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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醉意，太行山川竞争秀；
五彩斑斓，富岗沟坡苹果稠。万
山红遍，绕山梯田结硕果；千沟
笑意，兴高采烈庆丰收。家家小
康，人人收入四万六；座座新房，户
户住上小洋楼。本埠靓女，出嫁不
出九龙岗；四乡姑娘，结婚向往小
山沟。蔚然成风，青壮钻研成专家；
老当益壮，翁妪巧手闹枝头。科技
保驾，当代愚公李保国；行政当
先，全国劳模杨双牛！

富岗苹果，美名远扬。依山
川而作秀，载雨露而为良。绕树
而去青流影，横天则飞萃含章。
得天地之泽厚，凝聚自然之精华；
撷日月之光辉，成就人间之佳酿。
其果美型兮，圆润端庄；其果美
色兮，艳红金黄；其果美味兮，
甜脆生香。如痴如醉近芳泽，美
型美色诱人尝。望一眼，满目生
色，醉眼迷离；啖两口，颊齿溢
香，神气飞扬。滑腻爽脆，顿开
三魂七窍；甘中透酸，直沁六腑
五脏。香喷喷如酣美酒，甜滋滋
若品琼浆。挂果流红，宛西施之

风采；垂枝缀玉，恰神女之浓妆。
忆往昔峥嵘岁月，观以往踔

厉奋争。九龙岗下，久远文明；
民风质而淳，世人真而诚。然则，
地势峭兮沟壑横，山荒芜兮草丛
生；石头多兮地不平，满目痍兮
灾频仍。苦难甲于天下，百姓依
然受穷。光棍耍单十七条，傻子
哑巴廿余名；人均收入八十元，
荒山沟地肚半空。

穷则思变，穷则思干。杨双
牛，84 （1） " 双委 " 勇接班；定
目标，十年收入一万元。收荒山，
统归集体加油干；放绿山，分散
统一变绿川。制度创新 ，收放
避免大锅饭；措施到位，" 五统一
分（2） " 为关键。踔厉苦战整十
年，义务出工四十万；三沟两峪
一面坡，山川水库林路田。山山
炮声隆隆，沟沟人海人山；栽种
苹果十万，治理荒山八千（3）。践
行承诺，" 五分一统 （4） " 放绿
山；统分结合，紧随时代求发展。
昔日荒山披绿，今朝苹果满川；
家家达到万元，预定梦想提前。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
苦甜。难忘 96 （5），浊浪排空，
冲毁岗底护村大坝；曾记 84 （6），
洪水肆虐，刮走二百（7）保命良
田。山上果树受损，村里房屋被
淹。" 日子没法过了！" 乡亲发出
哀叹！

若想穷变富，科技加支部；
行政加科技 ，走上致富路！。科
技促救灾，重整好河山；人均一
万整，二零一零见。拼命三郎李
保国，科技治山永流传；留在岗
底二十年，殚精竭力定规范。因
地制宜种富士，片麻岩地变新颜；
1、2、3 号大苹果，百二八道（8）
工序严。大雨不出川，小到中雨
不出田；暴雨不毁地，百年一遇
也保险。小管出流，滋润岗底苹
果地；持证果农，技术管理勇领
先。护村长城，坝高墙后水泥筑；
大坝横卧，一道彩虹落人间。小
锅熬兮大锅炒，顶尖技术出经典。
" 我变农民，"不畏艰苦亲自干；"
农民变我，"工序规范来实践。

技术至上，人们遵从无条件；

行政当先，支部双委走在前。书
记曾曰，科技财神敬着走；村委
告诫，不打折扣遵 " 圣言 "。如此
这般行政力，人均一万有何难！
科技行政齐并举，第二梦想又实
现！

谨慎决策，大胆操作。商标
注册，敢字当头吃螃蟹；日本富
士，苹果相比差不多。溯系统（9）
兮显绿色，" 电子简历 " 可查货；
气调库兮储苹果，季产年销开先
河。1999 世博会，银奖桂冠富岗
得；2008 奥运会，独占鳌头供苹
果。累累硕果满山岗，个个百姓
唱赞歌。三期目标均实现，人均
收入四万多。

昔日田舍郎，今朝务果忙。
大街小巷，商贾云集；田间地头，
熙熙攘攘。宏伟事业，甘甜尽尝。
商海纵横，全靠品优质良；市场
如潮，卓越当为时尚。推行绿色
生产，环保健康营养。

嗟乎！天下苹果，还看富岗。
以果为媒，金秋最旺。民生之树，
福祉绵长。以果为礼，人和政畅。

以果为业，乡民自强。以果为乐，
民生滋养。科技保国身先死，双
牛奋蹄永辉煌。

笔墨已用尽，聊无束尾词。
富岗山庄，独立于世；富岗苹果，
风靡于市！

注释：（1） 84：1984 年。
（2） 五统一分：统一设计规

划、统一组织施工、统一组织服
务、统一质量标准、统一检查验
收、分户承包经营。

（3）八千：八千亩荒山。
（4）五分一统：分户专业承

包、分散经营管理、分类技术指
导、分清权利责任、分级独立核
算、统一品牌销售。

（5） 96:1996 年。
（6） 84:1996 年 8 月 4 日发大

水。
（7）二百：二百亩。
（8）百二八道：一百二十八

道。
（9）溯系统：指苹果的追溯

系统。

内丘富岗山庄赋
张合军

在我们新城村，有一棵高 8.3
米的大槐树,它的树围足有 2.6 米。
大槐树位于村子正中央，枝繁叶茂，
是新城村镇村之宝，村民们世世代
代维护它，保护它，供奉它。

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讲大槐树
的故事。中华民国成立那年 （1911
年），小孩子没事干，小孩也没有什
么玩意，经常和小伙伴在一起打闹、
捉迷藏、摔跤、打土坷垃仗。有时
候就藏在大槐树窟窿里，别的小伙
伴找不到。大槐树中间的大洞能藏
2-3 个小孩，有时候小孩子在大槐
树的中间树杈上，叫嚣你上来，下
面的小孩叫嚣你下来，相互交斗，
可有意思了。听说中华民国成立那
年，推翻了清朝，废除了帝制、全
国上下一片欢腾，大人小孩走上街
头欢歌笑语，热闹非凡。那时候的
大槐树就非常茂盛，根深叶茂。一
百年前就是那样，到 2022 年还是那
样子，你说它多少年了，大概有几
千年了吧。俗话说："千年松，万年

柏，不如老槐歇一歇。"也许正是这
个原因，人们才极力的保护它、呵
护它。

听老人一代说，"当年燕王扫北
的时候，大平原打仗，闹灾年，牺
牲的人很多。我们村几乎没有什么
人家了，为了平原的生存和发展，
从山西洪洞县发配人员到平原生存。
所以就有了现在平原一片天地，人
口兴旺、经济繁荣的大好时光。据
记载我们村是在明朝年初从那里搬
来的。姓毛的兄弟四个那时候来到
新城村居住，繁衍生息，发展了一
大户人家，现在新城村姓毛的是本
村的大户。共有 100 多户人家。目
前新城共有 8 个姓 （户） 张、方、
毛、刘、高、王、赵、孟。"

新城村过去叫新明村。过去居
住在村东 1 公里左右。由于战争动
乱、自然灾害等多方面原因向西搬
迁 1 公里。改名叫新城村。听老人
讲，在搬村时有风水先生讲。向西
搬迁 1 公里是一块风水宝地、是富

地。有山、有水、有河流、有山区、
有平原，有大自然的风光，人杰地
灵，把整个村照的有光有色，人们
在欢乐中成长、发展壮大。

新城村搬迁后，经济繁荣，文化
也较先进，有了农贸市场、小集贸场
所。附近村的小商、小贩、大人、小孩
都去新城村赶集，做小买卖，热闹非
凡。家庭商业也有了发展。

大槐树在我们的心里有一种特
殊的意义：长寿，善良，吉祥。新
城村有了这颗宝贝似的长寿大槐树，
给村民们添了很多好处和财富。村
里的张秀呢 （老秀子） 目前 106 岁
了，仍然健在；村里 90 岁以上的老
人 9人；80 岁以上老人 34人。其中
方二皂 （方连成） 96 岁，仍然健
在，他现居四川省成都市。他是人
民功臣，参加过抗美援朝。

岁月不变，大槐树也没有变，
虽然它经历了千年的风风雨雨，却
依然给村里人带来着长寿、善良和
吉祥。

家乡的大槐树
毛振国 朔风阵阵大江吹，常忆儿时小雪随。

春去落英何奈早，冬来凝水总嫌迟。
千程沃野飘银粟，万里飞花下碧池。
三季素心难一见，只缘今日诉相思。

七律 小雪
马永红

跟随着时光老人的脚步，
你慢慢地，走进了冬。

村旁、街头，
社区、公园，

处处可见，你挺拔的身影。

曾几何时，
你的叶子
还是

青黄相间、一树斑斓，
转眼之间，你就
改换了装束，

叶片都染成了金黄，
枝间，还挂着银色的杏。

风吹，
你枝头的黄叶，
泛着熠熠的光亮；

雨打，
你的枯叶归根，
撒向地面片片金。
这个时节，
那些个银杏树，

就是一道最美最靓的景！

初冬银杏树
张集中

小时候，我家的老宅里经常住
家燕。我挺羡慕，多么盼望着能有
一个燕蛋掉下来，或小燕子试飞时
让我抓住。我做梦都想，奶奶看透
了我的“野心”，就教训我说：就
是掉下来你也不能祸害它，家燕是
咱家的“信使”你知道吗！？

后来，奶奶给我们讲了一个关
于家燕的故事。奶奶说这是她婆婆
（我老奶奶）给她讲的，并不是自
己经历的，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家
燕秋走春来。家里人闹不清今春来
的是不是去年的“老客户”？秋后
它们返程时，就用丝线在家燕的腿
部箍了个记号，看来年还是不是此
燕。第二年春天，燕子飞回来了，

腿上还带着记号。连续试验几次，
年年如此。家里人一下对燕子有了
感情，加倍呵护它们。雨天给它们
喂食；热天给它们喂水。在房梁和
墙角处为它们制造筑巢的地方，让
他们繁衍生息“生儿育女”，过着
无忧无虑的小康生活。

那时医学落后。南方炎热北方
寒冷，各种疾病困扰着黎民百姓。有
一年春天，返回的燕子腿上带来个
小布袋，结开一看，里边装的是胡
椒，一家人惊呆了，这分明是南方人
的一片心意和友好的方式，当时咱
们这里普遍生一种疾病，这种病的
医治离不开胡椒。胡椒是南方的产
物，信息不通交通不便的年代，胡

椒奇缺的。一小袋胡椒虽然不多，
这是一种友谊和同情的表示。

于是，我家的老奶奶或是老奶
奶的什么奶奶，突发奇想，装一袋
绿豆让燕子回赠过去了。绿豆到南
方是稀有物产，有解曙排毒之功
效。很灵，第二年春天，那边以同
样的方式又捎回了多袋胡椒。就这
样，一来二往地南北双方架起了一
座友谊的燕子之桥。

据说，胡椒原产于印度、阿拉
伯、及东南亚一带。我国“海南岛”也
有。我家的燕子冬天究竟归于何处？
是我国的海岛还是出了国境？和我
们“攀亲”的是一些什么人呢？至今
都是个谜。那些人的奶奶也给他们

讲这些故事吗？我的思绪展开想像
的翅膀，产生一种特别的电波，穿
过千山万水，去搜寻燕子“传递友
谊”的有关信息。有时，我在地图
前徜徉凝思，有时在书店里翻阅资
料，查询有关胡椒的功效及产地。
寻找一些微妙的感受，企图给这美
好的回忆增色添彩。

记得奶奶还讲了一个激动人心
的故事：一年春天，到了燕子回归
的时候了，可迟迟不见我家燕子归
来，奶奶早晚要上房顶观看，她多
么盼望着天际飘来燕子的影子啊！
那年风多雨多，天灾频频。一天的
黄昏，一只燕子迎风飞来，无力地
落在院子里的搁条 （搭衣物的绳
索）上，它那极度疲乏的身影被奶
奶发现了。奇怪的是燕子嘴里衔着
一个小布袋。奶奶上前把燕子捧在
手里，这时发现，布袋的口绳紧紧
系着另外燕子的半截小腿。这腿骨
瘦嶙峋，血迹斑斑。怎么回事？分
明是途中遭遇不测，不是遇见歹人

就是什么利器斩掉了腿，那只燕子
姓名未卜，也不知伴侣费尽多少周
折，冒多大风险才把布袋衔回？可
敬！

奶奶说，这只家燕没等天明就
气死了。奶奶把它埋进院里的树坑
里，伤心的几天睡不着觉。一晃几
十年过去了，这个故事一直在我心
里占据着重要位置。我查阅过有关
资料，了解家燕的生活习性，但我
更知道家燕是对“爱情”忠贞不渝
的典范。缺点是感情脆弱，经受不
住一点打击，能把“爱人”的意愿
完成，在动物界除了人类，恐怕就
属它们了。

我想有朝一日搬回老家去，与
燕子们再续“前缘”，现在不必绑布
袋了，把我的QQ号和电话号码绑
上，直接通话或是网上交流……可
一想，不能啊！万一燕子冲出国界，
飞往东南亚各国，我的举动招若了
间谍之嫌，可就说不清了，还是绑
布袋绿豆试探试探再说吧。

老宅的家燕
杜良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