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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马运来一见老伙计赞成了自己的意见又自愿地

负起这个责任来，不由得鼓起掌来，村民们也热烈地

跟着鼓掌。

其实，林中虎和马运来早就有了他们的想法，他

们一定要为乡亲们寻找一条解决村里留守问题的道

路。但通过多次论证，觉得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

但他们坚信：总有一天，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的。

其实，他们已经想出了一些办法，在这个“留守

孩子守护队”成立之前，他们就曾带领大家成立了两

个村民互助组。一个是劳动生产互助组，重点是在

农忙时间里，大家集中起来干活，这样人多力量大。

这和从前的生产队是不同的，地还是每家每户的，收

的粮食也是每家每户的。

现在的农业生产也和从前不一样了，基本上都

实现了现代化，地里上的是化肥，庄稼生虫了有农

药，天干旱了地头旁打的有水井，庄稼播种、收割用

的都是小手扶拖拉机托带的小型农具。虽然山区的

农田地块小，大型农机具目前还派不上用场，但小也

有小的好处，使用这些小农机械的成本费用就低。

尽管有些麻烦，但再也不用人们去肩挑人扛，车拉马

驮了。

成立这个互助组的主要作用就是把那些身体健

康的留守人员组织起来，帮助那些孩子们外出打工

不在家，身体不好还得种地的人家，既没有“工分”，

也没有金钱报酬，纯粹是一种公益。给谁家干活不

用付任何工钱，产生的油料费用和其他必须开支的

费用由受益户承担。早晚各回各家吃饭，中午在户

主家吃一顿饭。既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又免得

他们的孩子们花费冤枉钱来回坐车赶回家收种庄

稼。此举受到了村民们的大力赞赏，尤其是那些在

外打工的子女们，更是感激得直掉泪，都说林中虎和

马运来是个大善人，是大石头村的救星。每逢春节

回来探亲，都要去他们家里拜年，说些千恩万谢的

话，林中虎和马运来也就心满意足了。

再一个就是“大石头村村民事务互助组”，主要

是解决村民们平日里的日常事务和调解家庭矛盾。

农村人一生中的大事并不多，主要是起房盖屋娶媳

妇，打发闺女送老人，也叫红白喜事。还有一件就是

婆媳相处过日子，邻里之间相处难。农村人起房盖

屋不容易，红白喜事家家都会发生。居家过日子，邻

里相处看小不小，弄好了整个村庄就和睦，弄不好会

闹得鸡犬不宁，“鸡子过去尿湿柴，婆婆妈妈是非

稠”。这也是农村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成立了这

个组织后，村里就有条有序起来，也显得有了生机。

林中虎和马运来把村中较年轻的、岁数大点但

身体硬朗的人，还有那些有一技之长或是人缘好、口

才好的男男女女都组织起来，无论谁家有了红白喜

事，大家都过去帮忙，无论哪家出了矛盾，那些能说

会道的人就赶过去调解，所以也深受村民们的拥

护。当然，互助组里的成员是出力出工不收钱。

在这个组织成立之前，村里一个时期曾处于一

盘散沙状态，谁家有了娶媳妇、打发闺女的事情，除

了近门亲属之外，没啥人过来捧场，好事也热闹不起

来。特别是那年老单身汉苏振福去世后，村里竟没

有人去照应，死在屋里三天连个打墓的也找不到，更

别说抬棺材了。后来还是村干部得知情况后出面协

调，村里又垫支了丧葬费，才有几个人出来把他埋

了。

还有一个叫张德法的老人，已经八十五岁高龄

了，儿子、儿媳都在外地打工，孙子、孙女也随他们在

外上学，老伴早已离开人世，老人也不知什么时候死

在了床上，村里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后来尸体腐

烂了，恶臭气跑了出来，才有人嗅到后报了警，经法

医现场检查，属于正常死亡。这件事在村子里的震

动最大，儿孙满堂的张德法想不到自己会是这样的

一个结局。

村里的“村民事务互助组”成立后，一个突出任

务就是每天派人轮流到类似张德法这样的留守家庭

里去串串门，发现情况后及时救助。所以，这个互助

组的成立又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响应。现在大家又

推举林中虎出来担任留守儿童守护队队长，大石头

村也就有希望了，村里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就有了初

步的解决办法。

“羊群走路靠头羊”，有了林中虎和马运来这两

个有公心的人带领，无论是留守在家的和外出打工

的村民们都宽了许多心。后来，林中虎和马运来又

与邻村小张庄的唢呐队和红白喜事服务社取得了联

系，村里只要一有事，打个电话就过来了。

大石头村自从成立了“留守儿童守护队”后，在

林中虎和马运来的精心运作和带领下，每位值班人

员都尽心尽责，无论轮着谁接送学生，大家都能认

真负责地接送孩子们上下学，但还是发生了一件

事。

这天下午课间休息的钟声刚响，学生们就争先

恐后地跑到操场上去玩，亮亮也和同班的几个同学

玩得兴起。当时他正在练习新广播体操的一个动

作，不提防五年级的一位男生向他悄悄地走了过来，

趁亮亮不备，从他的后边使劲一拉，就把亮亮穿的短

裤一下子拉到脚后跟，屁股和小鸡鸡都露在了外面，

引得同学们一阵哄笑。

亮亮一时窘迫极了，站在那里哭起了鼻子，接着

就和这位学生骂了起来。

这位五年级同学叫吴天生，由于上学晚，今年十

三岁了还在读五年级。

亮亮虽然很内向，平时不爱说话，但个性却比较

强，在吴天生动手先打他一拳后，也和吴天生厮打起

来。亮亮比较弱小，可他却不肯服输，吴天生打了他

一拳后，他跑上去一头就把吴天生顶翻在地。

吴天生哪肯饶了他，这个在学校和村庄里横行

惯了的少年何时吃过这种亏，爬起来又朝亮亮冲去，

他一手抓着亮亮的头发，猛地一下就用膝盖捅在亮

亮的肚子上，亮亮身子一缩便痛得蹲了下去，大声地

哭喊着。可吴天生并不解恨，抬起脚又朝亮亮的身

上狂踢起来。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党栋，南召县人，笔名一凡夫，中国

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有

散文集《深夜静悄悄》，随笔集《和你没商量》、《青青

校园》、《我和我的村庄》，长篇小说《追梦》、《足疗》等文学

作品。

修身养性 智言慧语

向大自然展示自己……

新思维图书城
2016年度销售排行榜
序号 书名作者 定价（元）

1《人间世》 二月河 45.00

2《解忧杂货店》东野圭吾 39.50

3《白夜行》 东野圭吾 39.50

4《追风筝的人》卡勒德·胡塞尼 29.00

5《嫌疑人X的献身》东野圭吾 35.00

6《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 39.50

7《平安夜的玫瑰花》李天岑 28.00

8《偷影子的人》马克·李维 29.80

9《摆渡人》 麦克福尔 36.00

10《村魂》 党栋 49.80

地址：南阳城区梅溪路与中州

路交叉口 电话：66078699

山的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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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笔吧
建造咱们的休闲园地

《每周闲情》征稿启事
《每周闲情》版致力打造南阳人

自己的园地，刊发真实反映南阳人尤

其是南阳居民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情

感故事的文章。“真”、“闲”、“广”、

“短”是该版对稿件的要求。希望《每

周闲情》版让人们在一个多少有些喧

闹、浮躁的氛围中，静下心来看看自己

的生活、谈谈自己的生活、写写自己的

生活，从而有所思考与醒悟。

这是南阳人自己的一方园地，等

待着您来开垦。是否符合您的口味，

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希望与您共同

体验百味人生，感受冷暖世情。每周

五出版，敬请读者关注。

《每周闲情》版投稿指南：

投送邮箱：nyrbwhzk@163.com

□周伟

今年只剩下岳母一个人了，妻子姊

妹们一商量，干脆过年都到老家陪陪老

母亲。一听说要回老家，孩子噘着嘴：

“老家有什么好玩的？山的那一边还是

山！”

紧赶慢赶，终于在腊月二十三到了

老家。弟弟也从千里之外赶回来了，姊

妹们大大小小十几个人全到齐了，平时

异常冷清的大院子一下子热闹起来

了。炸油条的面早就发好了，大姐烧

火，四姐下锅，二姐夫拨锅，三个人配合

默契，不一会儿就是一大竹篮了，炸馍

咱不行，当搬运工一定要尽心。四姐夫

还不放心，跟到耳房里，反复叮嘱：一定

要摆开，不要放得太挤了、太厚了……

小孩子们嚷着冷了，搬出火盆，下

面放些白桦树的细枝子，上面交错摆

好锯好的柴段，都是晾了一年，一点就

着，旺旺的火光映着孩子们红通通的

笑脸。

老母亲看到院子里人来人往，熙

熙攘攘，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吃过晚饭，大人们都簇拥在妈妈身边，

围着火盆烤着火，说说笑笑，时间在谈

笑间飞逝。知道了无论在家里还是在

外面，打拼都不容易，思想上生活上遇

到沟沟坎坎在所难免，姊妹们互相鼓

励，互相打气，聊聊天心情更舒畅了，

新的一年更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了。堂

屋里，大哥哥打着拍子，放着伴奏，一

群小朋友围在四周轻轻和着，稚嫩的歌

声，熊熊的火光，一张张兴奋激动的脸

庞，构成了一幅祥和温馨的迎新图，让

人流连其中……

初五，村子里唱大戏。质朴的妆

容，浅近的唱词，好人得到彰扬，坏人受

到惩处。坐在乡亲们中间，感受着他们

对好人的褒扬，对坏人的憎恶，有种想

落泪的感觉，看着这戏，就像轻轻抚摸

着妈妈手上沟壑纵横的老茧，生活的沧

桑在脸上、心里蔓延开来。

转眼又要开学了，又要各奔东西

了。孩子磨磨蹭蹭，幽幽地问明年还来

不来，“山的那一边不只是山！”是的，山

的那一边不只是山，还有我们永远的牵

挂。累累累9

□孙红静

当大地还在沉睡的时候,当年味还
在人们心头萦绕的时候,春姑娘已悄悄
地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于是,小河里的水变绿了、地里的麦
苗慢慢抬起了低垂已久的头。更让人

兴奋的是那水边的垂柳，就像一位害羞

的少女,正向大自然展现自己婀娜多姿
的身躯。

我打开封闭已久的心扉,又来到屋
后的山岗上：“哇!这么多放风筝的
人。”原来他们早早地在追赶春天的脚

步,一群小孩在放声大笑：“风筝追上
云彩了、风筝飞到月亮上了……”我

笑着仰着头一边慢慢欣赏空中美景，

一边加入追赶风筝的人群中。这不，

岗顶还有一位妈妈在小姑娘的嘟囔声

中，也在不停地抛起抛落手中的“蜻

蜓风筝”，伴随它的每一次落地，小姑

娘慢慢黯然神伤。

看着她们失落的表情，我决定和他

们一起追赶春天的步伐，于是就自告奋

勇地和她们一块想办法让“蜻蜓风筝”

飞向蓝天。我手中拿着拐，往地下放着

线，让女孩妈妈迎着春风快速奔跑，为

增加她的奔跑速度，我又让小姑娘为正

奔跑的妈妈喊：“妈妈加油！妈妈加

油！”岗顶的风真大，我见差不多是时候

了，随即喊了声：“起!”小姑娘的妈妈赶
紧丢掉手中的“蜻蜓风筝”，为配合好她

的动作，我也急忙猛拽了一下拐线，

“蜻蜓风筝”在人们疑惑的目光中慢慢

升起来了，小姑娘高兴得一下子跳了起

来：“叔叔真棒！叔叔真棒！”听着女孩

的童音，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我也孩童

似的大叫着：“放风筝，真美！”

此时的我，正被春景所感染，也被

放风筝的浓浓氛围感染着，脑海中思想

感情的潮水波涛般迅速涌起。

春天在哪里？我看，就在岗顶放

风筝人的手里；就在人们迎着春风丢

掉线拐的动作里；也在河边春柳婀娜

的舞姿里…… 累累累9 图片 杨萌 摄

□董志国

我市知名作家刁仁庆的长篇小说

《六十岁的秘密》是一部立足现实、弘扬

正气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省会城市

的公安局局长西门鹏在秘密调查一起自

杀案件中，引起各方势力的疯狂角逐，最

后牵扯出一场惊天大案的故事。故事将

革命时期一起因叛徒出卖而遇害的事件

与当下反腐事件融合在一起，将上代人

与这代人的情感纠葛、政治恩怨联系在

一起，呈现出光怪陆离的当代社会场景，

剖析复杂斑斓的人性。小说紧紧围绕

“秘密”这个主题，深入探讨了婚姻与爱

情、正义与使命等复杂蕴藉的人生命

题。自出版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好评。

情节生动跌宕起伏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愿示人的秘密。

秘密之门深处，有龌龊也有温情。在这

部书中，出入各种秘密暗室中并背负不

同人生使命的一家三代，坚守承诺与信

仰，承受着人生的苦痛，坚忍地守护着自

己的秘密。

主人公西门鹏，一个省会公安局局

长，沉默稳健，是个心里能装事、能干事

的人。他与妻子离婚十几年，却不得不

在众人面前扮演恩爱夫妻。快到退休

时，又卷入一起疑点重重的“自杀”案件

中。枪被偷走，手下干将叛变，生命安危

受到威胁。当他克服重重困难，在不懈

的调查中，发现自己卷入一场精心策划

的阴谋中，而父亲西门洪剑创办的千亿

资产家族公司也因儿女们暗中争夺掌门

人宝座而莫名地内讧不断，丑闻百出。

更有甚者，父亲在花费巨大精力、财力追

查八十年前的叛徒的过程中，不断遭到

神秘的障碍，最终从纽约查到了叛徒的

身份，却选择了“封口”……西门鹏在巧

施反间计、婉拒美人计、抵抗压力、孤军

奋战之后，终于化被动为主动，发现所有

内忧外患的幕后推手都来自同一个人

——洪小兵，一个飞扬跋扈、凶恶狡诈、

背景深不可测的人。

在对此人的秘密调查中，西门鹏发

现洪小兵及其祖辈不可告人的秘密，双

方展开了更为激烈的生死较量……

西门洪剑怀揣一生的政治秘密，又

交给了大儿子西门鹏，西门鹏将守住这

个秘密继续往前走……

人物塑造鲜明生动

小说立意深远，通过几代人心中深

藏的“秘密”，思考关于爱情、亲情、正义、

信仰等命题。这样一个形而上的命题，

却是通过一个惊险刺激、高潮迭起，包含

悬疑、侦探元素、发人深思且涤荡胸臆的

故事完成的，让人读得过瘾，看了开头就

迫不及待想要看下文。故事发人深思，

具有正能量。

作者具有出色的讲故事的才能，整

个故事叙事技巧十分高超，叙事张弛有

度，环环相扣，善于设疑，精彩迭出，引人

入胜，令人欲罢不能。语言生动传神，功

力非同一般，场景具有可视感，富于浓郁

的生活气息。作者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

验，对人性的斑斓复杂怀有悲悯情怀，见

解不俗；对商界、官场等各界人物的微妙

心态把握得十分到位，真实可信；将主要

人物西门鹏的正直稳重，西门洪剑的韬光

养晦，黄月儿的温柔纯真，段武霞的虚伪

狡诈，洪小兵的阴险凶残……不同性格的

人物形象塑造得生动鲜明，呼之欲出。

线索明晰结构坚实

据出版社的编辑介绍，他们拿到《六

十岁的秘密》手稿后，便一刻不停地开始

阅读，深深地被故事所吸引，阅读后感到

作家在情景设置和语言拿捏上已到了炉

火纯青的程度。小说的结构坚实，紧紧

围绕“秘密”这个主题展开。全书有三条

线索：（一）主线：西门鹏被卷入一起疑点

重重的“自杀案件”中。在秘密追查这起

案件的过程中，牵扯出众多势力，疯狂地

暗地角逐，最后扯出一场惊天大案。（二）

辅线：西门鹏的婚姻之秘。西门鹏与妻

子田野香秘密离婚十几年，却不得不在

众人面前扮演恩爱夫妻；他与黄月儿相

爱十几年，甚至暗中领过结婚证，却不能

公开出入。（三）父亲西门洪剑花费巨大

财力、精力在海外寻找出卖爷爷的叛徒，

以及西门家族公司内部暗流涌动的“接

班”争斗……由此三条线索有机融合在

一起。主次分明，结构坚实，完成了一个

探讨爱与使命的命题。累累累5

一本探讨爱与使命的书
——解读刁仁庆长篇小说《六十岁的秘密》

书店是人文

气息的聚集地，文

化是一座城市的

名片。全民阅读，

书香南阳，是广大

读者共同追求的

文化氛围 累累累5
本 报 记 者

董志国 摄

刁仁庆简介

刁仁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入

选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当过兵，

在部队和地方从事过新闻、文艺创作

工作，曾在乡镇任过党政职务，现于

宛城区政府任职，兼任宛城区作协主

席。近几年来，着力创作长篇小说系

列“流金岁月四部曲”。《六十岁的

秘密》是“流金岁月四部曲”的收官之

作。前三部《三十岁的诱惑》、《40岁
的女人》、《五十岁的城堡》（又名《一

个人的爱欲城堡》已分别出版发行。

此外还出版有《刁仁庆纪实作品集》、

《明月照我心》、《有雨的季节》、《漫道

情关》等作品，累计发表文学作品500
万字。其中，《40岁的女人》获南阳市
第四届优秀文艺作品一等奖。《一个

人的爱欲城堡》获南阳市第九届“五

个一”工程奖。《三十岁的诱惑》获河

南省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南阳市

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和南阳市第

五届优秀文艺作品一等奖。《六十岁

的秘密》一经发行社会反响强烈。首

次印刷1万册，网上和书店同步发行
不到两个月，已全部发行完毕。今年

3月出版社计划第二次印刷，再印1
万册。目前该书正在审报参加“五个

一”图书评奖活动。 （董志国）

知以求为贵，学以用为贵；

言以谨为贵，行以慎为贵；

德以修为贵，过以改为贵；

穷以志为贵，富以仁为贵；

趣以雅为贵，情以真为贵；

业以敬为贵，廉以律为贵。

读书一日，可得一日充实。

运动一日，可得一日健康。

劳作一日，可得一日果实。

助人一日，可得一日快乐。

求真一日，可得一日踏实。

诚信一日，可得一日安眠。

忘我一日，可得一日淡定。

反思一日，可得一日警醒。

(惠民)

丹江夜语
□李秉宸

山峦水影千灯明。

日暮川连虫鸟鸣。

银鱼追火亮江远，

夜至月隐天星屏。

清风波面映月眠，

星点灯连萤火延。

渔家只为细如线，

夜深蝉鸣泊船远。

诗说南都

生活漫笔

《书香南阳》

投稿邮箱：

nyrb666@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