出 20 块钱交到老太太手里。老太太

虽然糊涂，话也说不清，但知道给自己钱

的是好心人。她很激动，流下了眼泪，向

近平同志表示感谢。这 20 块钱，放在今

天不算啥，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可不是一

个小数目。我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工作，

工资一个月不到 30 块钱。近平同志作为

县委书记，工资是 50 块钱左右。他能拿

出小半个月的工资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农

村老太太，这让我很感动。

　　我们告别了老太太，接下来准备到

村里找几位大队干部谈谈。因近平同志

下乡从来不提前通知，大队部关着门，一

问村里人，说可能到地里劳动去了。近

平同志说：“这是好现象，咱们今天也不

在这里等了，到村外田地里看一看，哪里

人多咱们就到哪里去。”我们骑着自行

车走到村外的田边，当时有几十个人正

在锄地、间苗，农民干这些活自然是很熟

练，把草锄掉，把不好的苗锄掉，留下好

的苗，手法很熟练，速度也很快。当时田

头还放着几把锄头和锄地拐，近平同志

说：“来，咱们先跟他们锄地！”

　　我们从田头随手拿起锄头和锄地

拐，因为当时地里的禾苗刚半尺高，穿着

长袖衬衫不方便，他说，干这活得把袖子

撸起来。我们撸起袖子就干了起来，他

的手法和老农一样熟练，当时我就吃了

一惊。我就紧跟在他后面一起干。当

然，我是农村孩子，农活自然也不在话

下。老百姓一看，来了两个陌生的年轻

人一起干，很高兴，干得更是热火朝天。

　　近平同志对农民的生活特别了解，

他干农活挺厉害，那手法，那熟练程度，

比起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毫不逊色。

他在 2017 年新年贺词中说“撸起袖子加

油干”，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特别

熟悉，脑子里呈现出来的就是他当年带

着我在三角村帮农民干活时撸起袖子的

画面。他这样的生活积淀非常深厚。他

现在说的很多话，都是来源于老百姓的

生活，通俗易懂，让人觉得很亲切。如果

他一直没有接触过老百姓的生活，就不

可能说出这些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又寓

意很深的话。

　　这些农民不知道我们是从县委来

的，干完了活，近平同志擦了把汗，才跟生

产队长说明了来意：“我们是从县里来向

大家征求意见的，现在歇晌的时间，咱们

一起开个会吧。”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

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近平同志就向

大家征求对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意见

和要求。当时谈的时间比较长，我记得主

要谈的内容是涉及个人生活和生产队粮

食提留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也提了一些。

　　另一方面，近平同志还让大家谈谈正

定县的未来发展怎么做才好。这就是问

计于民。三角村在正定是个比较先进的

村，也是我们正定一个“农业学大寨”典型

村，粮食产量比较高，每年交的提留比较

多，但这样一来老百姓的生活就比较苦。

近平同志当时就表态说：“这个问题我们

会认真研究，我们这个村是先进村，本身

为县里、为国家作了很大贡献，决不能让

老百姓受苦。”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近平同志当时

要着手调查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当时

交提留是按基数来计算的，基数越多，交

的越高，老百姓个人留的就越少。为了追

求产量，其他经济作物就种得很少。而粮

食价格很低，当时是一毛一一斤。三角村

离县城很近，种点儿经济作物供给县城，

不是更好吗？回来以后，近平同志就研究

这个事，后来一条一条都落实了。

　　你有一个令人讨厌的名字，两年来

你到处散播疾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

康，你就是新冠病毒。现在你在全球大

流行，但你不要嚣张，因为我想告诉你，

我们中国人民不怕你，面对你的到来，中

国人民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必将把你消

灭掉。

　　你 2019 年底不知从哪里跑到武汉，

肆意感染，严重威胁我们的健康，我们中

国及时识破你的罪恶嘴脸，采用科学方

式，及时向你开战。

　　面对你的突如其来，我想告诉你我

们有白衣战士守护。他们舍小家顾大

家，无论酷暑严寒，一直冲锋在前，坚守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的最前沿。他们用白

色战衣汇集成红色的关爱，日夜守护我

们。在这群白衣战士中，有一位 86 岁的

老院士，他叫钟南山，还有一位 75 岁的

老教授，她叫李兰娟，他们同年轻的医护

人员长期奋斗在一起，抵抗你的肆虐。

他们是英雄，他们不畏艰险的精神和力

量一定给了你重重的一击。

　　你一定知道什么是中国的逆行者，

我想告诉你，这就是我们能够尽快把你

消灭的澎湃力量。他们是火神山、雷神

山医院的建筑工人；他们是认真负责的

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他们是加班加点

生产口罩的工人……他们每天坚守在岗

位上与你战斗。而我是一名少先队员，

我也会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积极贡献

力量，做好个人防护，绝不给国家添乱。

　　新冠病毒，我想告诉你，这场因你而

起的战斗，让我们中国人更加团结，我们

在习爷爷的指挥下，并肩作战，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守护交融，我们中国必定

胜利！

  作者简介：韩沛霖，德馨小学五年级

七班学生，指导老师鲁孝霞。

  刚过去的腊八节

那天正逢雨雪天气，晨

起推窗即被扑面而来

的寒气激得打了个冷

战。视野之内阴霾一

片，虽然雨雪影响了出

行，但我仍觉腊八见雪

是好事，有了这微雪的

铺垫，更显新年新气象

之珍贵。

  晚上下班路上，接

到母亲的电话：“孩子，

早晨喝腊八粥来？要

是近便，你能回家来喝

碗就好了……”我暗自惊诧，母亲右臂

前些日子受伤了，自理都成问题，还熬

什么腊八粥啊！忍不住嗔怪。她笑着

说，过腊八节嘛，粥还是要有的。

  印象里，儿时的腊八节，总是充满

了无尽的期盼。小时候，家里的老屋虽

低矮，但有家的温暖气息包裹，心灵时

刻会得以无限的放松与沉淀。灶台里，

星星点点未燃尽的火苗闪烁着，大铁锅

里的小半锅腊八粥还热气盈盈地在咕嘟

沸腾，热气氤氲弥散在老屋里，袅袅如

仙境一般，香香甜甜的味道也一个劲儿

钻进肺腑，让我们馋得忍不住连连咽起

了口水。

  那时候物资匮乏，没有现在琳琅满

目各种各样的干果掺入，母亲能放进粥

里的只有大米、黄豆、豌豆、花生之类，

再削上几块地瓜掺杂在一起熬，虽然食

材简单倒也清甜可口、滋味曼妙。母亲

看火候差不多了，掀起锅盖逐一把粥盛

在碗里，放在窗台上凉着。担心我们烫

到嘴，一边吸溜吸溜地吹着，一边盯着

嘴馋的孩子们。母亲舀了一匙尝了尝，

感觉不太烫嘴了，才招呼我们吃饭。

  母亲捏一撮白糖分在每个碗里，端

上一碟小咸菜，一家几口人围着小炕桌

唏哩呼噜地吃起来。耳边不断响起母亲

小心烫嘴的唠叨，但对着碗里熬得软糯

甜蜜的美食，嘴巴根本停不下来，转眼

间一碗就下了肚。吃完了，我们的嘴角

边都挂着米粥泛起的白渣儿，还不忘伸

出舌头舔一舔，唇齿添香的滋味儿让人

心满意足。

  尽管只是一碗粥，但那已经是那个

年月里贫瘠生活中的美食了。如今许多

年过去，一日三餐早已被美味佳肴占

满，那个扒着灶台边踮着脚尖朝锅里张

望的孩提时代也一去不复返，而腊八粥

的香甜也尘封为回忆。

  长大了，才体会到当年母亲的不

易。腊八前夜，她就东拼西凑寻找一切

可用的材料，忙碌着一遍遍淘洗米豆并

浸泡起来。天刚蒙蒙亮，母亲就窸窸窣

窣地起床，把充满希冀的米豆下锅，守

在灶台边看着文火慢炖，待坚硬的米豆

一分分软化，汁水一点点收尽，最终熬

成一锅冒着香气的腊八粥。蜜意也一点

点渗透进生活的角角落落，让贫瘠的日

子像粥一般浓稠甜蜜。

  屋外寒风呼啸，一碗腊八粥的回忆

穿越寒冬抵达面前。把简单的爱融进烟

火，饭桌上缭绕的热气，温暖了我的童

年岁月。耳边父母关切的话语，让我肩

上 沉 重 的 担 子 在 那 一 刻 卸 下 ，如 释

重负。

渗透在岁月里的甜蜜

韩沛霖◆

范学伟◆

我想告诉你

普通老师的美丽

在于传播知识、播种希望

而特教老师

您的美丽在哪里

在您深情的眼眸里

孩子在学校里的分分秒秒

都在您温柔目光地注视下

时刻关注、留意

不要摔倒，莫要受伤

您的美丽在哪里

在您关爱的言语里

不断表扬、鼓励

哪怕只是小小的进步

总能得到您大大的赞许

您的美丽在哪里

在您温暖的怀抱里

返校时的温暖抱抱是最美好的迎接仪式

也是睡不着觉的孩子

酣然入梦的港湾

您的美丽在哪里

在您灵敏的嗅觉里

每一次都能准确地嗅出

哪个孩子把便便拉到了裤筒里

您的美丽目光如初

您的美丽温暖常在

您的美丽初心常伴

哦，我最美丽的特教老师

  作者简介：孙营正，区特殊教育中心

教师，爱好文学。

致最美的特教老师
孙营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