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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在线

龙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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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伏 第 一 天 ，还 不
到凌晨四点，薄荷台乡
前台村的村民就在自家
的园子里忙活开了。
“他张嫂，人家稀罕
你家的‘贼不偷’，皮厚，
起沙，味儿正，还想再要
100 斤。”
“好嘞，大兄弟，这
就摘。”
“ 大 舅 ，你 再 摘 50
斤老黄瓜，城里人喜欢
这个味儿。”
“大外甥，我这就下
地摘去。”
“ 王 书 记 ，你 歇 歇
吧，受累了。”
“没事，没事。咱们
得抓紧了，运菜车马上
到了。”
……
一 问 一 答 ，一 说 一
笑，张罗最欢的张文彬
挨家挨户催促着，他有
个时髦的称号：
张经纪。
大家口中的王书记，
大名叫王宪忠，
是驻村第
一书记兼工作队长。
原来园子里产的菜
吃不了又卖不动，
只能眼
睁睁看着烂掉，
如今在王
书记和“张经纪”的撮和
下，
带着露珠的果蔬直达
市民餐桌，
百余户村民都
有了不菲的收入。
像 这 样 的 忙 绿 ，每
一两周都要有一次。

54 岁 的 张 文 彬 是 前 台 村 的
“名人”，因伺候抗美援朝立下战
功、瘫痪在床的老爹又接着照顾
卧病在床的老妈，一直未婚，是有
名的孝子。父母的医疗费耗去了
耕种的几亩地收入，贫困如影随
形。但张文彬刚强，谢绝了来自
社会方方面面的捐助，坚持要靠
自己的双手走出贫困。
守着家，伺候不能自理的老
妈，能干点啥呢？王宪忠就琢磨，
怎么让张文彬和村民们立竿见影
挣到钱，论证来论证去，最后看上
了村民房前屋后的小菜园，就决
定扶持张文彬当“小村经纪人”。
为此，王宪忠所在报社选派专门
记者、开设专门版面，还给张文彬
买了一部智能手机，组建微信群，
宣传农家庭院经济作物特色，蘸
酱菜、杂粮杂豆、笨鸡蛋、江鱼等，
三天两头被报社派去的大货车拉
进城里。
“见效真快，我算了算最近 4
个月收入，有五千多块。村里一
百余户村民，都有增收。”张文彬
乐呵呵地掰着指头算收入。
80 岁的王大爷接过话茬说：
“小菜园种了好几辈子了，做梦也
不敢想能出点钱，现在一年有收
入千把块，可是受益了。
”
看到儿子有事忙、挣了钱，脸
上多了笑容，躺在炕上的老妈心
情好多了，
“ 看看吧，屋里安装上
了空调，还买了冰柜……想都没
想到呀。儿子，可得好好干呀，别
辜负了人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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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出身的王宪忠，个子不
高，面相和善。自打到前台村驻
村扶贫，就没咋回城里的家。
“有
感情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王
宪忠说。
刚进村那段时间，难，真难，
村民打官司告状，喝酒闹事，是家
常便饭，村里外债就四百多万，是
薄荷台乡唯一派驻工作队的村
子。村里就连买煤烧锅炉的钱都
没有，长夜漫漫，冷啊，可得挺着；
白天晚上地走访贫困户、琢磨脱

贫措施，哪有时间做饭，那就泡方
便面对付。
吃方便面几个月，落下了“病
根”，一听方便面三个字，都想吐，
偏偏爱人又摔伤了腿，医院等着
签字做手术，可王宪忠却守在村
里抗击疫情、忙着筛选芡实种子，
回不去，爱人只好自己签了字。
没成想，儿子腰部长了个血瘤，也
需要手术，他又因守在芡实园四
天四夜排涝，没能赶回来陪儿子。
“老王对我们母子不上心，可
对待村民跟亲戚似的。”王宪忠的
爱人说，为了给村民买一味中药，
他几乎跑遍了市内的药店，晚上
就着急忙慌往村子返。
走在前台村两旁开满鲜花的
白色路面上，村民们笑盈盈地和
“王书记”打招呼，
“就像我们的邻
家大哥。
”村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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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回村带动村民致富的
事，村民都说
“耿六子”
，行！
“耿六子”
大名叫耿佰超，
从小
家境贫寒，初中还没毕业，就跟着
村邻学木匠，背井离乡到城里打
工。从小工干起，
打拼到独立门户
成立自己的装修队。干得风生水
起，
手里有了钱，
他却想返乡！
为啥呢？
“我看到刁书记有正
事，王书记他们几个把我们当亲
人，感动了，就想帮村里做点事。”
耿佰超说的是前台村去年十一月
份上任的党总支书记、村主任刁
建业和驻村第一书记王宪忠。
39 岁的刁建业，原在肇源县
公安局工作，是肇源县为加强前
台村党总支堡垒作用，精挑细选
派来的。
“ 刁 书 记 刚 来 村 里 时 ，是 个
190 多斤的白胖子，你看现在跟个
黑包公似的，体重掉了 40 多斤，还
一身的病。”耿佰超说，刁书记来
村里时间虽然不长，可干事认真，
准成，拼命。2 月末的一天夜里，
已经 8 点多了，正在村口守卫的刁
书记浑身冒虚汗，呕吐不止，大家
立即把他送到村诊所，一量血压
230/160，怀疑脑出血，被紧急送
到县医院，一查为双侧腔间隙性
脑梗塞。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刁

书记不同意，说肇源出现的第一
个确诊病例就在前台村，他不能
不回村呀。趁着医生不注意，拔
掉输液管，拎着一兜子药回到村
里，继续坚守卡口。
“ 你 看 看 王 书 记 的 手 ，这 老
茧，春天和我们一起种芡实，都磨
出血了。”耿佰超拉起王宪忠的
手，
“ 你说人家一个外地人，都拿
我们不见外，我一个前台村人，更
该自觉帮帮村民，给他们致富打
个样。
”
耿佰超没有食言。村里修文
化广场，他开着自己的挖沟机一
连干了十来天，填平了大坑，平整
了篮球场，竖起文化墙，排涝租水
泵，能出钱出钱，能出力出力。
夜幕降临，风吹草动，四野的
庄稼沙沙地响，欢快的唢呐与激
越的鼓点，为村里文化广场上扭
秧歌的村民伴奏，笑意写满人们
的脸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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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微光》
布面油画

“我今年的纯收入能达到 15
万元……做梦都不敢想呀。”35 岁
的曾宪伟一手拿着存款单、一手
拿着贷款单，笑得合不拢嘴。他
说，是城里来的扶贫工作队帮他
养猪脱了贫，现在他想找个媳妇，
和他一起往前奔。
“小鸡能出 5000 多块，小菜园
也能出千八块，18 亩地也能收入
5700 多元……医药费大部分能报
销，不愁了、不愁了！”62 岁的于敬
发，
脑梗，
慢条斯理算收入，
脸上挂
着笑。
“是王书记免费给我家送的
100 多只鸡雏，还给我送来了柿子
苗、黄瓜苗。
”
他指着园子一角数十
棵鲜绿的秧苗，
“这是芝麻……芝
麻开花节节高，我特意种的。”于
敬发呵呵地笑。
此时，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想的是“兜底”，不返贫，还能为所
有村民“分红”。对此，前台村有
效利用国家扶贫资金，办起了羊
场、种起了芡实。
正是午休时间，羊倌李邵国
在电脑屏幕前，细心地观察着羊
舍里的 230 多只小尾寒羊。他移
动着鼠标说，自己既是羊倌，又是
羊场的股东，羊养好了，繁殖得越
多，他的分红也越多。
“每斤按最低 3 元出售，亩产
200 斤，今年预计收入 36 万元。”
当天下午，薄荷台乡党委书记田
艳东边查看芡实长势，边算着经
济账，
“ 今年是种芡实第二年，一
次投入，
终身受益。
”
芡实，
还叫鸡头米、水鸡头、鸡
头果等，
皆因形状像荷叶，
花朵如鸡
冠，
是一味抢手的合成药原料。田
艳东说，
乡党委的设想是把芡实园
打造成假日休闲园，
让村民有个游
玩好去处，
也把城里人引来度假。
放眼望去，600 亩芡实园，碧
叶婆娑，映日接天，蛙声阵阵；回
眸一瞥，炊烟袅袅，云朵游移，咩
叫声声，
又一个崭新的黎明来临。

故乡的怀抱
□哥舒离垢
鸟儿在天空下飞。蝴蝶轻盈地
舞蹈
路上的石子，在颠簸之中
平铺直叙。直抒胸臆的
句子，
躲进故乡的怀抱
微风习习，轻轻走出
房前屋后
将小草推动，摇啊摇
这些烂漫的天真
从小词的暖意中飘出一首诗
我站在木栅栏围起的小院里
黄瓜秧开黄花，
呼吸香浓而柔软
还没有学会走路的妹妹
追着蝈蝈儿咿呀学语
顺垄沟慢慢爬

最忆是北疆
□王韶山
双休日清晨，阳台斑鸠的
丘壑纵横，
树木繁多，
冰雪覆盖
“咕咕”声，手机微信的
“嘀嘀” 的日子很长。每年冬季，官兵
声，嚷个不停。又是哈尔滨战
们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度左右
的严寒，到冰冻三尺的松花江
友发来的图片：
或漠河晨曦，
或
松花江雾凇，
或大兴安岭鸟兽， 上，将一块块晶莹剔透的冰坯
或兆麟公园冰雕，或索菲亚教
用卡车源源不断地运抵营区，
堂的檐角……这些年他几乎
战士们在营区里锯凿声声、冰
每天早上一幅靓图，不停地翻
花飞溅，我们精心雕琢的“老
着花样，
而每看到这些，
都会勾
虎”
“长城”
“中国龙”等冰雕雪
起我对北疆军营的回忆……
塑，
上过央视《新闻联播》。
19 岁那年冬天，
我与家乡
阳刚、血性、英雄气，乃军
数百个小老乡同乘一列绿皮
营的代名词。每次官兵集会，
火车，
“哐当哐当”抵达冰城哈
不管室内还是野外，随时随地
尔滨。作为一个从未出过远
都会搞拉歌比赛。那不是唱
门的南方人，
起初还真不适应， 歌，而是一个个敞开嗓门，喊
尽管那冰雪世界很美。我印
歌、吼歌，数百人、数千人一起
象颇深的是军营的
“第一次”： “吼”，吼得面红耳赤、脖筋凸
第一次享受放有红辣椒的猪
露，声浪要掀掉屋顶似的。雪
肉炖粉条，
眼泪都辣下来了；
第
野长途拉练，
我们的眉毛、
胡茬
一次练瞄准射击，趴在厚厚的
上皆是亮晶晶的霜花。钻雪
雪地上，
简直把身子都冻僵了； 洞、住雪窝棚，捧雪止渴，用雪
第一次雪夜持枪站岗，弹药库
擦脸、
擦身子，
就着白雪啃冷馒
周围黑咕隆咚，有猫科动物窜
头，在没膝深的雪地上练习擒
过，
吓得我连声喊叫，
紧张得差
拿格斗，
都刻骨铭心。那年，
松
点枪走火……
花江、
嫩江发生特大洪灾，
我们
我 在 部 队 ，除 了 拿 笔 写
部队奉命抗洪抢险，没日没夜
字，一直左撇子。操枪、投弹、 地连轴转，在被洪水围困的村
抓筷子、打羽毛球，概莫能外。 庄救人，
在堤坝上扛砂袋、
钉木
可别小瞧我的左手，新兵训练
桩，在湍急洪水中一泡就是数
扔手榴弹，我最远时曾甩过近
个钟头，大家的双脚皮肤白得
五十米。训练小憩，
掰手腕玩， 瘆人，满是褶皱，有的浮肿、脚
我常逗战友，
“先看看你左手咋
抽筋，
有的嘴唇发紫，
有的发低
样。”在
“老虎团”机关，好长时
热，
可无一人打退堂鼓。
间我是打字员、
报道员一身兼，
至今难忘那个美丽而酸
敲完一沓子公文，
还要编简报， 楚的故事：
我部一位军官，
结婚
写宣传稿。见我常有
“豆腐块” 十余载，没见过妻子穿裙子的
见报，领导派我到军区培训班
样子。一个雪花飘舞的冬日，
“充电”
。说实话，
那些日子，
可
妻子千里迢迢带来好几套五
谓收获满满，因为那些授课的
颜六色的短裙、
连衣裙，
在有暖
都是高手，此后我笔耕的劲头
气的冰城军营里穿给丈夫看。
更足了，
还戴过几枚军功章哩。
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我
北疆军营是富有魅力
的最忆是北疆,黑龙江、哈尔
的。尤其是柞树林地带，那里
滨，
是深植于我心的第二故乡。

周章科

友谊的
“钢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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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1 年，由叶卡捷琳堡市经
莫斯科转机飞往北京那天算起，
已经
过去 30 年了。当时乘坐的机型是伊
尔-62，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这次经
历我始终珍视。
我坐在飞机座椅上，
想象着中国
对我来说会是什么样子，
我会在那里
看到什么……我满脑子的想法，
没有
注意到坐到我旁边的乘客。她是一
个年轻漂亮，
有着一双大眼睛的中国
女人，好像喜多川歌磨版画（18 世纪
末期日本浮世绘）中的人物，她礼貌
地笑了笑，说了句什么。唉，我当时
无法回应她。中文我只会说“你好”
和
“谢谢”
，
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作为回应，
她又说了长长的一串
话，
我一点也没听懂。但这有什么关
系呢？飞机起飞后我们很快就开始
交谈起来，您不觉得这很奇妙吗？！
我用英语说，还夹杂着德语，几乎每
句话结束时都说“谢谢”。我能用日
语写字，
我的邻座也愉快而自然地用
中文回应我，
偶尔还会夹还几个英文
单词。她用同样的方式在我的本子
上写字。
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很
难重述了。我记得我给她看了黑白
照片，谈到了我的家庭，我在哪里学
习，我喜欢弹吉他，甚至自己写歌。
当时，我不得不用手势，在飞机座椅
上比比划划相当费劲，
但这根本没有
影响我们交流。我的邻座都说了什
么？也许，说的是同样的事，在交谈
中她用手势把最想说的传达给我。
很快就飞抵了目的地。在短短

的七个小时里了解到的东西远比我
从读过的十几本描写中国的书籍中
了解到的东西要多。当时通过海关
查验区后我觉得特别遗憾，
我的中国
友人彻底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到达中国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
前夕。当我从北京的公交车窗向外
看中国的景象时，
喜不自禁。
还是那句话“耳听为虚，眼见为
实”
。现在，
在发达的网络世界里，
登
陆者不用身临其境就能看到世界任
何一个角落的画面。其中，
高分辨率
的画质可以让您领略到任何一座城
市的小细节。但是，
中国这个拥有五
千年文明史的国家，这个孕育了孔
子、老子等先贤的国家，需要我近距
离接触，
需要我近距离感受。
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很快，
我沉浸
在各种美好的中国文化元素中，
看到
了中国的美、
中国人民的美。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与中国分
别的日子悄然到来。坐在我很熟悉
的伊尔-62 的座椅上，
我看着窗外的
机场大楼，默默想着：我还会来这里
吗？我还能再次光顾这个令人神往、
令我陶醉的国家吗？——想着想着，
仿佛出现了幻觉，好像有那么一瞬
间，
我在舷窗中看到了一位中国友人
的身影。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迷人
地、
略带伤感地对我微笑。
情感、心灵也是流淌的语言，我
与中国的真情无疆界。我要向亲爱
的中国友人致以深深的谢意！
（作者为叶卡捷琳堡市文学创作
爱好者）

俄罗斯联邦驻哈尔滨总领事馆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中俄友好、
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
主办单位：

□比留科夫·安德烈

﹃共话中俄友谊——我们的故事﹄

真情无疆界

□孙宝镛
最近，翻出一张六十多年前
的照片。画面很简单，一站一蹲
两只北极熊。它背面的文字让
我的思绪瞬间回到那段难忘的
跨国友谊当中：
“尼娜·奥尔洛娃
赠予孙宝镛，1958 年”
。
1955 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
上了辽宁省实验中学高中部。
从高二开始，我担任了班级的学
习委员和俄语课代表。
高二下学期，我能够翻译一
些简单句子时，我们的俄语老师
沈 辉 给 我 介 绍 了 一 位 苏 联“ 笔
友”，莫斯科中学生尼娜·奥尔洛
娃。我们通信的内容非常简单。
但我仍需抱着字典，占用好几节
自习时间，才能读完一封信。写
一封信更是需要好几天。尽管如
此，我仍乐此不疲。令我骄傲的
是那写着流畅俄文的漂亮信封，
吸引了同学们羡慕的目光。随着

《洒满阳光的日子之三》 水彩画

张翔得

交流深入，尼娜的信封里多了些
弹指间六十多年过去了。我
内容：照片，明信片，有时还有小
已经成为一个耄耋老翁。我始终
怀念这段短暂的异国友谊。遗憾
手绢，
甚至还有硬币。
那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的是，
那些信封都不在了，
我无法
中有一句话非常流行：人的一生
再和尼娜联系。为了这份怀念，
我
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
经常唱起当年曾经让我陶醉的俄
文歌曲：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喀
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
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
秋莎》
《红梅花开》
《伏尔加纤夫曲》
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 《山楂树》……还参加了沈阳小有
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
名气的喀秋莎俄语合唱团，
成了团
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
里最老的歌者。
解放而奋斗。我想用俄语把这
2016 年，合唱团组织一次俄
句 名 言 背 下 来 ，就 给 尼 娜 写 信
罗斯旅游，
目的地是莫斯科和圣彼
说：
“ 保尔有段名言：
‘ 当一个人
得堡。出发前，
我狂补了一个多月
回首往事时……’，能告诉我全
的俄语，
脑子里每天都是俄罗斯。
句吗？”我只翻译了最好翻译的
不好意思地说，我做过一个白日
那个短句。我不敢肯定她能不
梦：
一天，
我眼前突然出现一位深
目高鼻的美少女，
笑着对我说：
我
能明白我的意思。但她一定知
道我说的是保尔。
是尼娜。我正在考虑是握手还是
约一个月后，有人喊道：
“孙
拥抱的时候，
她消失了。
宝镛，收发室有你的邮包。”我急
在涅瓦河的游船上，
几位俄罗
忙赶到收发室，果然有一个方方
斯演员为我们表演俄罗斯歌舞。
正正棱角分明的邮包，飘逸隽美
团里真正会俄语的，
只有一位沈阳
的 字 迹 告 诉 我 ，那 是 尼 娜 寄 来
大学教俄语的马教授。不客气地
的。回到教室，
找来一把小刀，
小
说，
我算得上是矬子里的大个。简
心翼翼地揭下包装，露出了一本
单的对话还可以，
但与同行的俄罗
精装的书，
灰色的硬质封面，
覆盖
斯演员深入交流，
就无法做到了。
着布纹。这应该就是我日思夜想
这时，
一位团友低声哼起来《莫斯
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查字
科郊外的晚上》。
典，证实了我的猜测。我的那种
声音由低婉渐转高亢，
由羞怯
兴奋、骄傲无以言表。
变为自信。船上的手风琴手立刻
我马上开始读——不，
是
“啃” 跟上伴奏。几十个不相识的人，
用
这本书。翻开一页，
面熟的词不超
母语和外语齐声高唱《莫斯科郊外
过百分之二十。大部分词都得翻
的晚上》。整个船舱都在震荡。我
字典。字典很小，
很多词的意思要
忘记眼里的热泪，
忘记自己声音的
靠推测。最后，
我没有完全读懂任
粗犷，
毫无顾忌地放开喉咙，
一首
何一页。至于那句名言，
我也根本
接着一首。会唱的有限的几首唱
没有找到。
完了，
再唱第二遍。那一刻，
我忽
高中毕业以后，因为年代久
然觉得眼前的两位俄罗斯女子，
她
远，
这些往来信件和照片，
大多找
们就是尼娜。
不到了，
只剩下这张
“双熊图”
。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