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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总算熬完了十五年的
“房奴”岁月，拿回了写着自己姓名的房
产证，顿时感觉，头顶轻松起来，心胸豁
亮起来，生活简单起来，幸福唤醒起来。

十六年前，为了结束一家三口住在
陋室的拥挤日子，开始在外租住民房，
接连的几次被迫搬家，令人身心疲惫。
无奈之下，我和妻子横下心，准备买
房。像我这样的单位小职员，又恰好面
临高房价现状，仅凭微薄的工资，购置
商品房谈何容易？必定是要咬着牙走

进那华丽阔绰的售楼部，走过了这家，
看过了那家，宁可多动腿，也要少花钱，
反复比对，多次计算，选择的不是房子
的面积和位置，不是房子的结构和楼
层，挑剔的唯一只是价位的多少。

大半年的寻访，终于找到了全城最
低价位的单元房，不在乎住地偏远、楼
高房小，苦愁的只是房款的首付，还有
贷款的手续。首付十万元，对于我这普
通科员来说，算是一笔较大的数额。为
了凑齐这项巨款，真是全家总动员，向
亲朋求援，向父母伸手，这是最让我愧
疚的一次伸手。我和妻子将十年的积
蓄倾囊而出，加上七拼八凑的借款，总
算交齐了首付，贷款的过程也是出奇得
顺利。

从此，我成了房子的“奴隶”，每月

归还房贷成为了生活的必须。起初，为
了按期还贷，我们将每月交款的日子标
记在日历上，只要取出工资，先将需要
还贷的金额存进专用的存折，让银行扣
除，那可是我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了。孩
子上学，增添衣物，家中饮食，全家的所
有生活开支，都要用剩下的工资应对，
节衣缩食，生活简朴，这是一般“房奴”
过日子的真实写照。

几年前，老父亲生病，住进了省城
的医院，我正为医疗费犯难的时候，接
到一个陌生电话，说是催交本月房贷。
我先感突然，再感茫然，后感愤然，没有
想到在我最缺钱的时候，还有人来逼
债，简直是在逼命。去年，我去外地出
差，飞机落地后开机，就有电话打来催
交房贷，又是警告，又是威胁，只因房贷

迟交了几天。后来查询明细账单，银行
在照例扣除月贷之外，果然收缴了一定
数额的滞纳金。我也在反思，贷款还
钱，天经地义，房产交易的每个环节，都
是商业的运作，商业讲的是效益，不是
慈善，不是人文情怀，更不会体谅人际
冷暖了。

十多年来，每个月的房贷就像套在
头上的紧箍咒，稍不注意，就会受到咒
语的折磨。在我将房产证带回家的那
一天，反复端详，又审视自己的房子，这
里的每个角落，总算完全属于自己了。
满心的喜悦，真想高歌一曲“翻身农奴
把歌唱，新型‘房奴’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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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中秋没有假，但在农村因为收
获有秋收假。因为地里的玉米正好在中
秋前后黄得垂了头，所以秋收假便与中秋
不期而至。

那时候，村庄外是一望无垠的庄稼
地，除了零星的地方种植黄豆外，大片
大片的田野几乎都是林立的玉
米地。每到中秋，田间便呈现
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
那时的村子还没有三轮车，收
获的玉米和柴禾全都靠架子车
从地里往回拉。于是，充斥在
中秋的景象便是田间地头和路
上那满载沉重的架子车。一口
袋一口袋的玉米棒，装得如山
的玉米杆，让一辆辆老架子车
们在路上走得气喘吁吁……

大人们在地里掰玉米，挖
玉米秸秆开路，年幼的我们啥
也干不了，便在地里逮蛐蛐。
逮住一只，接着逮第二只；逮
住一只大的，接着逮更大的；逮腻了圆
头的，便开始逮那种平头的蛐蛐。一旦
逮起蛐蛐，我们便天不收地不管，把父
母的警告早当成了耳旁风。在挖倒的玉
米秸秆堆上猛踢一脚，蛐蛐便喷涌而
出，眼花缭乱中左顾右盼寻找目标，一
旦选定目标便连扑带跑，单腿跪地，双
手下捂，左右匍匐前进，不达目的誓不

罢休。
白天掰玉米、拉柴禾，晚上便加班

剥玉米棒子。空旷的院子里，收获的玉
米早已堆成了山，灯光伴着中秋的一轮
明月，全家人说说笑笑，露脸的玉米棒
在母亲灵巧的双手下一个个被拧成了长
长的大辫子。当玉米一圈圈绕着树悬起
来，高高地在树杈架起来，如画的秋收
美景便弥散开来。

中秋前后，对于我们这些
长在甘河岸边的孩子们来说，
还有另一番牵挂，那便是河岸
上红起来的酸枣。酸枣开胃消
食，吃不了多少，重在摘酸枣的
乐趣。爬硷下沟，棍打绳钩，越
是艰难，越是难以企及的位置，
越让我们男孩子有挑战的欲
望。三五成群，摘满衣兜，最后
索性脱了外套来放酸枣。除了
酸枣，河岸还生长有许多野生
的枣树，偶尔碰见那种个头不
大却很圆的枣时，我们便喜出
望外。这种枣可以堪称冬枣的
鼻祖，咬一口脆爽香甜，肉多核

小，让小伙伴们欲罢不能。摘完酸枣，大
家按劳分配，一部分给家人享用，一部分
拿到学校与班里的同学分享。

传统农耕时代，中秋时的明月照耀在
忙碌的乡村上空，诗意和团圆都在收获的
喜悦中。时代在发展，中秋的意义持续丰
富化，相比那个落后的年代，儿时中秋变
得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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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二十局工会杯

全省职工散文大赛征文选登

□□高亚民高亚民小草赞小草赞

我 的我 的““房 奴房 奴””岁 月岁 月 □□张天乐

老堡子就坐落在富平荆山的一个土塬
上。塬上缺水，农民一直都是靠天吃饭。洗
澡难，涮洗难，用刷锅洗碗的水饮羊喂猪，成
了我儿时最深刻的记忆。关于塬上的水，我
不由想到的是古井、机井和自来水。许多关
于水的故事，在塬的历史上演绎着一首水的
变奏曲。

城门口的那口古井没有名字，井口方形，
由青石砌成，井壁长满了厚厚薄薄的青苔。
每日早晚，堡子里的人都会来井里打水。

古井干涸后，堡子人开始在自家的院子
里打井吃水。但地下水位一年比一年低，旱季
的时候，井里的水少且浑。因此，每家每户都
要“掏井”。父亲把白酒涂在腿上，沿着井里的
蹬台下到井底，用小锄头使劲挖井，把混着料
姜石的泥巴铲到铁桶里。我和母亲在井上负
责绞桶和倒泥，约莫一晌的时间，水眼里又开
始滋滋地冒水，井里的水又充盈了起来。

后来，堡子里打了一眼机井，修建了水
塔。只要把闸刀一推，水就哗啦啦从碗口粗
的管道喷涌而出。第一次水塔里放了漂白
粉，堡子里的人看着那白生生的水犯起了嘀
咕。村长带头喝了半瓢，直骂一个个都是土
锤没见识。堡子里的人经常在水塔边洗衣洗
菜，天长日久，涝池里竟生出了很多芦苇，引
来蜻蜓乱舞，夏季里蛙声一片。塬上的人第
一次用上了消过毒的水。

再后来，每家每户都通了自来水。通水
的那天，整个堡子里一片喧闹……我的三爷
傻傻地把手掬在他家的水龙头下，让孙子拧
开水龙头，一股清澈的水流了出来，三爷赶紧
把水送到嘴里，露着仅剩的一颗门牙笑着说：“甜，甜，甜得
很！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享这福哩。”

那天，二柱伯刚出门，就看到麦花婶子把那个破窟窿凳子
扔到了垃圾箱旁。二柱伯打趣道：“呀，宝贝疙瘩咋舍得扔啦？”
麦花婶子笑笑说：“家里有了冲水马桶，还留着那玩意干啥，怪
占地方的。”这几年麦花婶子发福了，又患有腿疾，如厕成了她
最大的问题。“旱改水”成了堡子里“卫生革命”的一道风景。

桃曲坡水库、引黄工程、机井管网等灌溉设施，让塬上夏
日麦浪翻滚，秋季瓜果飘香，农事因水而变得一派生机盎然。
塬上农民的腰包鼓了，家家都是小洋楼，很多人家都装上了净
水器和太阳能热水器, 买了洗衣机。闲暇时人们聚在大槐树
下闲聊：“国家政策好，社会发展快，现在比原来想的‘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的日子都美!”

关于塬上饮水的很多逸闻趣事留在了记忆里，新时代农
村的水又演绎着新的美好，展示着村民在物质生活富足后，对
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和美好憧憬。

一滴水折射着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折射着农人们一个幸
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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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很
不起眼，可它默默无闻，甘愿把大
地点缀得格外美丽。现实生活中
类似小草精神的不乏其人，我的舅
父就是其中的一位。

舅父生于 1941年，1960年学
校毕业后，积极投身到农村生产实
践中去锻炼，植树造林斗灾害，修地
造田学大寨，担当起近十口人的大
家庭衣食生计重担，抚养教育子女
成人，克己付出、勤俭持家，尽了一
个农家男儿顶天立地的责任。

在农村锻炼的同时，受父辈职
业的熏陶，志存高远，忙里偷闲学
习畜牧兽医技术，担任村上畜牧防
疫员，服务本村和邻村畜牧生产。
1975年外公去世后，舅父接过家父
一个褪色的棕色牛皮医药挎包和
一辆已使用多年的永久牌自行车，
继承父业，精益求精，被县农牧局
聘任为半脱产畜牧兽医师，先后在
彭公、地掌、马寨等乡镇畜牧兽医
站工作，一干就是 34年。舅父担
任基层站长多年，早出晚归，走村
串乡，十里八乡的田间地头和农家

院落都留下了他奔波的足迹和身
影，为全县家畜家禽治病防疫作出
了积极贡献，他个人和他所在的单
位多次受到上级表彰。

舅父是一个善于学习，知书达
理的人。他不只局限于学习他心
爱的专业知识，还经常看书看报，
阅读名人轶事和科普书籍，充实自
己、与时俱进。他还时常把摘抄的
醒世名言拿出来让晚辈分享，教育
我们要加强修养、尊敬师长、团结
同志，堂堂正正做人。

舅父是一个与人为善、重感
情讲信义的人。无论是亲戚朋友
之间相处，还是邻里之间交往总
是以诚相见，深得爱戴。他告诫
我们：“损人利己之心不可有，坑蒙
拐骗之事不可为。”

今年 8月 13 日我敬爱的舅父
因病去世，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哀
思和悲痛。舅父似小草，平凡而伟
大，他博大仁慈的胸怀、朴实善良
的品质、乐善好施的精神是留给子
孙后代的一笔精神财富。

当前，举国上下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中国
梦的宏伟蓝图需要无数的小草去
点缀。

美国能源部长里克·佩里 9 月 16 日
说，现在谈论美国是否要动用战略石油储
备以应对沙特阿拉伯油田遇袭事件“为时
尚早”。

佩里在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
发表评论为时过早。我们需要真正掌握沙
特阿拉伯石油生产设施关闭的时间，再决
定是否需要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沙
特方面已经表示将恢复部分石油产量。虽
然油价会因袭击事件飙升，但目前市场上
仍有“相当可观的”石油储量。

14日，沙特布盖格炼油厂和胡赖斯地区
一处油田遭无人机袭击，导致沙特石油供应
每日减少570万桶，这个数字约占沙特石油

日产量的50%和全球石油日供应量的5%。
国际油价受此影响上涨。其中，美国

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WTI）期货价格16日一
度涨至每桶63.34美元，涨幅高达25.91%。布
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在袭击发生后一度飙
升19.5%，创下盘中最大涨幅。

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批准“必
要时”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调拨资源，以
稳定石油价格并保证市场供应。同时，沙
特正加紧恢复石油生产。美国《华尔街日
报》15日援引沙特官员的话报道，石油日产
量受影响部分的三分之一有望于 16日恢
复，但完全恢复至袭击以前水平可能需要
数周。 □许缘

沙特阿拉伯两处石油设施 9月 14日遭
无人机袭击引发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口水
战”。针对美方有关伊朗参与了这起袭击的
指责，伊朗方面15日明确予以否认，并对美
国发出军事警告。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袭击使美国总统特
朗普与伊朗总统鲁哈尼可能在 9月下旬联
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蒙上阴影，将加剧
海湾地区紧张局势。

美国直指伊朗

此次遭到袭击的是位于沙特东部城市
达曼附近的布盖格工厂和胡赖斯油田，两处
设施均属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
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政府称，
该国原油供应因此次袭击每日减少 570万
桶，约占其石油产量的50%。

事发后，尽管也门胡塞武装已承认实施
了袭击，但美国却将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
朗才是“幕后黑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4日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发文称，就在各方呼吁缓解紧张局势之
际，伊朗发动了一次“对世界石油供应的空
前袭击”。特朗普 15日也在推特上称有理
由相信美方知道“罪魁祸首”是谁，并表示美
国已做好准备，待沙特确认袭击者身份后再
决定如何行动。

一名美国匿名官员 15日向媒体透露，
美国获得的卫星照片显示，针对沙特石油设
施的袭击来自北方或西北方，这意味着袭击
可能是从伊朗或伊拉克发起的，而非地处沙
特以南的也门。该官员还称，美方怀疑此次
袭击不仅涉及无人机，还包括巡航导弹，袭
击的范围、精准度和复杂度也超出了也门胡
塞武装的能力。

西方舆论一向认为伊朗是胡塞武装的
后盾，也门内战是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和伊
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之间的“代理人战争”。
一些西方分析家认为，由于美伊正在酝酿 9
月下旬在联大期间举行领导人会晤，美方也
在考虑部分取消对伊朗制裁，如果伊朗果真
参与了此次袭击，其目的可能是通过谈判前
的示强以获取更多筹码。

伊朗强硬回应

面对美国指控，伊朗方面拒绝“背锅”。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 15日说，蓬佩奥
所言“毫无意义”，是针对伊朗的盲目指认。

伊朗外长扎里夫当天也发推文否认蓬
佩奥的说法，称美国正在谋求与伊朗进行

“极限、直接”的对抗。
扎里夫说，美国及其“代理人”在也门遭

到打击，他们总幻想武器装备的优势最终能
带来军事胜利，但如今深陷也门战事。指责

伊朗并不能终结这场“灾难”。
除直接否认美方指责外，伊朗方面还向

美国发出军事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空天部队司令哈吉扎德 15日表示，伊朗为

“全面开战”做好准备，正紧盯美军在海湾地
区的军事目标，距离伊朗 2000公里以内的
所有美军基地和舰艇都在伊朗导弹的打击
范围内。

分析人士认为，无论伊朗是否参与了此
次对沙特石油设施的袭击，两国领导人可能
举行的联大会晤已经因此次袭击蒙上了阴
影。美国对伊朗的指责和伊朗的强硬回应，
可能预示着美伊关系在经历了短暂稳定期
后将迎来新一轮剑拔弩张的局面。

引发多方忧虑

此次袭击发生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15日通过发言人对袭击表示谴责。他呼
吁各方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防止紧张局势
升级，并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多个阿拉伯国家在谴责袭击的同时也
表达了对紧张局势升级的忧虑。黎巴嫩总
理哈里里在一份声明中说，针对沙特石油设
施的袭击是“一次危险的升级”，或将扩大地
区冲突的范围。约旦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表
示，此次袭击旨在威胁沙特的安全和稳定，
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美国国内也出现反对特朗普政府就此
次袭击指责伊朗的声音。民主党籍参议员
墨菲批评蓬佩奥对伊朗的指责是不负责任
地把事情“简单化”，此种做法是让美国“陷
入愚蠢战争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高调指责伊朗相
比，此次袭击事件中的直接当事国沙特目前既
未谴责胡塞武装，也没有跟随美国指责伊朗。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讲师、沙特费萨尔

国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王霆懿认为，沙特
未做出激烈反应一是因为调查尚需时间，二
是因为沙特在表态上陷于两难。如果承认
是胡塞武装发动了袭击，就意味着承认胡塞
武装能力大幅提升以及沙特在也门军事行
动失利；而指责伊朗应对袭击负责则要考虑
同伊朗“摊牌”，但沙特缺乏对等的军事报复能
力，而且这么做也与近期沙特避免激化矛盾的
对外政策调整方向不符。 □刘晨 程帅朋

日本总务省 9月 15日发布数
据，显示日本 65岁以上群体 2019
年占总人口 28.4%，这一群体就业
人口 2018年占总劳动人口 12.9%，
都是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

【比例又增】
总务省统计局以 2015年日本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结合
随后 4年出生、死亡人口等数据，
推算 2019 年 9 月日本总人口为
1.26亿，其中 65岁及以上 3588万
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32万人；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28.4%，比去
年同期增加 0.3个百分点，创历
史新高。

65岁及以上男性 1560万人，
女性2028万人。其中70岁及以上
2715万人，80岁及以上1125万人，
90岁及以上 231万人，100岁及以
上7万人。

总务省统计局数据显示，日本
老龄、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全球
最高，比第二名意大利高出 5.4个
百分点，葡萄牙老龄人口比例全球
排名第三，为22.4%。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
题研究所推算所获数据显示，日本
老龄人口比例今后将继续增加，
2025年预计增至30%，2040年增至
35.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购
物、出行等方面加大对老年人援助
成为当务之急。

【工作不停】
2018年日本劳动力调查结果

显示，862万 65岁及以上群体成员
继续工作，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
12.9%，是有记录以来最高值。

老龄就业人口中，男性 512万
人，占65岁及以上男性人口33.2%；
女性350万人，就业率17.4%。

日本老年就业率随年龄增加
降低，65岁至 69岁就业率 46.6%，
70 岁至 74 岁 30.2%，75 岁以上
9.8%。就业老年人多从事批发零
售业，从业人口大约127万。

共同社报道，日本老年人成
为弥补社会劳动力不足的“重要
战斗力”。

【无人供奉】
共同社14日汇总的数据显示，

日本20座50万人口以上城市2018
年合计接收 8287份“无人供奉”的
骨灰，是2013年度的1.4倍。

所谓“无人供奉”，是日本语
境中的表述，实际意味着没有人
认领。

大阪市 2018年度接收的无人
供奉骨灰中，九成人生前领取低收
入人群生活保障；这一比例在名古
屋市是 83%，神户市 78%。多数市
政府会暂时保管这些骨灰，超出一
定期限无人认领，将合葬到市政府
运营的公墓，费用由市政府承担。

熟悉日本低保政策的花园大
学社会福祉系教授吉永纯告诉共
同社记者，领取低保的家庭中，65
岁以上老年人超过 50%，暗示这一
人群社会孤立现象严重。 □刘秀

沙特石油设施遇袭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美国能源部长说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为时尚早

日本老龄人口创新高
65岁以上群体占总人口近三成

当地时间9月16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空军特技飞行表演队“土耳其之
星”在伊斯坦布尔航天科技节上表演。 □谢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