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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抢

“双抢”，是四十多年前赣南农村大
集体时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进
入七月，烈日当空，广袤的田野黄绿相间，
黄灿灿的稻穗和绿油油的秧苗，仿佛给乡
间铺了一层双色地毯。为不误农时，争抢
季节，那时社队干部群众有“不栽‘八一’
禾”之说，所以抢收抢种是基层干部和农
民社员压倒一切的任务。

真正参加“双抢”，是 1976 年参加工
作的那一年，我 6 月份分配到基层供销社
工作，上班不到一个月，农村就进入了紧
张繁忙的夏收夏种阶段。我被安排在源
里的上海知青队栽禾。当下到水田，一字
儿排开时，我才发现站在我左右两边的，
一位是公社综合厂的陈厂长，一位是卫生
院的谢副院长，他们两个都是大队干部出
身，是出了名的种田好把式。看到这阵
势，我不由得暗暗叫苦，大伙也嘻嘻哈哈
地笑起来。种过田的都知道，栽禾被夹在
中间若跟不上，那是很难堪的一件事。我
凭着年轻气盛，腰劲好，暗暗较劲，咬牙紧
随他们之后，一直到另一头的田坎边，落
后也不足一米。当我直起身环顾四周，没
想到大家却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场不是比
赛的比赛，使现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也把
一天的劳累抛到了九霄云外。

几天后我们转移到了马塘知青队
“双抢”时，被安排挥镰割禾。头上骄阳
晒，脚下蚁虫咬，手臂禾衣割，也许是连日
的高强度劳累，一日，还没到收工时间，我
便出现了中暑的征兆，领队赶紧叫人送我
回知青队休息。就是这短短的休息时间，

认识了帮厨的一位女知青，一年后便成了
我的爱人，后来大伙都调侃说：“双抢双
抢，就你活学活用抢到了一个老婆。”

蹲点

那个年代，大凡有重大中心工作，县
乡两级政府都会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
队下到基层蹲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公社从各单位抽调的干部，都是一竿
子插到底，直接进驻到各生产队，明确规
定一个星期可回家一天。白天与社员们
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组织社员读报纸学文
件，住在生产队部，吃在社员家中。

我是单位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参加
工作的当年 10 月，就被公社抽调去山区
的一个生产队，正好赶上收割二季晚水稻
和冬种生产。相比七月份的“双抢”，这时
候的气温、劳动强度都要好一些。

收割结束，晚稻归仓，冬种的序幕也
拉开了。那时赣南农村大多栽的是油
菜，翻耕、起畦的同时，油菜种子的准备
也同时进行。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出事了，
那天出纳兼保管的老张从谷仓里拎出几
袋油菜种子时傻眼了：虫蛀的虫蛀，霉变
的霉变。社员们知道后，全村一下子像炸
开了锅。晚上开会时我说：“至于如何处
理，下一步再说，现在季节不等人，我们先
想办法解决油菜种子的问题。”会后经过
商议，因我是供销社人，联系购买种子的
任务自然落在了我的身上，最后在县农资
公司的调剂下，才购齐了冬种所需的油菜
种子，平息了这场风波。当然，老张难免
在社员大会上作了两个晚上的检查，并赔
了种子钱。

派饭

派饭，顾名思义，就是由生产队指派全
队社员一户一天轮流做东，解决蹲点干部
吃饭问题。对于吃饭这个大事，生产队长
老刘是非常重视的，也想得很周全，轮到哪
家派饭，哪家的主人就会到队部来带我进
门，热情招呼。饭后按规定付四两粮票，一
角五分钱，但多半人家都只收粮票不收钱，
收了钱的人家也都会说一句“爱财了”。

第一天的派饭从队长老刘家开始，农村
待客的鸡蛋、豆腐、鱼干、猪肉样样齐全，还煨
了一壶米酒，在那个年代绝对算是丰盛。我不
喝酒，但盛情难却，半碗米酒下肚，晕晕乎乎中
午睡过了头，还误了出工，第一天就出了洋相。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队部门口的说话声
把我吵醒。原来，队长老刘没有安排五保户
刘婆婆派饭，她一早便找到老刘“论理”，理
由是受共产党的恩惠，党的干部下来蹲点派
饭不能落下她，直到老刘答应了她才罢休。

虽然社员们争着要派饭，十来天后
我却差点饿肚子。那天就是轮到刘婆婆
家派饭，不料她外地的女儿临产生小孩，
头天傍晚就被接去女儿家了，因走得匆
忙，竟然把次日派饭的事忘了。事后刘婆
婆再三向我道歉，两个月后再次轮到她家
派饭时，刘婆婆特地炒了四五个菜，还硬
把老刘也拉去了。桌上一个用瓦罐煨的
肉丸，是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只是黑乎
乎、硬邦邦的。后来老刘告诉我，那是刘
婆婆过年时的肉丸，不舍得吃留了几个
月，那天拿出来招待我这个“贵客”。

几年蹲点，几多苦乐；几年派饭，几
多回味。

□龚德明

夕照彩田 王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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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田野
老家村子地处赣南北部丘陵山

区，受山体、河流、路道、村舍的阻
隔，田野不是一望无际，乃是被分隔
成大小、形状不一的片段，每一片段
均有各自的名称，诸如钱头、店门
口、龟形、洋角、上宝洞、湾子内、塔
公坑等，但不管哪片田野，我们家在
我祖辈之前，同村里大多数人家一
样，无尺田寸地之份，一家人的生计
是靠租种别人家的田和给人家耕作
而得以维持，直到“共产党来了苦变
甜”——分得数块田地。祖父兴奋
不已，在分得田块那日，以往过年也
舍不得买红纸贴春联的他，赤着双
脚跑到圩上，买来红纸和笔墨，请村
里私塾先生写上“共产党好”几个大
字，贴在祠厅正上方。

老家村名为林头，发源于深山
老林、由五条小溪汇聚而成的林溪
河，从村边的店门口、霞通、风下、厨
后、钱头数片田野中间贯穿而过，一
旦洪水暴发，河水常常淹没庄稼，冲
坏田块。而且，受地势影响，田块之
间高低不平，形状各异，耕作收割甚
为不便。当时，父亲虽然耕田耙地
二十余年，但对一些“脚盆坵”“台面
坵”，也只有手持镰铲、泥耙翻耕整
平。父亲和村里的老农们常说，如
果这些田都能改成方方正正的大
坵，河堤也能加固，不担心被洪水冲
塌，我们村的田就好耕种了。还真
是应了“想瞌睡，便有人送枕头”，
1976 年春，几位公社干部和县里派
来的专家，来到田野，勘测规划。随
后，以平整土地、改造坡耕地、改良
土壤、提高农田质量为目的的农田
基本建设拉开帷幕，把从田野正中
间流过的林溪河移至村对面沿山脚
流入鹭溪河，将山脚阳光不足的低
产冷水田改为河道，而田野中间平
坦光足的河流位置改成了良田。村
里的老农们看着那些整改后棋盘般
整齐的田野说：“我们村的这些田块
比画报上的还美，好耕种了！”

村里历来是一年种早稻、晚稻
两季稻，历年的晚稻产量都低，每年
十二个月的口粮，生产队仅能发下八
九个月，有的年份甚至更少。那时的
村里人，做梦都想每天三顿能吃饱
饭。1976 年，政府推荐种植杂交水
稻，村里第一次栽种是晚稻。当杂交
稻穗子勾头时，种水稻数十年的父亲
蹲在禾田边，把一蔸禾当中每枝穗子
谷粒数了又数，惊叹道：“这一枝穗抵
其他稻的三四枝穗呀，种上这杂交
稻，可不愁吃不饱饭了！”当我们家饭
桌上第一次吃杂交稻米饭时，发现其
柔软、芳香、油润，一家人笑呵呵：“这
种米饭，不用菜也能干下几碗！”

生产队种上杂交水稻，口粮更
多了，但家家户户口袋还是空空的，
每到开学之时都要为小孩的学杂费
发愁。1978 年，土地联产承包责任
制实行，在我们村，集体的土地、耕
牛、农具全部分至各家各户，不少人
家为了赶农时，起早贪黑，披星戴月
地在田里劳动，呈现出“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的局面——每片田野的一条
条田塍种上了大豆、菜豆，一段段排
灌水渠得以加固、清淤。村里人对每
一田块都巧妇绣花般地精耕细作，栽
种何种品种，何时播种与栽插，施用
何种肥料，何时喷药防病虫，何时能
收割，下一季又栽种何种作物，乡亲
们不仅向乡里农技员咨询，还相互请
教，相互商讨，反复权衡，以让自家的
田块获得最好的收成。

我父亲把分到我家的耕牛照顾
得如同家人，春耕大忙和夏收夏种
之时，为辛劳的耕牛熬好米糊饲喂；
冰天雪地之时，还给牛烧热水，煮稀
饭喂养。“老牛也解韶光贵，不用扬
鞭自奋蹄。”牛养得健壮，不仅耙地
耕田力气大，也提供了丰富的牛粪，
使耕地更为肥沃。村里人对自家的

水稻倍加呵护，一旦水稻插入田中，
即使顶着烈日，也要把田间杂草拔
除得干干净净，生怕杂草与水稻争
光抢肥。对一些易被牲畜啃食损坏
庄稼的路边田块，砍来竹木，围上坚
实的栅栏予以阻挡保护。此后，在
以稻谷形式缴了农业税和各种村提
留后，家家户户或多或少还有粮食
和其他农产品出售。

东方风来满眼春。2006 年，国
家免除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刚
听到这一消息，村里人不敢相信这
是真的！这一政策，让父老乡亲体
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开心和轻松
感。从此，每年夏粮、秋粮收获后，
粮食收购商把车子开到农家门前，
直接与主人谈好价钱，整车整车的
稻谷被收购运走，一沓沓的钞票进
入农家人的口袋。那年秋收后，我
家一次出售稻谷 5800 斤，父亲满脸
笑容，说：“从古到今，唯有共产党真
正体恤农民的辛苦，出台种田不用
交税的惠农好政策！”从此，田野里
稻菽千重浪，瓜果遍地香。

2014 年，县乡精准扶贫干部入
驻我们村，他们走进那些因种种原因
导致收入低、生活较为困难的人家，
与主人一道喝茶聊家常，问种养项
目、收入情况，摸清家底，确定建档立
卡贫困户，之后与他们商讨制订脱贫
致富方案，或建果园种脐橙，或建猪
栏牛栏搞养殖。村里的瑞北、道富等
二十来户人家，在交通方便的钱头、
湾子内等处耕地较多，扶贫干部为他
们对症开方，制订出以公司加农户种
香芋的脱贫方案，产品收获后，由公
司保价回收。从此，小村田野边的河
堤上、山脚下走动着三三两两、膘肥
体壮吃草的牛群，多了以前不曾有过
的一坵坵随风摇曳的芋荷……瑞北
在第一年收获香芋出售后，喜不自
禁：“这可是种其他作物收入的几倍
呀！”数年下来，村里那些精准贫困户
依靠适合的种养，顺利摘了贫困帽，
家家都盖起了楼房，瑞北等三户人家
去年还买了车。

2020 年 10 月，小村的田野流金
溢彩，秋收开始。小弟驾驶着收割
机在钱头收割水稻，经过之处，田里
的稻穗收割得干干净净，稻草被机
器切短后撒于田里用于肥田，稻谷
从收割机出口处源源不断似水般流
出，弟媳用编织袋一个接一个装满
扎好，侄儿则驾驶着皮卡车一袋袋
往家里运。小弟是村里的种粮大
户，我们家因其他兄弟先后进城，十
亩多田都转包给小弟耕种。此外，
村里外出务工的、举家迁入城里创
业的，也陆续把他们承包的责任田
转包给小弟等村里数户人家，小弟
一家四个劳动力现在耕种着九十来
亩田，还办起了养猪场。每年能领
得国家种粮补贴的小弟，在政策的
鼓励下，不仅买了两台小型耕耙机，
两台插秧机，还买了一台大型收割
机，他常开玩笑说：“现在我们种田
的，也不用天天跟在牛后面嗅牛屁
股了，更不用弯腰弓背莳田割禾，驾
驶着机器，干起活来又快又好。”是
呀，若同以前那样，四个劳力即使昼
夜不歇也耕种不了近百亩的田呀，
现在小弟一家子，一心种稻养猪，猪
越养越多，稻越种越好，钱头、羊角、
上宝洞、湾子内，村里的每片田野都
有他家种植的水稻，一些较偏远、以
往被撂荒的田块他都使之重焕生
机，种上了水稻、花生或大豆、红薯。

“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名
为店门口的田野边，是村里新建的
文化广场，广场上鲜红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
金色田野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
耀眼，田野里发生的沧桑巨变，正以
实际行动诠释这些闪亮的话语。

□陈建人

江边七月即景

七月

小城像极了一个蒸笼

我们像极了一条清蒸鱼

只是少了些姜蒜酱醋

江边满是清凉的诱惑

江水铺满晚霞

竹影婆娑满地绿荫

古榕撑开大伞

树叶缝隙漏出丝丝凉风

江边孤独的钓叟

甩出两根长长的鱼线

静坐成一座雕塑

眼见他钓上一条小红鱼

随即又被他抛进了江里

原来他不是钓鱼

是在钓晚风

2020 年 10 月的一天，我们一行十几
人迎着朦胧细雨，徒步登上了岿美山最高
点——登高岽（海拔 1062 米，为定南县第
三高峰）。是日，云雾缭绕，细雨蒙蒙，从
老城的坳头村部一直沿老土路上山，沿途
竹子苍翠，林木茂盛，野草青青，仍然是一
派夏天的景象，只有偶尔一株两株的树叶
黄了，或是飘落了，才表明秋天已悄悄来
到了岭南山区。登山路上，树林中野果繁
多，特别是野柿子和野山楂，那是成片成
片的。只是可惜，味道实在不怎么样，要
不然肯定可以吃个饱。

说起岿美山，对小时候的我来说，那
是很高大上，也很神秘的。那时候我们村
子里有好几位在那里工作，我们家邻居就
是之一。他平时休假回家，穿着那身蓝卡
其布的工作服，很威武气派，在我幼小的
心灵里，第一次有了“工人”这个概念。我
第一次看到汽车，第一次坐汽车，也都是
和岿美山有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村子
通简易公路了，村里有位在岿美山矿山开
汽车的，开着解放牌货车，大老远就按响
喇叭，如果是晚上，则开着大灯，一路闪耀
着进村里。我们一听到汽车马达声，都跑
出来看，晚上则是追着灯光跑。记得有次
过年吧，他开着货车，让大家爬上车厢，他
一路疾驰，按响喇叭，在村里的土山岗上
颠簸绕行几圈。虽然颠得辛苦，却是村里
人当时最开心的事，也是这个春节里最热
闹、村民们说得最多的事，孩子们更是兴
奋得谈论了好几个月。

岿美山，原名龟尾山，位于九连山脉
主脊，山上盛产钨砂。据《定南县志》记

载，民国七年（1918 年）发现露天矿石，附
近村民采拾。高砂人黄开先等成立定南
钨矿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收购钨砂。由此
可见，岿美山钨矿是真正的百年老矿。新
中国成立后，被列为“一五”计划国家重点
项目之一，后来兴建了现代化的选矿厂，
实现机械化开采，由中国华兴钨业公司直
管。那时候，岿美山钨矿的工人有将近两
千人，钨矿建有学校、医院、职工宿舍、工
人文化宫、运动场，在矿山总部逐渐形成
了集市。岿美山钨矿子弟中学（简称子
中），当时的办学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年年
都有考入大学的，特别是体育考生尤其厉
害，甚至于有一年还有学生考取了中科大
少年班。矿山的职工来自全国各地，特别
是周边的定南、龙南、广东和平人最多，形
成了特有的普通话，最著名的是那句“阿
不是”（是不是），“阿不是”后来成了矿山
人的代称。

那时候“阿不是”们是看不起定南县
城的人，他们有着天然的优越感，主要是
他们待遇好，普通话讲得好，又是工人老
大哥。矿山的工人回乡探亲，穿着卡其布
工作服，戴着明晃晃的手表，骑着自行车，
那可是很威风的。一阵自行车铃声响过，
惹来一片羡慕的目光。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初，我也去过矿山玩，感觉这里比县城
还更繁华。街市热闹、人潮如水，商业繁
荣，听说还引领定南的时尚潮流呢，定南
人戏称其为“小香港”。

矿产资源总是有限的，岿美山也一
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矿山也老了，能出
产的钨砂越来越少，矿上的职工，逐步分

流，能调的调走了，能退的退休了。人去
则楼空，繁华喧嚣渐渐沉寂，只留下矿
山、楼房慢慢老去，任风雨侵蚀，随时光
流逝。

这次我们又到了山上的那个集市，
那里没人，空有一片寂寞，只有那条小街
两旁的商店房子或倒塌或歪斜。在一些
商店的墙上还可以看到“本店供应”“本店
有公共电话”“本店转让”等字样。小街中
间长出了野花，在秋风中摇曳。

我们在山上的老街逡巡一番，看到
山下那一片红房子，那是有名的“工人
村”，带有典型的苏式风格，听说准备要
打造开发成旅游区。后来问了镇干部，
说岿美山镇获评“赣州市首批新型城镇
化建设示范乡镇”“江西省工业旅游示范
小镇”“江西省旅游风情小镇”“2020 省级
工业遗产旅游基地”。这些当年的楼房、
矿山遗址，再加上岿美山独有的青山绿
水、红色资源，在示范镇建设中，当地政
府坚持以生态为底色，以“工矿风”为基
调，整合山、水、房、矿资源优势，把当地
传统历史文化、山水风光融入改造建设
全过程。

一步一回头下山，不由生出无限感
慨。等我们再次步入丛林，不一会儿，天
放晴了，太阳露出了笑脸，莽莽群山，满眼
苍翠，片片红房子错落有致，小河如玉带
伸向远方。好一幅百年矿山美景，更是一
幅青山绿水图！我忽然感觉，前行的脚步
依然那么有力，未来总是那么让人憧憬，
不管前头有多少困难险阻，路总会一直向
前延伸。

岿
美
山
的
昔
时
与
今
日

□廖晓梅

□肖兆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