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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扎在扶贫村，我在最
初调研贫困家庭致贫原因和
脱贫致富措施的同时，发现
村里的富裕家庭有很多值得
贫困家庭学习借鉴的方面，
且呈现了一种文化现象。

富裕家庭最明显的共性是，无
论老幼，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彰显精
神气。他们见人都是一脸的喜相，
家里家外，院里院外都打扫得干干
净净、整整齐齐。总是客气地招呼
客人到屋里坐，甚至觉得有客人能
够在他们家里吃顿便饭或者喝一顿
酒，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大多数贫
困户家庭的生活环境就三个字——
脏、乱、差。而这也给扶贫工作提
出了一个问题，在帮扶贫困户脱贫
致富的同时，结合改变他们家庭生

活的不良卫
生习惯，抓好
他们的家庭
文明建设。

进一步观

察发现，富裕人家热爱生活，也很
勤劳，有些人在田地里劳动还带着
广播听音乐。这些人家更是没有
丢掉土地，无论是自留还是因为热
爱，总是把庄稼弄得有模有样。

这些富裕家庭普遍都重视教
育学习和相信党的号召。他们家
的孩子肯定都在读书，甚至个个都
是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即使长辈
读书不多，但他们见识广、懂道理，
经常关注党和国家的政策，明白国
家和地方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基
本走势，所以能够听从政府的号
召。理解政策，就容易致富，富裕
人家的日子似乎过得“锦上添花”。

而那些穷困的家庭，尤其很多
特困家庭，他们不问不学政策，干部
上门宣传政策，他们常常是一只耳

朵进一只耳朵出。在那些贫
困户眼里，反而认为各项政
策好像从来都是给富裕人家
制定的，还常误认为各级干
部给他们吃了“偏碗饭”。因
为不能理解政策的初衷，他

们往往见了干部就像遇到了仇人，
甚至唱反调，你帮扶他们让干啥，而
他们偏不干啥，好像干部总是在想
办法整治或者陷害他们一样。

对待穷，穷困人家常常是认命
的，且是消极抵抗或者顺从。而富
裕人家都是积极向上的，看好了的
事情会立即干。在调研中还发现，
凡是富裕文明的人家，与邻居之间
的关系都比较融洽，很少有邻里纠
纷和是非，你听他们日常说话句句
都充满了正能量，就是随便说句玩
笑话也是积极向上的，而且做人处
事不斤斤计较。

贫穷和富裕的差别，其实不仅
仅是生活条件，差别的地方在于对
上进的理解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作者系本报记者）

富裕与贫穷富裕与贫穷
□杨志勇

扶贫随笔扶贫随笔

深秋的早晨，我们一行从西安出
发，开始寻访灞源之旅。

灞源镇是一座古镇，坐落在高速路
旁，街上行人不多，商店、饭馆也不多，
令人瞩目的是卖豆制品的商贩，我们寻
问去麻村的方向，一位老者顺手一指，
说：“向东，二十里地，直走就到了。”

果然时间不长，我们就到了麻村，
并找到了麻村小学校长任小勇，任小勇
很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他的办公室。

任小勇是我在灞源认识的唯一一
个熟人，40岁左右，衣着朴素，个头不
高，一脸书生样。他是2000年从县城
来到灞源镇的，先后在当地三所小学任
过教。三天前在宝鸡采风时，我认识了
他的爱人白雪，白雪听说我要到灞源探
寻灞水之源，就把她的爱人任小勇介绍
给我，让他带我们寻找灞河的源头。

任小勇已做好为我们带路的准
备，可是上级的一个紧急电话
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行动，他
给我们指明路线后就到镇上开
会去了。我们沿着他说的方
向，一直向大山深处走去，乡村
水泥路没了，坑坑洼洼的土路
也越来越窄，我们只好把车停
放在一住户门前，步行向前走
去。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到了董家沟。

这里，许多资料都说是灞河的源
头，任小勇也说这里有一片柳树，柳树
所在之处就是灞河之源，并立有一块
石碑。可是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倒是
有一脉细流在枯草树叶的掩盖下静静
地流着。有水就一定有源头，我们坚
定地沿着水流向上走，小河沟还有，水
却没有了。我们问一位村民，他说这
里是吴家沟，董家沟在下面，是我们刚
走过的那个村子。我们再问灞水之
源，他摇头说不知道。

我们原路返回，意外的在一交叉
路口发现另一条沟道里也有水流，灞
水之源会不会在这条沟里？希望总是
行动的动力，我们再次发动汽车，沿着
河道向上开去，一直开到山顶上还是
不见源头。此时已是下午两点钟，肚
子也开始抗议了，怎么办？正在为难
之时，一辆农用三轮车从山的另一面缓

缓爬了上来。走到跟前，我们才知道是
位卖苹果的农民。这位五十多岁的果
农十分健谈，一见面就问我们是不是在
找路，并主动告诉我们，山的这边是灞
源，山的那面是洛源，这座山是蓝田和
洛南的分界岭。我们问他灞水之源在
何处，他连说错了、错了，方向错了。

告别果农，我们回到了灞源镇，在
一家面馆吃饭的时候顺便打听当地
的名人权宏道，这位名人是任小勇特
地推荐的，说他是这一带年纪最大、
影响力最大的老人，一定对灞河有更
多了解。果然，在场的几个人都知道
权宏道，没费任何周折，我们就找到
了权宏道的家。这是一座有历史了
的老宅子，不大一会儿，一位身材瘦
小却十分精神的老头儿出现在我们
面前，他一边让儿子为我们倒茶，一
边通过厚厚的眼镜片扫视着我们，问

我们来自何处，有什么事情。我们一
一答复，请求老人给我们讲一些有关
灞河的事情。

权宏道今年94岁，是一位地道的
灞源农民，他自幼喜欢书法，能写一手
漂亮的毛笔字，另一个爱好就是唱汉
剧，现在是蓝田县汉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人。老人耳背，却十分健谈，说
到高兴处竟放开嗓子给我们唱了一段，
并解释说是《大风王》里郭子仪的一段
唱腔。我不懂戏剧，更没听过汉剧，看
老人表情，听那声腔，还真让我感动，很
想和老人多聊一会儿戏剧，因时间不允
许，只好打断了老人的兴致，把话题转
到了灞河源头。老人喝了一口水，语调
也低了一些，说：“灞源镇原叫老龙庙，
后来叫霸龙庙，再后来才叫灞源镇，北
乡河和东乡河（老人把麻川河叫东乡
河）交汇就在灞源镇。灞河的主源头
应在北川河，具体就是青坪村的老龙

潭，那就是灞河的脑子，发源地。”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我们匆匆告

别老人，驱车驶向青坪村。
青坪村距灞源镇约五六里地，是

一座美丽的小山村，草木繁茂，道路
整洁，老屋一色青瓦，新楼皆是红砖，
房前屋后的柿树已落光了叶子，只剩
下灯笼似的柿子在夕阳的余晖里招
摇，使得古朴的小山村充满了生气。
我们询问一位正在摘柿子的妇女去老
龙潭的路，那女人放下手中的活儿，从
梯子上走下来，一直把我们引到村东，
指着远处的大深沟说：“就在那里，沿
着脚下这路走，就把你们带到了。”

太阳就要西沉，山野泛着金黄的
光，树木荒草的色彩显得一片青黄。
走出荒草掩映的小路，我们才发现小
路下面是宽阔的河道，河道里大小青
石林列，没有一丝水流通过。这是北

川河吗？那水呢？我心里犯着
嘀咕，脚步却没有停，因为天就
要黑了。还有，这条河床也明确
告诉我们，水源一定在沟的深
处。约摸过了二十多分钟，眼前
没了路，左前方的山坡下忽然出
现了一股清流，且伴有流水声。

“到了！”不知谁大喊了一声，我
们都跑到山坡下，这才发现河的左岸
还有一条小路可通往前方。怎么办？
看来这里并不是灞河的源头，源头应
该还在沟的深处，再看眼前的清流根
本不是什么老龙潭。

大家没有商量，行动却是一致
的，我们再次钻进被杂草埋住的羊肠
小道，上坡、拐弯、再上坡，路越来越
窄，沟越来越深，水流声越来越大，两
旁的山越来越险峻，眼前忽然一亮，一
个巨大的深水潭出现在眼前。青悠悠
的水，一眼望不到底，我真担心会跳出
一条巨龙来，全身竟凉飕飕的。

“老龙潭！老龙潭！”不用问，这就
是老龙潭，这形状、气势、色彩，这威力，都
充分显示着一种霸气！难怪秦穆公当年
要叫滋水为灞河，这河一出世就充满着
一种霸气，是那么原
始、那么自然、那么令
人心悦诚服。 屐痕处处

寻 访 灞 源寻 访 灞 源
□周养俊

麻雀献蛋麻雀献蛋
□□陈仓陈仓

年末岁首，老鹰召集鸟类，隆重召
开年度产蛋成果汇报展示会，鸟儿们献
上最大最鲜最漂亮的蛋，供评委会评
选。为了争先创优得大奖，麻雀献上一
颗鹅蛋。蛋比鸟大，天奇地怪！鸟儿们
议论纷纷，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老鹰问麻雀：“这是你自己下的
蛋吗？”麻雀嬉皮笑脸地说：“这是我用
八颗麻雀蛋换来的一颗鸿雁蛋，等价超

值，质量上乘，品相绝伦，无与伦比。”老
鹰严肃地说：“明明是鹅蛋，你却谎称鸿
雁蛋，这是鸟类产蛋成果展示会，不是
家禽商品交易会。你这样干，涉嫌弄虚
作假，不但不能参评获奖，而且必须出
局。”麻雀自作聪明，
被直接淘汰。 寓 言

难得今晚领导没有应酬，新钢办公室主任宋
舟喝完妻子熬的小米粥后，感到特别舒服，便十
分惬意地躺在客厅沙发上，一边剔着牙，一边看着
新闻联播。

“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放在茶几上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你好，哪位？”宋主任一边接着手机，一边眼睛
不离电视。

“宋主任，您好。我是威华公司小尚，领导需要
今年钢铁经营情况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图表分类、柱
状展示、前后数据对比、区域内和区域外价格差价、
每月营业环比等，越快越好，最好能在晚上 10点前给
我，领导明天上午急用。”

接完电话，宋舟不敢怠慢，一咕噜从沙发上爬起，
穿上外套，走出家门，奔入茫茫的夜色之中。

冬天的夜很冷，连日的雾霾使整个大街
更加缺少行人，只有川流不息的汽车在黄昏
的路灯下来来往往。宋舟叫了辆出租车，边
走边向主管领导汤总汇报。

“汤总，打扰了，刚接威华公司电话，说
要今年经营状况分析报告。”

“那你赶紧按人家要求办理，不要耽误。”
“汤总，经营状况主要在弘大公司，他们

那里最了解情况，你能不能给弘大公司打个
电话，协调一下。”

“小宋，这事你就直接安排，不要老是缩
手缩脚，要敢于向前冲，该做主时就做主，要
像个办公室主任的样子嘛！”

听完汤总的话，宋舟愣了一下。他何
尝不想给下边直接打电话，可下边公司拥
兵自重，哪会将他这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
放在眼里。

宋舟短暂沉默几分钟后，还是主动给弘
大公司总经理打电话。

弘大公司总经理倒是很客气，并爽快地说他给
主管营销的副总安排，一会儿那位副总会跟他联系。

来到办公室，宋舟熟练地打开电脑，一边查阅相
关信息，一边等候下边来电。

过了大概十五分钟，宋舟等不来电话，只好给那
位主管营销的副总打电话。

“李副总，你好，我是小宋。”
“噢，宋主任，你好。夏总刚给我说你要一份材

料，我已经给营销部长安排了，他会马上跟你联系。”
又过了十五分钟，宋舟还是等不来电话，他只好

给那位营销部长打电话。
“高部长，我是宋舟。”
“宋主任，你好，你好。李总已给我说了，我已给

下边市场营销科长党力安排了，他马上给你做好。
我这会还在外面陪客户，麻烦您再耐心等一会。”

宋舟从电话里听到那边喝酒划拳以及“嘭嘭”的
音乐声，便不好意思再催，只好继续等电话。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依然不见营销科长打电话，
宋舟又拨通了对方电话。

“党力吗，你将那份报告做的咋样了？”
“宋主任，你好，你好。高部长给我打了电话，我

已经让我们科最了解情况的装正在做，我现在就打
电话催一下。顺便把他手机号码给你，材料如果有
什么需要调整的，你可直接与他联系。不好意思，这
会我正在学校接孩子。”

时间又过了二十分钟，仍是不见回话，宋舟又拨
通了装正的手机。还没等宋舟说话，电话那头已经

有了声音，“领导，我正在做，马上就完了，您
再等一会。”

宋舟坐在桌前，一边继续查阅资料，一
边耐心等着。半个小时仍不见手机响，宋舟
再一次拨通对方电话。

“宋主任，报告已经写好，不过领导还没
有审阅，您在稍等一下。”

半小时后，那份报告终于发到了宋舟的
邮箱里。此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半，宋舟赶紧
将报告浏览了一遍，对其中几处问题修改润
色后，赶紧给威华公司小尚打电话，可对方
电话已经关机。

宋舟坐在办公桌前发呆。等他想好
明天如何向小尚圆场解释后，再次详细查
看报告，一一核对数据，这样不知不觉到
了第二天。

好不容易等到对方开机，宋舟赶忙向对
方解释。

好在对方并没有过多指责，宋舟那颗悬
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但不一会儿，他的心又悬了
起来，因为他不知那个报告能否过关。

小尚拿着宋舟的报告，来到陈总办公室。
“陈总，这是您昨天要的报告。”
“这么快就好了，你是不是昨晚加班了。小尚，

这份报告也不是很急，你何苦晚上加班呢，以后可要
注意。

“谢谢领导，您抽空看一下吧。”
“不错不错，非常好。”陈总边看报告边称赞着。
待小尚出去后，陈总将那个报告放在桌下的抽

屉内，拿起桌上的报纸慢慢翻阅。
（惊闻我省知名职工作家李武强先生不幸于 12

月 10 日因病英年早逝，本报特刊发其遗稿寄托哀悼
之情。——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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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戊戌嘉年，癸亥良
月。俄国革命，唤起民众，山河新
容，真理东送。马列主义启迪思
萌，古老神州，中山偶遇鲍罗廷，
灵魂对接，情怀相融。苦难共同，
使 命 共 同 ，决 心 共 同 ，遂联俄联
共，扶助农工，神州大地振长缨。
岁月重逢，古都长安，祥云涌动。
钟传燕雨，紫气升腾；鼓伴莺歌，万
木峥嵘。西北劲风传佳讯，陕西宾
馆，长安拥抱圣彼得堡。乐熏风得
路，利益共同，命运共同，责任共
同，必承古开新，奎章永恒。

往事缤纷，岁月峥嵘。走进新

时 代 ，任 魑 魅 魍 魉 乱 舞 ，波 谲 云
诡，然中俄情谊，绵祚不衰，仰赖
精 神 宗 祠 不 倒 ，情 谊 根 基 永 在 。
民 心 对 接 ，友 好 化 外 ，携 手 向 未
来。纵时局艰危，浪高风急，当筚
路蓝缕，排山倒海。鲲鹏万里，长
风大啸，帷幕已拉开。料兄弟合
力，克难攻坚，定广纳兼收，车船
满载。想那一带一路倡议，惠及
五洲四海。不设藩篱，大开户牖，
环球共除霾。

念民生之疾苦，思万类之安
康 。 共 话 新 时 代 ，共 建 新 未 来 。
去年对话罗马，今年对话圣彼得

堡，长安喜讯频传，全赖欧晓理司
长点题，陕西新丝路促进会劳苦
奔忙，步履铿锵，昼奔而夜集，忧民
而怀邦。览世界之全局，心如天地
宽广。携手欧亚非，壮志伴云翔。
昆仑三分，遗欧赠非还东国，世界
共热凉。看朝日旭辉，喷薄大光，
扫宇宙阴云，映五洲万国，赐草木
煦暖，庇万类无恙。民心相通，文
明互鉴，长安与圣彼得堡对话，共
商务实互通，高山流水，恣肆汪洋。

嗟乎！成功不是偶然。新丝
路促进会，莫等莫靠继续登攀，再
接再厉再谱新篇。

□闫岩

长安与圣彼得堡对话赋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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