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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宿将袁浩东宿将袁浩东

□荆淑英

（未完待续）

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及以前的那些
长辈，土炕是最熟悉不过的休息的地方
了，每当想起老家的土炕时，就会想起
家乡的温情和母亲无私的爱。

母亲，人世间最温暖的人。土炕，
乡村最温情的地方。

在北方，人们对土炕并不陌生，它
是用土块砌成的长方形土台，可以用柴
烧火取暖、供人们休息睡觉，它还是寒
冬季节温暖的避风港，是炎炎夏日舒适
的凉床。

在北方，农闲时节坐土炕是一种习
俗，冬天取暖的一种方式就是坐炕，也
叫“暖炕”。暖炕的前提要用柴把炕烧
热，炕烧热了，整个屋里也会温暖起

来，每天下午烧炕是每家每户必做的一
件事。窗外寒风呼啸，室内春意盎然，
一家人或与亲戚、朋友、邻居坐在热乎
乎的土炕上，或聊天、或做针线活、或
玩扑克牌、或读书学习，其乐融融。有
时一大家人围坐在炕上玩牌时会不时传
出一声高过一声的欢笑声，这种欢乐的
氛围，增强了家人之间的感情和欢乐。

母亲 22岁那年把自己一生的幸福交
给了父亲的土炕，然而在外奔波的父亲
却把一生的艰辛留给了母亲。从青年到
中年、老年直至耄耋之年，土炕承载了
母亲的全部岁月，把母亲一生的喜怒哀
乐装得满满当当，没留一点缝隙。

母亲的土炕很简陋，炕上铺着一张
竹席，淡红色的床单展展地铺在羊毛毡
上面，炕的右侧靠墙并排放着两只木箱
子，它是用来装衣服的，还有一个小方
桌，其上面放着一个透亮的玻璃罩煤油

灯和一个母亲的针线篮子。
每逢过年的时候，母亲就会像打扮

要出嫁的闺女一样精心装扮她的土炕，
她用一张一张的废旧书页把炕周一圈的
墙面糊起来，再贴上各种好看的年画。
在玻璃窗户上用印花窗花糊着，当太阳
透过玻璃时就会把窗花美丽的图案静静
地投射到土炕上面，好看极了，新年的
光芒即刻洒满整个房间，装扮后的土炕
有了新年的喜气与生活的质感，让我们
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快乐与对新年的期
盼。

白天母亲坐土炕的机会是极少的，
多数时候都会在田间劳作，只有到了晚
上，才会把她一身的疲惫交给土炕，土
炕便会满心欢喜地分担起母亲的疲惫。
第二天，母亲又会精神抖擞地像一位出
征的将军一样投入到田间地头劳作。

冬天的夜里，我们趴在热炕上写作

业，母亲坐在一旁穿针引线，或绣花、
或缝补衣服。有时我们还会围坐在一起
打扑克。母亲没有文化但会在干活的当
儿，给我们讲一些她小时候听过的民间
传说故事。

长大后的我们外出求学工作，土炕
显得冷清多了，母亲依旧把土炕拾掇得
干净整洁，随时等待回家的我们。岁月
蹉跎了母亲的容颜，土炕成了母亲生活
的全部世界，装满了母亲的疲惫与劳
作，装满了母亲的皱纹和银发。

时光在慢慢地流失，老家的土炕经
历了它的少年、青年时期也走向了老
年，就像母亲日益单薄弯曲佝偻的身子
一样变得陈旧衰老，但它时刻提醒着
我，无论走到哪里，身在何处都不能忘
根，因为土炕承载着我儿时的美好记
忆，那里隐藏着我的乡愁，装着我故乡
的滋味。

□王金秀

算是故土算是故土

一个上班的大院
一个家属住的大院
这几乎就是全部
买粮的车
每周六定时出发

所有的房子一样大小
公共澡堂不分男女
只分日期
很大的一块公共菜地

也有个篮球场
大家基本穿一样的衣服
就是上班的那套
这样的日子
好多年

打开心扉

大家都知道，这几月以来我们共同
经历了一场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
疫情，现在大家回想一下，自新冠肺炎
疫情突发以来，这几个月大家都看到了
什么，听到了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感受
呢？

刚开始人们很紧张，四处买口罩，
往家里采购消毒水，每天必须关注官方
发布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关数据。
其实，疫情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陌生的，
而且又表现得那么诡异，我们谁都不知
道这个病毒什么时候会找上自己或者亲
人。

可以说，我们被疫情困住了。
在被困住的情况下，我们的感受是

恐慌害怕。其实，恐慌和害怕的情绪是
我们在觉察到危险的时候，一种非常正
常的功能性的情绪反应。为什么说是功
能性的呢？我们戴口罩、用消毒水洗
手，储存食物，用这些行为方式让自己
感觉离着危险的情境远一点，觉得自己
更加安全一点。

要知道，其实，恐慌和害怕的情绪
反应，能够快速地启动了我们的自我保
护机制，采取行动，远离险境。

害怕肯定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情
绪，有谁喜欢害怕，但正是这个不被喜
欢的情绪体验，对我们却是充满了保护
性。而且这样的自我保护机制，在我们
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无处不在的。比如开

车时，大家会对同车人说别跟我说话，
别打扰我。为什么会这样，是开车人害
怕出事，所以说担心害怕的情绪成就了
我们的安全驾驶行为。再比如说学生考
试，考场上大家很认真，很投入，生怕
漏一道题，错一个字，怕考取不了理想
的成绩。再有跟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家长从小就提醒我们跟人好好说话，别
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人家爱听不爱听。
所以说我们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总是会
关注到对方的感受，看看对方是不是喜
欢。害怕这个情绪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保
护功能，比如平时用水果刀不小心划了
手出血了，第一反应一定是害怕，甚至
胆小的人会吓得惊叫起来，这个时候的
害怕能够促成神经系统分泌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叫肾上腺素。肾上腺素能够保
障被划伤的伤口快速凝固，从而促进伤
口的愈合。

从人类进化这个角度来看，恐慌和
害怕的情绪体验，它是人类一项重要的
进化遗产，它体现的是人类对生存环境
的一个非常好的适应性。我们都知道在
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是用石头棍棒去

猎捕野兽为生的。如果一个感觉不到害
怕的人，它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你想
那个时候老虎、狮子、这些猛兽在体格
和力量上都比我们人类强大。如果一个
不知道害怕的人，出去了活着回来的可
能性非常小，所以这样的基因根本就没
办法延续、保留，早就被淘汰掉了。只
有那些能够发展出进化出害怕的这种感
觉机制的人，才懂得结伙去打猎，才能
很好地存活下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
家的大脑里有了关于害怕情绪的一个新
认知，明白了这一点，害怕也就没有那
么可恶了。

正确认知害怕心理正确认知害怕心理

王文涛，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

作者简介

意情怀诗

□王文涛

其实，干管道袁浩东他们是支新队伍，远
没有人家正规军经验多，实力强。油建公司属
于一家大油田，是局里的一个二级单位，原是
为油田建设服务的。进入市场经济以后，为扩
大市场，把蛋糕做大，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
不断开拓市场，主动外出揽活，并逐渐将主营
业务往外延拓展。因参加了几个管道工程项
目，甲方看到了这支队伍向心力强，也能吃苦
耐劳，还不错，后来再有施工任务的时候，自
然就又想到了他们。为此，这支油建队伍远走
新疆，去过青海到过甘肃，并且渐渐有了名
声。随着管道建设参加的深入，他们的施工能
力、质量也得到认可。后来集团公司业务重组
划分的时候，就将他们划分到了专门从事管道
施工任务的另一个局里。

干管道他们和正规军的实力不能比。从著
名的“八三”管道工程会战拉开中国石油管道
建设序幕，至今管道建设大军已经走过 40多年
的辉煌历程，驰骋于国内国际各大市场，建功
卓著，战果赫赫，威名远扬。作为新进入局里
的晚字辈，好比开车的新手，且得磨合操练、
慢慢追赶呢！

随着石油管道建设又一次高潮的到来，各
大管线的施工任务很多，这是历史机遇，必须
抓住。只是作为最年轻、资历最浅的一支队
伍，他们不敢和老前辈比，更不敢跟老大哥争
吃抢喝。大头吃不上，只能吃点小鱼虾，能把
小鱼虾顺利吃到肚子里，已经很不错了。

业主给的资金有限，怎么才能做到科学计
划，合理使用，使资金最大效益化，作为项目
经理，袁浩东着实费了不少心思。可还是时常
觉得决策难，许多时候不知该怎么下决心拍板
才好。

实行分包以后，乙方就更难了，过日子精
打细算往往还捉襟见肘，有时甚至难以为继。
这些说给不明就里的人，人家以为你在扯谎唬
人，说你哭穷装蒜。凡是干过工程，端过甲方
饭碗的人，却有同感。一个项目干下来，亏了
本，干活的人骂街，领导更是不高兴。

近几年，改革力度也大，对干部的要求和
考核越来越规范严格。去年年底公司干部大会
上，文书记在谈到干部队伍建设时说，领导干
部就必须高水平、能力强，干一项工程就要有
一番业绩，毫无业绩还亏损，那就请出去，换
主将，还要毫不留情地问责扣罚，不然都没有
事业心、责任心，那我们还能干出什么漂亮工
程？公司声誉又如何提高？参会的干部们将文
书记的讲话消化了一下，总结概括为：有能力
的继续干；水平低的别再干；既没业绩又亏损
的，年终票子大清算！这可都是够狠的招儿
啊，哪个人出去干工程想亏损砸牌子？可是，
现在搞工程受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制约，干起来
真是挺难的。

袁浩东是从底层一点点干上来的，工人的
心理他非常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也特别理
解。抛家舍业，一离开老婆孩子就是半年八个
月的，跟着没黑没白地忙活半天，因为亏损拿
不到钱，对自己交待不了，对老婆孩子更没法
交待啊。他们这些当干部的也不易，操心受累
出去跑一年，没啥指望，就想年终的时候兑现
点风险抵押金奖，回去好给老婆一个惊喜。真
要是工程干砸了、赔了，公司给你硬兑现，拿
不回去还要从工资里扣，回家还不得让人下开
水锅里煮了呀？领导们这紧箍咒念的，中层干
部们压力很大。袁浩东不是超人，自然也觉得
肩头沉重。心里很烦，恨不得冬眠。

公司副经理詹搏击在此坐镇，偶尔也到附
近本公司所属其他项目部转转。一天，俩人在
办公室里说起资金的事，詹经理说：“浩东，听
说这地方的人不好惹，你可得把钱搂紧看住
了，轻易不能松口，不然最后都让他们搜刮走
了，工程收不了尾，麻烦可就大了。文书记的
讲话听明白了吧？”

袁浩东点头说：“我明白。”
詹经理笑了笑说：“我这刚给你提个醒，你

就给我上眼药。”
袁浩东慌忙摆手说：“不会，不会，希望领

导时刻能支持我。”
詹经理说：“这还差不多，这边你弄吧，我

上别的项目部转转去。”

树下生活树下生活
□姚晶

土炕里的乡愁土炕里的乡愁

□周杰斌

间往事乡

在婆婆家的院子里
有一棵大槐树，树龄大概有 40

年了。槐树现在大约 10 米高，浓密
的树荫遮蔽了大半个院子。

北方的院子跟南方有很大的不同。
南方的院子一般很小，相比较北方来说，

那其实都算不上是院子。南方的家家户户
都会将那一小块地方用水泥抹得平平整整

的，有的会在上面搭个葡萄架，但大部分人
家都是一片光秃秃的水泥地，用来晾晒东西。

我的二姨家在南方的农村，她们家的那一
小块院子里就经常晾晒了好多东西。有从树上摘

下来的杨梅、柿子等，有热水焯过的长豆角，有
切片的茄子，有红彤彤的辣椒等，这些食物经过高

温的晾晒蒸发了多余的水分，变成了能够储存时间
长的另一种美味。

婆婆家的院子则不同，在那棵大槐树下生长着各
种新鲜的食材。有西红柿、丝瓜、豆角、油麦菜、苦
菊、大葱和小葱，还有为了我这个吃辣的南方人而特
意栽种的辣椒。

闷热的夏季到哪里都是一样的，相同的还有树底
下放置的一排小凳子。上午十点之前、下午五点之
后，我们会搬着小凳子坐在树下乘凉。婆婆会将家里
的水果拿出来供大家分享。老公说以前家里没有电
扇和空调的时候，家家户户连吃饭都是在树下吃。

几个不怕热的孩子们在树下里跑着闹着，或

者组织三轮小车、自行车、滑板车比赛，热火朝天的
吵闹声让在前街乘凉的老太太们都能听见。

除了我们之外，树下还是小鸡们的乐园。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孩子们有了一个很长的假期，于是养
了几只小鸡，给假期生活增加乐趣，

夏天到了，槐树枝繁叶茂，树上的小虫子也多了
起来，肥了起来。大槐树上最多的是一种外号叫做

“吊死鬼”的虫子。吊死鬼学名叫做尺蠖，平常是待在
树上，未老熟时不能吐丝。但是到能吐丝了以后，它
们并不立即钻入土中化蛹，还会在树上待一段时间，
这时它们一旦受惊就会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吐丝
把自己悬在空中，脱离树枝。一旦有尺蠖掉落在地上
就会被飞奔而来的小鸡们吞食进肚。

前些年没有养小鸡的时候，尺蠖就是孩子们的玩
具。刚刚学会走路的小不点在姐姐的带领下，拿着一
根小小的树枝，将悬挂在空中的尺蠖弄下来。尺蠖有
着绿色的身体，细长的身体爬起来一拱一拱的如同一
座拱桥一般。淘气的孩子有时候会让尺蠖爬到树枝
上，然后拿着去吓唬别的小孩。

夏天的小院，小院的树下是烧烤的最佳地点。从
菜市场采购的新鲜食材，经过炭火的加热，混入其他
的调料后会让人口吃生津，欲罢不能。就连平日里嚷
嚷着要减肥的女人们都难以抵抗。

这个小院里有着几代人的生活。近40年的时光变
迁，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周而复始，生活一如
既往地平静安详。

小说连载

井插图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