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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峰

早上醒来，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雾笼

罩着山村，窗外的山峦隐藏在近处的杨树

影里，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没有了往日的

诗意。

村部广场上几个忙碌的身影，在雾霭

里或隐或现，那是早起晾晒冻粉条的邢守

义大叔一家，支架子、扯绳，一杆杆冰冻的

粉条，都依次挂了上去。

我来到广场上，一阵寒意袭来，忍不

住打了个寒战。一刹那，我颇有些疑惑：

“今天那么冷，雾又很大，能化得了冰冻？”

“没问题，后半天就会晴起来的！”邢

守义大叔一脸自信。

实际上，自从1月4日下了一场雪后，

村里的天似乎总是阴沉沉的，前天还飘了

雪花，就昨天是个晴好天气、最高气温也

回升到10℃，今儿个一早却又突然变了

天，大雾弥漫，阴冷阴冷的。从城里带来

的薄羽绒服和深腰皮鞋也挡不了寒了，早

早地就把乡亲们去年送给我的棉鞋穿上

了。

其实，与这几天阴冷天气一样的，还

有起伏不定的心情。元旦过后上班往村

里赶，刚上高速，正赶上雪花开始飘落，路

两边的山峦和林立的松柏、杨树，像极了

一幅幅水墨山水画，在我视野的余光里不

断地浮现、随车变幻，一时间颇有几分“无

边雪花潇潇下”的诗情画意。

到村里第二天上午，雪停了，第一件

事就是去香菇大棚里看看，担心香菇大棚

被大雪压坏，还再看看正在养菌棒的棚内

的情况。半天下来，对大棚香菇的担心没

有了，但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从家来时的

轻微咳嗽却加重了、很久没有犯过的过敏

性鼻炎突然发作了，整个下午、晚上，打喷

嚏、流泪、流清水鼻涕，弄得狼狈不堪，一

晚上用了一整卷卫生纸。

更为糟糕的消息是，郑州开始全面核

酸检测，连续6天，莫不是自己感染了新冠

肺炎？虽然自己出发当天就去省人民医

院做了核酸检测，是阴性，一时间，心情灰

暗到了极点，村里干部们到我办公室说工

作、开会，我要求他们必须全部戴口罩、自

然隔离病毒，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周末那

两天，也是我病毒性感冒最严重的时候，

不断吃着村医送来的药，似乎也见效很

慢，索性就住在村里吧，省得回去郑州封

城进出麻烦。

慢慢熬吧，过了一周，病毒性感冒就

会好了，远方朋友的安慰，让我心里好受

了许多。一周多以来，在不断和过敏性鼻

炎、感冒作斗争的煎熬中，唯一让我心里

快乐的就是，各个单位依次预订土特产年

货的消息：今日消费、物贸公司、大厦物业

公司、大河物业公司、集团新闻管理部、大

河健康报、新闻爱好者，累计订了700多

件。

临近中午时分，雾霭开始慢慢散去，

天晴了，太阳出来了，山村刹那间亮堂了

许多，一扫而去的还有灰暗的心情，我的

感冒症状也消失了，一高兴起来，中午的

感冒药也忘了吃了。其实更让我兴奋的

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工会预订904份年

货的消息，一下子让村里的年货预订金额

超过了20万元！真是感谢组织关怀啊！

“徐书记，你准备的土特产年货太丰富了，

物美价廉！”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联络工

会采购事宜的同志的话，也让我倍感欣

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

“云开雾散却晴霁，清风淅淅无纤尘。”

宋代诗人陶佃在《王君仪》中早就告诉我们，

自然的变化有其规律所在，而最变幻莫测的

是人的心境，人们往往沉浸在雾霭里不能自

拔，甚而忘了云开雾散会有时。

正如这一年多来的驻村工作，刚入

村时的满目疮痍、落后闭塞，工作难度可

想而知，然而我和我的伙伴们，一直没有

放弃，坚信未来会更好！“如果啥事遇到

困难就退缩，我们什么项目也不要干

了！”这是我一年多来，在村“两委”班子

会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们克服了一

个又一个困难，也先后赢得30多个各类

项目和1100多万元资金落地见效。小

山村变成了幸福村、富美村，废弃学校书

声琅琅了、路灯亮了、道路硬化了、厕所

改造了、文化广场热闹起来了、产业项目

兴旺起来了！

“云开雾散终有时，守得清心待月

明。”自怨自艾，显然是不行的。如同这三

九寒天，如果你怕冷、一直待在被窝里等

待太阳出来、等待冬天过去，那么与冬眠

的动物何异？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庙湾

村的“等靠”是要不得的，我们必须用自己

的双手和汗水，去创造、去努力。

1999年5月17日，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你出生在汝

州市大峪镇杨窑村，你的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母亲是一

名农村妇女，模糊中你听到旁边有人在喊“女孩，是个女

孩！”哭累了，你沉沉睡去。

时间飞逝，你上幼儿园了。一次，你听到父母在窃窃

私语：“盼盼是女孩子，形象还是很重要的，治吧！”

于是，你懵懵懂懂被带到了一个大医院。医院这种地

方你不陌生，因为从小开始，大大小小的医院没少去，但是

这次是爸爸妈妈带你坐了很久的车，来到了这个叫北京的

地方。

医生让你看一个东西，你看东西时不像其他人那样黑

眼球在正中间，是翻着黑眼球往上看。医生叹了口气，给

你测视力，左眼视力0.1，右眼几乎没有视力。最终检测结

果出来了，先天性弱视加斜视，医生说，这意味着你的眼睛

不可能恢复正常，因为就算以后医学发达了，斜视是可以

治好的，但弱视是会伴随你一生的。

你不知所措地大哭，但是并没有什么用，爸爸妈妈也

只能在旁边无奈又痛心地哄你。

□张红阳

2021年12月17日，星期五，山西省长治市，外

出考察第二天。

昨晚，我失眠了，白天的情景不时浮现在眼前，

很晚才睡着，还做了一个梦。梦到养田村开始种植

谷子（小米），还是大面积种植，田里一片金黄。我

和村党支部书记王向会、镇包村干部陈安民，站在

田里给群众讲解种植谷子的好处……

早上醒来感觉还沉浸在梦中的场景，7：00赶紧

起床洗漱，吃过早饭，我们养田脱贫责任组商议不能

就这样回去，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种谷子的地方。

陈安民对我说，咱们去这里吧，山西有个沁州

黄小米集团公司，是专门研究生产小米的地方。我

们三人立即开车顺着导航的指引赶往沁州黄小米

集团公司。

又是500多公里，虽然是长途跋涉，但一点儿

也不觉得累。途中，陈安民说起考察出发前，宋晓

宇镇长一再叮嘱出去考察一定要取到真经，将外地

好的经验模式拿回来振兴陵头。

我们开车来到山西省长治市沁县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区管委会，接待我们的张宏伟主任介绍说，种植

沁州黄小米必须是红土地，海拔1000米左右，水质

硬，这种条件下产出的小米品质好，每亩产量在

400~500斤，使用的是专用肥，生长周期长，一般情

况下一斤谷子能产出7两小米，并告诉我，如果想要

合作种植谷子，可以到沁州黄小米集团公司。

说完，张宏伟拿出手机给沁州黄小米集团公司

联系，然后告诉我们沁州黄陈主任的电话。

我们赶到沁州黄小米集团公司时，陈主任已经

在大门口迎接我们了。

陈主任带领我们三人走进展厅、厂房，介绍说，

山西沁州黄小米集团公司是致力原产地名品沁州

黄谷子产业化的省级龙头企业，成立于1990年，下

设5个全资子公司，以谷子科研、种植、加工、生产

销售为主，成功开发沁州黄新品“谷之爱”牌婴幼儿

和中老年配方营养小米粉，市场覆盖全国大中城

市，销售网点达两万多个，部分产品远销海外。

参观完展厅和厂房，陈主任又带领我们与该集

团李昱中副总见了面，李昱中告诉我们，谷子回收

一斤3.5~4元，加工成小米每斤在19.5元。小米长

期储存，颜色会变淡，吃起来味道就不好了。

李昱中还说沁州黄小米是适合山西沁县土壤、

气候、水质种植的，不知道是否适合河南种植，最好

是将你们那里的土壤带过来化验一下。我记下了李

昱中的电话，并加了微信，以后要多加联系学习。

考察沁州黄小米集团公司，听了陈主任、李昱

中的介绍，我们对小米有了新的认识。

黄河流域是谷子的故乡，我们河南，我们汝州，

我们陵头，我们养田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自古就

有种植谷子的传统和历史。山西天冷，冬天时间

长，一年只种一季庄稼还

能种出沁州黄这么好吃的

小米，而养田村的古人们

既然能养出“养田”这么好

的田地，那我们一定能种

出优质的谷子，打造出自

己的“养田”品牌，做出味

道鲜美的“养田”米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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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鸿飞实习生张祎

什么？杨盼盼不是个大人物，她也没有很厉

害，她其实就是一个小人物。什么？你说小人物

的人生有什么好体验的？其实还真有，因为她是

一个特殊的小人物，而且还需要亲爱的读者帮帮

她的忙。耐心看吧，万一能帮上她呢？

大三结束时，你去了好几家幼儿园应聘，刚开始

都挺顺利，但一面试，看到你的眼睛有问题，都没了

结果。

你没有放弃，终于通过了一家特别小的幼儿园

的考试和面试，2021年 2月，你总算有了一份工

作。在工作之余，你抓住一切空闲时间练竹笛，还

自学了葫芦丝和巴乌，你还抽空考了一个竹笛的五

级证书。

到这里为止，你觉得人生虽然难，但是苦里带点

甜，你的抱怨越来越少，你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终于

勉强跻身一个平凡人的生活，你也开始相信越努力

越幸运。

2021年 8月，那个特别小的幼儿园快要开学

了。一天，开完会之后，老园长把你单独留下来，问

你眼睛的情况，说怕你的情况会吓到小朋友们，就不

让你去了。

你说你可以理解老园长，但说不难过是假的，因

为你眼前清晰地浮现了你教小朋友们时的画面，你

真的非常喜欢这个职业啊……

2022年6月，你就要毕业了，但是你还没有找

到一份你热爱的工作，你只能一边跟着老师学笛

子，一边在食品加工厂做兼职，夜班一上就是一夜，

白天被梦、梦想和梦醒填满。

读到这里，亲爱的读者，能否伸出援手，帮一帮

盼盼，告诉她，下一步她该怎么走呢？

刚入校时，因为小学和初中的阴影，你几乎不和别人

说话。有同学在私底下议论你，说你是个怪人，这些话偶

然间传到了你的班主任李老师的耳朵里。

李老师批评了他们，并询问了你的家庭情况，帮你分

析了以后可能要走的路和现实问题，并且热心开导你，你

不努力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

“你从小在家应该也感受到务农的不易了吧，就算你

愿意回家务农，但是如果一个女孩子没有一份自己的工

作，大概率就只能到了年龄嫁人、生孩子、带孩子、做饭、务

农了，这是你想要的人生吗？”

李老师说完之后，你想了很多。确实，如果不努力，真

的会一辈子待在农村，这不是你想要的人生！

你开始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开始参加社团，也参加了

许多学校举办的演讲比赛和绘画比赛，其中绘画比赛拿了

市级二等奖，还考了普通话证书和保育员证书。在你学习

的所有课程里，你最喜欢的是音乐课，因为音乐会让你感

到放松，让你变得自信。

中专快毕业了，你想：“我一定要往上走一走，去看一

看更广阔的人生。”于是你决定参加单招考试，你每天早上

5点起床，晚上10点多才上床睡觉，为单招备战。

2018年，你参加了单招考试，顺利进入漯河职业技术

学院音乐表演（器乐）专业，你学习的乐器是竹笛，第一次

上竹笛课时，你都不知道一根竹子上有几个孔，分别是干

什么的，后来在专业老师王静的示范下，你才知道竹笛可

以发出的声音那么美妙，你迷上了吹笛子。

吹笛子对正常人来说没什么问题，但是因为你的视力

问题，看谱子是个大问题，因此经常出错，但是你知道，你

只有比别人更努力才能拿到平均分。

别人练一个小时，你练两个小时，同学们在休息时，你

坚持练琴，大二时，你的坚持不懈打动了王静老师，王静老

师决定单独给你上课。

从学校到老师的工作室徒步需要近40分钟，日复一

日，你坚持了下来。大三上学期你学了人生中第一首独奏

曲《扬鞭催马运粮忙》。

上小学了，总会有小朋友拿你和大家的不同伤害你。

他们会在你身边喊你小怪物，在你回答不上老师的问题

时，说你是笨蛋，说你的眼睛长得吓人，同学们都不愿意跟

你玩，你不明白你哪里做错了，你也不想让你的眼睛长成

这样。

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你玩，你只能一个人吃饭、一个人

写作业，你变得沉默寡言，你会胡思乱想，有时候你想：上

天真是对你太不公平了，有时候你又想：是不是我和其他

小朋友一样，他们就不会欺负我了，不管怎么想，你一直都

是一个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上小学六年级了，你眼睛的情况没

有好转，你身边的同学变本加厉地孤立你。不知道从哪天

开始，你总是会有点头疼，后来有一天疼得特别厉害，你的

班主任给你妈妈打了电话。妈妈把你带回家看医生，但是

医生说不上来原因，无奈之下，妈妈带你到市二院做了脑

部CT，医生说是因为精神长期紧张引发的头疼。

上初中前，大峪一中7年级的班主任郭老师到你家家

访，妈妈把你的情况告诉了郭老师，他怜惜地看着你。郭

老师照顾你，为了能让你看到黑板上的字，他就把你的座

位排在了最前面，感受到郭老师善意的你，刻苦努力地学

习，你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中上游。

上8年级，告别了友善的郭老师，你换了新班主任李

老师。李老师是按照成绩安排座位的，你的成绩不差，但

也不是最好的，对正常人来说，你的座位看黑板上的字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对你来说有点困难。

你去找李老师沟通说你的座位看不清黑板上的字。

你记得特别清楚，李老师对你说：“想坐靠前的话，下次考

得好一点儿不就可以了？”

因为你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数学、物理成绩开始越来

越差，考试成绩甚至没有之前好，慢慢地你开始讨厌学习，

成绩也是直线下滑。

中招考试，你以一分之差与汝州市实验中学失之交

臂。你还想上学，但家庭条件没能给你复读的机会，2016

年9月你进入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学习学前教育。

请告诉她下一步她该怎么走

求学路上心怀梦想一直向前

两个老师两种不同的关怀

命运不幸先天性弱视加斜视

走进
杨盼盼的人生

在琴房练琴

晚上下班练笛子

在山西沁县现代农业产业示范

区管委会大门口留影 张红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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