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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献策助攻坚

“脱贫攻坚是一场人民战争， 打赢这场战争必须人人参

与，人人出力，人人战斗。 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紧扣脱贫攻

坚，充分运用调研、视察、协商、监督等履职机会，围绕脱贫攻

坚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始

终做到帮忙不添乱，在参与中监督，在监督中共同攻克贫困

堡垒。 ”黔西南州政协主席陈国芳，这样要求全州政协委员和

政协系统干部职工。

2017

年

7

月

3

日， 陈国芳率州政协主席会议组成人员，

专题调研易地扶贫搬迁。

“老乡，你家搬到这里来，习惯了吧？ ”在兴义市洒金居住

区，陈国芳走进三号楼

303

号房，亲切地与老乡聊天。

“在兴义安家太好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后不

会像我一样干一辈子苦力活了。 相信我们在新家，一定能把

日子越过越红火。 ”房主黄先富乐呵呵地说。

早日摆脱贫困是黄先富父母的期盼，他出生时，父母就

给他取名叫“先富”，就是希望他早日富起来；在兴义安个家

是黄先富多年前的梦想。

2008

年，小儿子出生时，带着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对兴义这座城市的热爱，他为儿子取名叫黄兴

义，希望儿子长大后在兴义有个家。

黄先富老家在普安县楼下镇羊屯村八组，是独子，母亲

过世得早，很早就担起家中的重担。 羊屯村地处深石山区，山

高沟深，干旱少雨，生存条件恶劣，家离公路还有老远一段

路。 虽然家中有

10

多亩土地，但是由于土层薄，土质差，种粮

产量低。 每年种的包谷，半年就吃完了。 在黄先富幼年的时

候，父亲带着他到兴义一个亲戚家玩，亲戚是国家干部，住的

是楼房，虽然不宽，却干干净净的，敞亮得很。 那时他就想，能

够搬到兴义来住多好啊！ 如果继续在村里，他这一辈子是摆

脱不了贫穷的，下辈子可能也改变不了，子子孙孙只有继续

过穷日子。

在黄先富

19

岁那年， 他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决

定：到兴义打工，这一打就是二十多年。 长年在兴义，对这座

城市的感情越来越深， 想在兴义安个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每当收工回到出租屋的时候，他就想：每天都在帮别人建房

子，什么时候才能在兴义拥有自己的房子啊？！

黄先富有四个孩子，都在老家上学，每天要步行两小时

才能到学校，这让他很心疼，但又没有能力改变。 他想把孩子

接到兴义来读书，可打工的收入又支撑不了一家人的开支。

2016

年

3

月，正在做工的黄先富接到亲戚的电话：“村里

开会，传达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够搬到

普安或者兴义去住。 ”

“真的？ ”黄先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千真万确，有很多优惠政策，一句话，就是房子不开钱，

等于国家送你一套房子！ ”亲戚坚定地说。

黄先富做梦也没想到，儿子出生时许下的美好愿望真的

就要实现了。 他立即给工地老板请了假，一回到老家就签订

了搬家协议， 洒金居住区第一批接受易地扶贫搬迁户时，他

就顺利地入住到

120

平方米的新房。

“有梦想就能够实现， 你的孩子黄兴义终于成为兴义人

了。 ”陈国芳开着玩笑说。

“是啊，国家繁荣富强了，老百姓的梦想就能实现了。 ”黄

先富深有感触地说。

“你现在要用自己的切身感受去劝劝那些还在犹豫的乡

亲们，让他们也早点搬出来，和你一样享受幸福生活。 ”陈国

芳说。

“前两天有两个亲戚来我家，看到这房子宽敞明亮，就回

去准备搬家了。 ”黄先富高兴地说。

“现在有什么困难没有？ ”陈国芳关心地问。

“我家没有什么困难，一切都好得很。 政府给我妻子安排

了工作，我还在原来的地方打工，娃娃都在马路对面的学校

上学。 不过，其他老乡还有不少困难，和我一起搬来的就还有

几个都没得事情做，他们心慌得很。 ”说这话时，黄先富心情

很沉重。

“目前，就业岗位不足是个现实问题，我们都要引起高度

重视。 搬迁只是手段，致富还得靠就业，要真正实现家家有就

业，人人有事做，还得把产业发展起来。 ”陈国芳对陪同调研

的兴义市领导说。

接着，陈国芳一行又深入到兴义市胖山、坝美，兴仁县在

水一方、田坝易地扶贫搬迁居住区调研，详细了解安置房及

相关基础设施、配套设施以及后续就业、就医、就学等情况，

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把脉开方”。

陈国芳要求兴义市抢抓政策机遇，把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作为做大城市规模，推动农业产业化，推动规模效应的契机，

在坚决完成本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同时，继续做好跨县市搬

迁接收工作。 在居住区的建设上，不断创造和刷新兴义速度，

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保障。 在产业发展上，要多开发一

些短平快的项目、劳动密集型项目，确保一家人有一个人就

业，让更多的搬迁群众就业，。

陈国芳要求兴仁县精心谋划

2017

年减贫摘帽的组织验

收。 按照“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两率一度”和“七个不

能脱”的要求，聚焦产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两个难点，掀起

脱贫攻坚冲刺，打有准备之仗，决战决胜。

陈国芳对陪同调研的干部说，要坚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政策不变、方向不变、措施不变，切实把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

人的地方的群众搬迁到条件好的地方，过上美好生活；要下

大力抓好居住区基础建设、安置房建设、配套设施建设；要坚

持以人为本，以方便群众为出发点，要科学、安全、适用，尽量

满足搬迁群众意愿；要抓好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的配套建

设；要抓好扶贫产业，搬是手段，产业才是解决脱贫的唯一途

径。 居住区要有产业支撑，必须要将搬迁工作落实到产业上。

要抓好社区课堂培训，突出素质能力培训、城市适应能力培

训，培训搬迁群众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就业技能，多做暖

人心的事情，多做解民忧的工作，使搬迁群众尽快融入城市

生活。 要积极研究探索“三块地”的问题，盘活搬出地的承包

地、山林地和宅基地，统筹好搬出地和搬入地资源，让搬出地

的土地资源成为搬迁群众稳定的收入来源。

（未完待续）

乡场往事

龙洪鑫

前不久 ，我骑车拉小麦去鲁打马场磨制面粉 。 眼看天色尚早 ，就想着

到乡场上去转转 。

远远地 ， 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座座高大的钢筋混泥土结构的楼房 ，骄

傲地矗立在那里 ，我疑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 在乡场的中央 ，有一座旧式

的瓦屋 ，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 ，一半已经坍塌 ，裸露的圆形柱子 ，已然

腐朽了 。 这可是我记事以来鲁打乡场上最早的零食店了 ，我童年时兜里

的零花钱是交了不少给这屋的主人的 。 这是多么熟悉的一间屋子啊 ！ 它

让我想起了童年时代那些有关鲁打乡场的人和事 。

鲁打 ， 这个位于黔西南州北部最偏远的乡镇 ， 在没有撤区并乡前后

的那段日子 ，成了当地最具活力的乡场 。 每当赶集天 ，这里汇集了来自四

面八方的人 。 北至猴场 ，东至郎岱 ，西至龙吟 ，人们穿着各具民族特色的

服饰 ，越山渡水 ，肩挑马驮 ，把各种东西拿来变卖 。 熙熙攘攘的人群把这

里堵得水泄不通 ，说笑声 、吆喝声 、叫卖上 、砍价声 、喇叭声 ，声声入耳 ，终

日不绝 。 那时 ，买卖农具 、大米的 ，剃头的 、买卖牲口的等 ，都是 “独霸一

方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自的交易 。

当时流行的民谣是这样的 ：“六天六天赶一场 ， 不买粑粑要买糖 。 ”

糖 ，对于贪吃的孩子 ，是最具魔力的了 。 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盼望着赶场

天快一点到来 。 我拿着那少得可怜的零花钱 ，去买那时新的冰棍 ，还有那

蜜一样的糖果 。 这种糖果 ，一毛钱可得五颗 ，用一层薄薄的印有红色字体

的塑料纸包裹 ，呈柱状 ，乳白色 ，约有寸余 。 剥开糖纸 ，放于口中 ，可嚼可

品 ，味道甘美 。 贪吃的我 ，五颗糖可以吃很长的时间 。 口中含着一颗糖 ，可

以翻越一匹坡 。 父亲总是说 ：“小孩子要少吃糖 ，吃坏了牙可不好喔 。 ”我

可不管这些 ，晚上睡觉时也牵挂着那糖呢 ！ 其实 ，在当时还有一种土生土

长的糖 ，味道也属上乘 。 这种用甘蔗榨汁熬制而成的红糖 ，大都呈块状 ，

厚薄均匀 ，散发出甘甜的味道 ，主要是毛河一带的布依族同胞用自己栽

种的甘蔗加工制作而成 ，走数公里山路带到鲁打乡场来卖 。 这种糖 ，当时

的人们大多用来熬制稀饭 、制作馒头 。 这些甘甜的糖哪 ，味道非常美妙 ，

让我深深回味至今 。

在当时的鲁打乡场上 ， 最大的亮点就是那些身穿民族服饰的各族同

胞 。 他们三三两两开心地交谈着 ，谈地里庄稼的长势 ，谈家中学子学业可

有长进……喇叭苗妇女穿的俗称 “大衣袖 ”，这是一种较有特色的服饰 ，

袖口很大 ，青蓝色居多 ，有着精美的花纹和镶边 ，穿上可至膝盖以下 ；脚

上穿的是绣有鸳鸯之类吉祥物的 “花鞋 ”。 已婚的妇女头顶会扎一个尖尖

的发髻 ，又用青灰色的布包裹 ，再于腰间系一装饰性的围腰 。 少女大多头

戴纯色的白布 ，再于发间饰以一朵极美的花 ，这花往往是女孩们用多色

丝线飞针走线而成 。 那些年轻的小伙 ，远远地看到这些漂亮的姑娘 ，就会

吹起口哨或者唱起山歌 ，追求那中意的人儿 。 更有甚者 ，肩挎一个录音

机 ，装上 “黔光牌 ”电池 ，放上 “甜歌皇后 ”高胜美的歌曲 ，别提有多拉风 。

当地布依族同胞的服饰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妇女们一袭宽松的青褐色

衣裙 ，难掩她们的勤劳和朴实 。 每当天刚蒙蒙亮 ，成群结队的布依族同胞

背扛大米 ，肩挑甜酒 ，手提各种什物 ，来到鲁打乡场做交易 。

在乡场的一边，有一排瓦屋，分成多间小门市，老板就在里面煮面条卖。

冒着热气的面条一出锅，浇上泛着油花的汤汁，撒上大小均匀的葱花，用竹筷

悠悠地搅拌，轻轻地吹一口气，快速地吸进嘴里去，那是一种令人眷恋的味

道。 在面馆正对面，是酒市，喷香的酒味在空气中肆虐，近旁是三五个围在一

起一边聊天一边喝酒一边品尝“狗汤锅”的人们。 那些专做狗肉生意的人们，

赶场天一大早就来到乡场，把事先准备好的狗肉盛在砂锅里，很快，在袅袅的

炊烟中，肉香就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这种场景，我只是在一边悄悄地看，不敢

靠近，毕竟伙伴们常说：“吃狗肉被狗咬噢！ ”

我伫立在鲁打乡场，仿佛闻到了那糖果香甜的味道，依稀看到了那热闹

非凡的乡场景象，也想起了那些陪伴我走过童年时光可亲可敬的人。

我的奶奶 ，她深爱着调皮的孙儿 。 每逢赶场 ，奶奶总会买一些好吃的

小零食给我和弟弟 。 我们在一边高兴地吃着 ，奶奶在一边咯咯地笑着 ，花

白的头发掩不住布满额头的皱纹 ，深陷的双眸永远充满慈爱 。 奶奶常用

轻柔的言语教导我要用心念书 。

父亲从乡场买来了两斤瘦肉 ， 说 ：“这是孝敬奶奶的 ， 不要争着吃

噢 。 ”当奶奶煮好了肉后 ，总是不停地往我们碗里夹 。 我的奶奶 ，已经去世

多年了 ，但我时时会想起这些画面 。 现在 ，生活条件好了 ，每一顿饭都可

以吃上喷香的肉了 。 特别在逢年过节 ，鸡肉 、鱼肉 、猪肉 ，桌子上都摆满

了 。 奶奶 ，如果您活到现在 ，孙儿是不是就有机会多尽一份孝心呢 ？

我想起了和我一起做 “赚钱的买卖 ”的小伙伴们 ，总为自己能够挣到

一小笔零花钱而高兴———我们会去水草丰盈的地方采挖折耳根 （鱼腥

草 ），会在毛桃成熟的季节去捡桃核 ，也会在玉米疯长的夏日去地里挖麻

芋果 （半夏 ）……乡场的一角有几个专门收购药材的商人 ，桃仁 、杏仁 、麻

芋果等都是他们收购的对象 。 他们手里拿着杆秤 ，当你把洗净晒干的麻

芋果交到他手中 ，他利落地用一称 ，随即就算出账来 。 把钱递给你时 ，也

不忘摆一个鬼脸 ，说道 ：“小娃娃也会挣钱了 ！ ”我们迅疾地接过这来之不

易的 “劳动果实 ”，一溜烟跑了 。

……

回忆不是沉迷 ， 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 也是为了给那颗躁动的心找到

灵魂的归宿 。 鲁打乡场 ，常常让人怀念不已 。 那熙熙攘攘的人群 ，那热闹

非凡的集市 ，那淳朴善良的乡音……每个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们 ，想到

那些难忘的岁月 ，怎能不为之热血沸腾呢 ？

天气多变 ， 眼看就要下雨了 。 我在鲁打乡场上边走边看 ， 转了一圈

后 ，便把磨好的面粉捆绑在摩托车上 ，纵身跨上 ，挥手告别这鲁打的乡

场 ，顺着平坦宽阔的公路 ，回家了 。

今非昔比家乡路

贺寿勇

我家门前有一条从达力通向泥凼的

宽阔平坦的水泥路， 像一条银白色的带

子； 道路两旁一座座漂亮的楼房拔地而

起，井然有序；寨子脚下是一条奔涌而清

澈的河流，哗哗向东流。 每当回到家乡，

漫步在宽敞整洁的水泥路上， 就陷入无

尽的遐想。

四十年来， 家乡的发展经历了曲折

的过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家乡， 还挣扎

在温饱线上。 那时农业基础条件薄弱，生

产队大集体土地少，粮食不够吃，又没有

任何经济作物，因此村民们十分贫困。 交

通不便，乡亲们到十公里外的泥凼赶集，

徒步需要两个多小时， 农产品运出和生

活品的购进，全靠人背马驮，费时费力，

十分辛苦。

要致富，先修路。 在上级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七十年代初的某一天，随

着爆炸声响起，火花闪过天际，打破了小

村往日的宁静，达力至泥凼公路开建了！

经过将近四年的苦干苦熬， 长

10

公里、

宽

4.5

米的公路建成。 通车的那天，小村

沸腾了，乡亲们一大早蜂拥而至，把村公

所挤得水泄不通， 喜出外望地等候着第

一辆解放牌汽车开进村子。 当汽车缓缓

驶来时，大伙高兴得蹦跳起来，热泪盈满

了眼眶……这一激荡人心的时刻， 载入

了布依山村发展变化的史册。

虽然修通了公路， 但由于村里的农

产品运出和生活品的购进不多， 车辆进

村比较少。 那时，偶尔有一辆拖拉机或是

汽车进村， 乡亲们都十分高兴， 非常好

奇，争先恐后地跑去村口探个究竟。 当车

辆离开村子时，大伙情不自禁地追逐，

10

米，

50

米，

100

米……仿佛有一股超然的

力气，直到车辆消失在山的那一边。

由于车辆比较少， 乡亲们到泥凼赶

集仍然是步行，靠人背马驮，乘车进出依

然是一种奢望，遥不可及。 记忆中，我们

在泥凼上中学时，每逢星期六上午回家、

星期日下午返校，大伙背着书包，每人肩

上都扛着一袋沉重的口粮， 累得气喘吁

吁，满脸通红，大汗淋漓。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

地，家乡渐渐褪去了贫穷落后的底色。 寨

子里的李家买来了货车，从此，乡亲们可

以乘车到泥凼赶集和进城了， 昔日人背

马驮的景象慢慢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

中，偏僻的山村拉近了与山外的距离。 这

辆车载出了村里的传说和农产品， 载出

了大山致富的收获，把大山里的淳朴、善

良和勤劳传递出去， 把富有泥土味的田

园风光传递出去，带回油盐酱醋，带回花

衣服和许多童年的梦想， 带回一个又一

个山外的信息和惊喜， 带回一个个让村

民们致富的法宝， 带来布依山村崛起的

希望……

家乡的路，犹如大山的血脉，源源不

断地为布依山村注入发展的强劲动力 。

家乡的各行各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进

出村寨的车辆多了起来， 人们开始离开

小村，读书的读书，打工的打工，经商的

经商， 开始了各种致富的探索。 包产到

户，多劳多得，乡亲们生产、生活的积极

性被调动了起来， 十年的时间就解决了

温饱问题。 在种好土地的同时，种植早熟

蔬菜、板栗，养猪、养牛、养鸡等增加经济

收入。

为了加快发展，上级党委、政府在家

乡修建达力河二级、三级电站，载重十几

吨的货车在达力至泥凼公路上穿梭不

息，为电站建设运输材料。 建设电站两年

多的时间， 原本完好的公路被沉重的车

辆碾压，平整的路面变得坑坑洼洼，晴天

尘土飞扬，雨天泥泞四溅，稀烂不堪、千

疮百孔。 行进在这条公路上的车辆，上下

震荡，一路颠簸。 如遇到下雨天，十有八

九被陷入泥坑， 抛锚不前， 叫人苦不堪

言。 就这样，乡亲们春去秋来、一载又一

载地挣扎和煎熬着，硬化公路，乡亲们梦

寐以求，期盼的心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新农村建设战鼓的擂响下 ，

2014

年伊始，家乡农村公路建设如火如荼，村

村通、组组通公路战犹酣。 经过三年的鏖

战，达力至泥凼公路终于完成了硬化，由

原来的泥土路变成了宽敞的水泥路 ，其

他通村、通组公路也相继硬化，家乡的路

实现了破茧成蝶的蜕变。

在公路硬化完成后， 乡亲们个个兴

高采烈，纷纷拿出智能手机，定格在手机

里，定格在心里，第一时间发在朋友圈，

分享给远在他乡打工的亲人，一同庆贺，

无比激动和欣喜。 现在， 从家乡乘车出

发，汽车飞驰在平整清洁的水泥路面上，

一转眼的功夫就到了泥凼， 非常方便快

捷。 跑运输的人家多了，乡亲们的腰包鼓

了， 村里从原来的一辆客车增加到了四

辆，有的人家买了货车、买了轿车，乡亲

们外出泥凼镇赶集或是进兴义， 坐的是

客车或轿车，脸上露出了美滋滋的笑容，

一种自豪感从心底油然而生。

村里的一位老兄，非常勤快，他种植

早熟蔬菜、 养殖肥猪， 日子过得有滋有

味。 原来，他买了一辆三轮车拉早熟蔬菜

到泥凼、敬南、仓更等周边市场去销售，

经常在路上打滑抛锚，饱受了烂路之苦。

公路硬化后，加之手头有了钱，去年买了

一辆面包车。 当我在水泥路上与他相遇

时，他急刹一脚，我向他招手：“老兄，发

横财了呀？ 开四轮了哩！ ”他笑眯眯地回

应：“修水泥路了还开三轮干嘛？ 现在四

个轮子的跑起安逸喽！ ”

如今，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浪潮中，家

家户户修通了串户路， 安装了太阳能路

灯。 夜晚，太阳能路灯光芒四射，家家户

户灯火明亮，电视机发出响亮的声音，嘈

杂的山寨魅力无穷，家乡今非昔比了。

在村里， 人们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

是家乡路的发展变化带来的实惠和甜

蜜，“党的英明决策”“感谢党和政府的关

怀”“做梦都想不到” ……充满温情的声

音回荡着耳畔。

家乡路见证了共和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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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的巨变。 这一路的历史，记载着改革开放

的伟大成就， 绘出农村变化的波澜壮阔

和社会进步的五彩斑斓。

找水的故事

苏明强

在城市生活的人， 是无法想象缺水

的日子，是如何艰难。 那些缺水的时日，

如同图腾一样重重镌刻在灵魂的深处 ，

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梦魇和苦楚， 也彰显

了这一方民众的坚韧和乐天。

喀斯特地貌在贵州分布广泛， 黔西

南州尤甚， 而兴义市泥凼镇在之中又堪

称典型。 在这个距离城区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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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的

地方，毗邻云南、广西，有独树一帜的石

林与随处可见的天坑———光是数得出名

字的就有吊井坝天坑、卡房天坑、白马地

天坑。 森林极少，灌木难生，遍坡裸露的

石头上紧紧攀爬着金银花等少数几种还

能生长的藤蔓在阐述何为绝处逢生。

天坑的神秘和深邃为人好奇和寻幽

探秘之时，也带来明显的后果，那就是不

能涵养水源，像一个隐秘的吞水巨兽，躲

藏在地底下， 将人们赖以为生的水源一

扫而光，让淳朴善良的人们在充满渴望。

大地上的人自是不吝乐观与自然抗

争， 既然靠天吃水的先祖们也活过了那

么多年， 那么作为血脉的延续自然也不

畏惧生活的磨难。 天不下雨，那就背水，

男人们在外干活， 家中的女人和小孩儿

举家出动，寻找几公里内的水源，背篼、

酒壶、盆、桶等器什都成为容水的载体。

取水的所在是半山腰的一个小塘， 一股

缓慢淌出的清泉汇聚而成， 排队取水者

颇为默契。 一次，取水的小塘中有了小孩

的污物， 排队取水的妇人们唾骂着清除

干净，强忍着泪水与憋屈。 一盆水，便是

家中人畜续命的神药和甘霖，放弃不得。

那段时间， 道路上成队成排的都是取水

的队伍，像极了穿越沙漠的骆驼商队。 但

于此地， 妇人们用柔弱的臂膀承担了生

命之水而成为延续万千生灵的希望。

久违的等待最是让人心碎 ，受不了

天不下雨的煎熬，男人们也曾倔强地开

始过抗争 ， 在附近万山连绵的群峰之

中，听老辈人讲山脉的走向和可能有水

的存在，而后扛上大锤、钢钎，甩开膀子

开挖。 在连续挖了几个点后 ，再次将最

后的希望寄托在附近村中一个名为 “黄

家陂 ” 的地方———已经是最后的可能

了 ， 尽管彻彻底底知道奇迹不可能发

生，但仍旧不放弃最后的一丝期盼和希

望。 海拔太高水源太低，石山坚韧难以

撬动。 古有愚公移山，可祖祖辈辈生活

在万山群峰中的泥凼人，翻过一座山还

有一座山。

寻水像一种梦想的实现， 更像是一

种飞蛾扑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壮烈历

程。 男人们自发组织起来，用麦草和干柴

点燃，在黄家陂的洞中深入开挖，就地取

水。 听老辈人讲，他们小时候是有水的，

洞长不可知， 曾有人走了三天三夜都未

曾走完。 可惜后来被黄土掩塞，但每逢大

雨时节都有洪水及黄土从洞中溢出。 男

人们点着火把从洞中挖了三天三夜 ，除

了路边堆了一地的黄土、 洞中惊飞的一

群蝙蝠，以及一身的汗水和泥泞，水源依

旧遥不可及。

既然挖水成为不可能， 那就分散起

来 ， 化整为零 ， 走向另一条可行的道

路———修水窖。 人力与天力在这一片大

地上相互沉沦，这是天命，也是干劲，天

道也在人力的倔强面前退却。 在国家的

扶持下，修水窖、旱改田、圈沼气成为改

变乡村的三大助力。 修水窖排在第一。 远

远近近的男人们，纷纷返家开工，在门前

屋后选取适宜的地点，开始就地取材，修

建水窖，囤积水源。 吃水的这一老大难问

题，总算是有了极大程度上的解善，哪怕

天干久不下雨，也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在

炎炎夏日，打开水窖的水龙头，一口清凉

甘甜，比冰箱中冻过的果汁还甜，成为城

中来客的追捧和眷念。

日子逐渐好了， 房前屋后的水窖已

不再能够满足， 对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

高的人们， 开始在政府的好政策支持下

接通自来水管， 沿着公路布线的管网就

像一条条动脉， 而走村串巷的水管犹如

大地上的毛细血管， 生生将生之血液和

“精气神”输送到万户千家。 之后，心思活

络的人家， 开始陆陆续续开办起了农家

乐，与之相比，从前寻水无方的时节，真

是恍如隔世。

如今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已不再为吃

水的问题而奔波劳碌， 老人们可以安静

怡然的在院中晒太阳，颐养天年，含饴弄

孙， 冲一壶茶山上现摘现制的苦丁茶美

美品尝， 也不失为时代变迁的一幅美景

乐章。 而这寻水故事生发的卷轴，仍旧在

当下未完待续，徐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