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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谱写沂南发展新篇章

新华社重庆 4月 1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尧
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月 15日至 17
日在重庆考察袁主持召开解决野两不愁三保障冶突
出问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遥 他强调袁脱贫攻
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袁各地区各部门务必高
度重视袁统一思想袁抓好落实袁一鼓作气袁顽强作
战袁越战越勇袁着力解决野两不愁三保障冶突出问
题袁扎实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袁为如期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尧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遥
山城四月袁春风和煦袁山水透绿袁一派生机勃

勃遥 4月 15日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尧
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和市长唐良智陪同下袁深入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学校尧农村袁实地了解脱贫
攻坚工作情况遥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袁 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遥 15日中
午袁习近平一下飞机袁就转乘火车尧汽车前往石柱
县袁山路蜿蜒袁坡急沟深袁辗转 3个多小时抵达大
山深处的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遥
习近平首先来到中益乡小学遥 学校操场上袁

小学生们正在开展课外文体活动遥看到总书记来
了袁学生们围拢过来袁纷纷问习爷爷好袁总书记高
兴地同大家交谈袁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情况遥 中

益乡地处大山深山之中袁 群众居住比较分散袁孩
子上学是个难题遥习近平指出袁野两不愁三保障冶袁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义务教育要有保障遥再苦不能
苦孩子袁再穷不能穷教育遥 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
子上学受教育袁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遥 习近平
走进师生食堂袁仔细察看餐厅尧后厨袁了解贫困学
生餐费补贴和食品安全卫生情况遥习近平嘱咐学
校和老师既要当好老师袁 又要当好临时家长袁把
学生教好尧管好遥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袁确保学生
在学校学尧住尧吃都安全袁让家长们放心遥 他希望
老师们扎根山区袁献身乡村教育事业袁为群众脱
贫贡献一份力量遥

华溪村人多地少袁土地贫瘠袁全村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 85户尧302人袁 其中 8户尧19人还没有
脱贫遥 习近平踏着湿滑的石阶登上陡坡袁来到贫
困户谭登周家袁从屋外看到屋内袁详细询问老两
口生活和身体状况遥 谭登周夫妇告诉总书记袁由
于伤病原因暂时丧失了劳动力袁 生活还比较困
难袁但土地流转有分红尧医疗有救助尧低保有兜
底袁3间住房加固后都很结实袁 特别是医药费大
部分报销袁自己只负担一部分袁基本生活还是有
保障的遥 习近平指出袁基本医保尧大病保险尧医疗
救助是防止老百姓因病返贫的重要保障遥这个兜
底作用很关键遥 脱贫攻坚明年就要收官袁要把工

作往深里做尧往实里做袁重点做好那些尚未脱贫
或因病因伤返贫群众的工作袁 加快完善低保尧医
保尧医疗救助等相关扶持和保障措施袁用制度体
系保障贫困群众真脱贫尧稳脱贫遥

随后袁习近平前往老党员尧已脱贫户马培清
家袁沿着乡间小路步行察看自然环境尧村容村貌袁
了解该村通过种植中药材黄精等特色经济作物
带动村民脱贫的情况遥 在马培清家中袁看到谷仓
里装满粮食袁厨房里挂着不少腊肉袁温饱不愁袁了
解到他们家通过参加黄精中药材产业发展和土
地入股分红尧管护药材基地等方式袁实现了稳定
脱贫袁习近平表示欣慰遥

在马培清家院子袁习近平同村民代表尧基层
干部尧扶贫干部尧乡村医生等围坐在一起袁摆政
策袁聊变化袁谋发展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袁争相发
言袁气氛热烈遥习近平对乡亲们说袁脱贫攻坚是我
心里最牵挂的一件大事遥这次我专程来看望乡亲
们袁就是想实地了解野两不愁三保障冶是不是真落
地袁还有哪些问题遥 小康不小康袁关键看老乡袁关
键看脱贫攻坚工作做得怎么样遥全面小康路上一
个也不能少遥 发展才是社会主义袁发展必须致力
于共同富裕遥 国家越发展袁越要把贫困群众基本
生活保障好遥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野两不愁三保
障冶各项措施落实到村尧到户尧到人遥 要加强乡村

两级基层党组织建设袁更好发挥在脱贫攻坚中的
战斗堡垒作用袁提高党在基层的治理能力和服务
群众能力遥 党员干部要到脱贫攻坚的一线尧到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的火热实践中历练袁 经受考验袁
磨练党性袁增进群众感情袁增强做好工作的本领遥
习近平强调袁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遥 党的政策对老
百姓好袁才是真正的好遥 党的各项惠民政策要落
实好袁乡亲们要一起奋斗袁努力向前奔跑袁争取早
日脱贫致富奔小康遥

离开村子时袁村民们聚集在村头袁高声向总
书记问好遥 习近平同大家亲切握手袁祝乡亲们生
活越来越幸福遥

16日下午袁习近平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野两
不愁三保障冶突出问题座谈会遥 座谈会上袁广西尧
重庆尧四川尧贵州尧云南尧陕西尧甘肃尧新疆等地党
委书记作书面汇报袁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
委书记蹇泽西袁 奉节县平安乡党委书记邹远珍袁
城口县周溪乡凉风村党支部书记伍东袁 教育部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尧水利部尧国家卫生健康委尧国
家医疗保障局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袁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尧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先后发言遥

听取大家发言后袁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遥
他强调袁 到 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
吃尧不愁穿袁义务教育尧基本医疗尧住房安全有保

障袁 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袁直
接关系攻坚战质量遥 总的看袁野两不愁冶基本解决
了袁野三保障冶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遥 各地区各部
门要高度重视袁统一思想袁抓好落实遥 要摸清底
数袁聚焦突出问题袁明确时间表尧路线图袁加大工
作力度袁拿出过硬举措和办法袁确保如期完成任
务遥
习近平强调袁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

段袁务必一鼓作气尧顽强作战袁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遥 各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增强野四个意
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强化政
治责任袁亲力亲为抓好脱贫攻坚遥 省级分管扶贫
的负责同志要抓好工作落实遥各行业部门要围绕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袁按照尽锐出战要求袁切实履
职尽责尧合力攻坚袁对责任不落实尧政策不落实尧
工作不落实影响任务完成的要进行问责遥党中央
制定了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袁
各方面都加大了力度袁但不能放松遥 要逐一研究
细化实化攻坚举措袁攻城拔寨袁确保完成脱贫任
务遥这次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成效考核发现了不
少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遥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排
查梳理袁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袁为明年工作打
下良好基础遥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

统一思想一鼓作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
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近日袁我县 2019年一季度 26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袁总投资额 212亿元袁涵盖了电子信
息尧康养旅游尧电商物流等领域遥沂南持续聚焦
聚力经济发展袁 全力打好经济发展的新战役袁
扑下身子狠抓落实袁对标先进奋力赶超袁切实
以高质量发展夯实野工作落实年冶基础遥

强化双招双引以平台建设支撑新旧动能
转换

围绕全市野8+8冶产业袁组建野4+3冶7 个产
业招商分队袁把双招双引和骨干企业培植融合
推进袁抓好项目策划尧包装和推荐袁发挥太合食
品与柳桥集团尧康森药业与力诺集团等合作项
目的示范作用曰发挥轴研科技等 5个院士工作
站的平台作用袁用好人才激励基金和创新奖励
基金曰搭建野一区多园冶野园中园冶发展平台袁建
设以电子信息为主导产业的双创科技园袁加大

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招引和推进力度袁培育松
山康养小镇尧马牧池影视小镇等一批以产业为
核心的特色小镇袁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平台支
撑曰完善扶持项目发展的野工业八条冶和 10项
细则袁 整合产业引导基金和新能源子基金袁设
立新旧动能转换基金袁以股权投资尧定向增资
等方式扶持野四新冶产业发展尧引导企业升级遥

突出产业发展以区域突破推进乡村振兴

探索乡村振兴野区域化突破尧全域化提升冶
路径袁搭建野三园一体冶等区域化产业平台袁全
域化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袁建立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基金袁统筹涉农资金袁聚集要素保障袁
打造一批区域化野一二三冶产业融合发展载体遥
放大朱家林田园综合体试点效应袁 指挥部尧管
委会尧乡建公司尧乡镇和村野五位一体冶同向发
力袁先后招引柿子岭乡伴理想村尧渔乐高湖垂

钓小镇尧法国安德鲁水果加工等平台型或农业
创意型项目 21个袁 在全国率先发布 4项地方
标准袁被定为野国家田园综合体标准化建设示
范推广平台冶遥全力推进沂蒙泉乡田园综合体尧
现代黄瓜产业园等平台项目袁抓好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培育袁发挥野新农人冶对农村产业的引领
作用袁集中布局和突破农业野新六产冶遥 同时抓
住沂蒙党性教育基地周边沿线片区整体提升
的机遇袁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遥

坚持创新实干以系统机制加快工作落实

完善野指挥部+保障组冶推进机制袁发挥新
旧动能转换办公室尧工业攻坚指挥部尧交通攻
坚指挥部尧防范风险指挥部尧城建指挥部牵头
抓总作用袁 压实 7个产业专班尧5大片区指挥
部尧8个重点项目指挥部尧22个项目推进组一
线落实的责任袁集中攻坚推进 57个项目曰强化

政策手续尧资金管理尧环境安全 3个保障组职
能袁健全重点项目周会商尧容缺补缺等制度袁形
成前方有专门力量推进尧后方有保障支持的联
动体系曰推进野一次办好冶政务服务改革袁通过
加快审批流程再造袁全面推行野一窗受理冶袁重
点抓好审批手续尧中介服务尧降费尧后续监管等
关键环节袁强力推进重点领域野3116冶工程袁打
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遥对各类企业坚持
以亩产论英雄袁推进亩产效益评价袁用市场化
手段引导和支持企业发展遥强化项目帮包责任
制袁完善项目承接机制袁构建一个重点产业尧一
个专业园区尧一套推进班子尧一个产业基金尧一
个行业商会的野五个一冶推进机制袁聚焦企业发
展难题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遥

（麻杰刘智尹君薛峰）

我县高质量发展夯实“工作落实年”基础

柳琴戏《沂蒙情》唱响红嫂家乡

4月 13日，由临沂市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临沂市柳琴戏传承保护中心承办的
2019 我们的中国梦———“深入生活 扎根
人民”文化进万家惠民演出走进依汶镇后
峪子村，受到群众好评。
《沂蒙情》以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等

众多沂蒙红嫂的真实故事为素材, 讲述了
以“山杏”为代表的沂蒙女人,在战争年代
舍小家顾大家、拥军支前、守护家园、守望
故土的故事，塑造了抗日战争年代沂蒙山
妇女群体的英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军民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扣
人心弦的故事、感人至深的情节深深感染
了现场观众，男女老少无不热泪盈眶，不
断报以热烈的掌声。（袁俊国）

日前袁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孟庆斌来我县调研乡村振兴
实施情况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陪同遥
孟庆斌先后到朱家林田园综合体袁依汶镇后峪子村尧

安保庄村实地调研袁认真听取乡村振兴工作汇报袁详细了
解基础设施建设尧产业发展尧精准扶贫等工作开展情况遥
调研期间袁 孟庆斌入户走访袁 倾听群众所想所需所

求袁叮嘱当地干部要立足实际袁坚持群众路线袁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的作用袁 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遥
孟庆斌强调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袁事关农村全域发展袁要认真对照野产业兴旺尧
生态宜居尧乡风文明尧治理有效尧生活富裕冶的总要求袁突
出重点袁扎实推进袁牢牢抓住撬动乡村振兴的主抓手袁加
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遥
县领导王立忠参加活动遥 （杜晓果）

孟庆斌来我县调研

4月 14日袁 沂南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技术评估工作
反馈会议召开遥 省卫健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处处长迟蔚
蔚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袁县委副书记徐涛出席遥
专家组对我县创卫工作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袁

一致认为袁我县达到叶国家卫生县城曳标准袁建议通过技术
评估遥 同时也指出了我县在创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
弱环节袁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遥
孙德士表示袁 要对照省爱卫办专家组反馈的每条意

见袁认真整改袁建立长效机制袁全面深化创卫工作袁进一步
巩固创卫成果袁把我县建设的更加美好遥
聂成芳尧刘纪祥尧王立忠等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

议遥 （刘志楠）

我县顺利通过创建国家
卫生县城技术评估

4月 12日袁 济南市槐荫区与我县扶贫协作联席会议
召开袁槐荫区向我县捐助扶贫协作资金 400万元袁与部分
乡镇村居签订了扶贫协作框架协议遥 槐荫区委副书记周
敬袁县政协主席刘正生出席遥
自 2016年槐荫区对口帮扶我县开展扶贫协作以来袁

双方积极开展扶贫协作袁不断拓宽合作领域遥槐荫区累计
无偿捐助我县协作资金 1110万元袁先后投入到农业特色
项目尧村级服务中心尧卫生室等项目袁为贫困群众增加了
收入来源袁改善了贫困村的村容村貌袁推动了双方扶贫协
作走向深入遥 今年袁双方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袁在产业
项目尧劳务合作尧技术培训尧社会帮扶等方面持续发力袁健
全完善工作机制袁全面落实扶贫协作框架协议袁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袁携手进入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遥
会前袁与会人员先后到岸堤镇大峪庄村尧马牧池乡双

泉峪子村和依汶镇南栗沟村参观扶贫项目开展情况遥
县领导赵方禄尧刘星参加相关活动遥（孙雪)

济南市槐荫区来我县
考察对接扶贫工作

沂南县慈善总会联系方式
爱心众筹平台地址：澳柯玛大道西首路北原格伦特老厂院内渊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冤
电 话：沂南县爱心众筹平台院0539-3333365

沂南县慈善总会综合管理部院0539-3236881
沂南县慈善总会众筹物资部院0539-3236880
沂南县慈善总会财务基金部院0539-3236958

携手慈善 与爱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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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上映
境·界 4月 19日 动作 / 奇幻 / 冒险 福士苍汰 / 杉咲花
转型团伙 4月 19日 喜剧/剧情 吴镇宇 / 费曼
如影随心 4月 19日 剧情 / 爱情 陈晓 / 杜鹃
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 3D 4月 24日 动作/科幻 小罗伯特窑唐尼2019年 4月 13日袁中央电视台叶新

闻联播曳播出一条叶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
中国曳的新闻袁其中一幅画面的横幅标语
内容是 野XX 妇女向祖国七十华诞献
礼浴 冶

野比赛本着公平尧公正尧专业的原则袁
以挖掘和推出优秀少儿节目尧 才艺小达
人为己任袁以耶予爱相伴袁喜迎祖国 70华
诞爷为主题.....冶这是叶萧山日报曳2019 年
3月 4日叶萧山区野湘湖未来星冶少儿才
艺大赛重磅来袭曳中的一段话遥

很显然袁上述二例野祖国冶一词的用
法不规范遥 正确的表述应为野新中国冶或
野共和国冶或野人民共和国冶或野中华人民
共和国冶遥

众所周知袁野新中国冶特指野中华人民
共和国冶袁 她于 1949年 10月 1日成立袁
至今已有 70年了遥 野祖国冶则指野祖籍所
在的国家曰自己的国家遥 冶渊李行健叶现代
汉语规范词典窑缩印本曳第 1745页冤
我们的祖国是中国袁她有约 5000年

的文明史遥我们的共和国是年轻的袁而我
们的祖国则绵延数千年而不衰遥

中国, 是各个历史时段对中华民族
所居住的所有区域的总称遥不同时期袁所
辖区域不同遥 19世纪中叶以来袁野中国冶
始专指我国家全部领土袁不作他用遥辛亥
革命后袁1912 年成立野中华民国冶袁简称
野中国冶袁这个称谓才正式成为中国国号遥
1949年 10月 1日袁新中国成立时袁定名

为野中华人民共和国冶袁今野中国冶用于野中
华人民共和国冶的简称袁而野新中国冶特指
野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遥

可见野中国冶与野新中国冶尧野祖国冶与
野中华人民共和国冶 表示的概念不尽相
同袁 在使用时不能混淆袁 更不能张冠李
戴遥

把野新中国冶称作野祖国冶的语言错
误袁出现率极高袁这一现象已存在很长时
间了遥早在 2009年袁新中国成立 60周年
的时候袁叶咬文嚼字曳 编辑部就将其列为
野十大语文差错冶之首袁可见其在人们心
中的错误印象有多么的顽固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袁 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庆祝

活动遥新闻媒体的许多报道中袁还经常出
现野向建国 70周年献礼冶的句子袁似有歧
义遥野新中国冶成立之前袁野祖国冶大地上就
曾经野建国冶若干次了遥 因此袁野祖国冶野中
国冶野建国冶等词要慎重使用遥遇到特指与
野XX 周年冶搭配的情况时袁还是规范使
用野新中国冶一词为好遥

有部电影叫做叶建国大业曳袁指的是
中国历史上的其中一次的野建国冶袁内容
表现的是野新中国冶成立的一段历史袁不
会产生歧义袁 作为题目这个提法是合适
的遥
这正是院
祖国中国与建国袁
义不相同易迷惑遥
祖国并非新中国袁
规范用词不为过遥

茵探秘语文真相
“祖国”并非“新中国”

阴 岳希利

剧情简介：《复仇者联盟 3：
无限战争》的毁灭性事件过后，
宇宙由于疯狂泰坦灭霸的行动
而变得满目疮痍。无论前方将
遭遇怎样的后果，复仇者联盟
都必须在剩余盟友的帮助下再
一次集结，以逆转灭霸的所作
所为，彻底恢复宇宙的秩序。

野大树长袁大树长袁你长粗来我长
长袁你长粗来做架梁袁我长长来孝敬爹和
娘噎噎冶我们这里有一个习俗袁是大年五
更小孩子要去抱着树干转圈唱这个歌
谣遥小时候我并没做过这个游戏袁但这个
流传很广的温馨歌谣袁 却总能让我想起
小时候袁 想起院子里那棵陪着我长大的
树遥
在林场居住的时候袁 家西面有一段

水泥砌石建成的水渠袁 我们一直叫它水
道遥 西边窗口往前五六米远处紧靠水道
长着一棵法桐树袁自然兀立袁高大挺拔遥
再往前又有一棵榆树袁 独特之处是春天
长叶秋天长榆钱遥这是另一种榆树品种袁
俗名叫做要榆遥 野要冶或者应该是野拗冶的
音变袁口语变音成了野要冶也未可知袁反正
就是颠倒尧别扭的意思遥因为住的是苹果
园里公家的房子袁并没有院墙遮拦袁父亲
在屋前墙与法桐树之间扯上了一根铁
丝袁白天可以晾晒衣服袁晚上将我家喂的
黄狗拴在铁丝上的一个套环中袁 让它能
顺着铁丝来回跑动着给我们看家护院遥
这棵法桐树没有经过任何人为扭曲袁长
得高大自然袁充满生机和活力遥妻子对于
城里林荫道旁那些锯掉头部袁矮矮矬矬袁
憋长旁枝的法桐树习以为常袁 说起家中
曾有棵法桐树袁她觉得十分惊奇袁看着她
一脸怀疑袁 我不客气地说袁野那才是真正
的法桐树呢浴 冶
院子中的这棵法桐树和我们家的生

活有着密切的关系遥 几个妹妹和弟弟都
出生在这房子里袁 胞衣都埋在了这棵大
树下的土地里遥 我有可能不是出生在这
房中袁 但我从记事时候就在树下嬉戏玩
乐遥它一直伴随我们不断成长袁最后我们
都是从这棵树下走向远方的遥

夏天袁 这棵大树为我们遮出一片阴
凉遥母亲在树下挽起裤脚搓麻线袁由于我
们姊妹多袁 记得她的小腿上经常被麻线
搓得红殷殷的袁 现出很多让人心疼的血
点袁 但她还是不住的搓着袁 依旧谈笑风
生遥 冬天袁寒风萧瑟袁树枝被风刮得发出
呼呼的叫声袁 尚留在树上的法桐一些果
实会吧嗒一声摔碎在地上袁 细小的颗粒
和毛羽被风吹向四方遥 石头墙的房屋漏
风撒气袁一豆煤油灯下袁母亲在纺线车前
摇动着嗡嗡响的纺车袁 摇出我们身上穿
的冬棉夏单遥
那时候生活困难袁 我们家的房子又

是林场里早期盖的袁 破破烂烂袁 低矮幽
暗遥门窗陈旧不堪袁窗子上在很长的时间
里都没有玻璃袁就是用木条钉死的遥艰难
的日子里袁苦涩的记忆都会留下来遥长大
后袁 二妹有次说起她还记得我的一次发
邪袁 说是母亲给她煎了个鸡蛋正在这棵
树下给她吃着袁 我因为吃不到在一边生
气袁 随后突然上前捽过碗来袁 摔在了地
上遥我一点都不记得了袁但她说了以后我
仔细回想袁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儿似的袁
但我真记不清了遥在这树下袁也受过一些
委屈袁记得有一次袁林场里有一个姓马的
阿姨正在树下和母亲嘁嘁喳喳地拉着
呱袁我在一边蹦蹦跳跳的袁嘴里可能发出
了一些怪声来遥过了一会儿袁不知怎么回
事儿袁她突然脸色难看起来袁严肃地和母
亲找茬说我骂了她遥我当时不知所措袁惊
呆了遥母亲可不管三七二十一袁上来照着
我的屁股就打起来院野叫你骂人浴 叫你骂
人浴 冶我委屈地哇哇大哭起来袁母亲转过
头去一再向马阿姨道歉遥 阿姨也甚觉无
趣袁很快就讪讪地走了遥 后来她调走了袁
听说也是年龄不很大就已经去世遥 这些

往事袁今天想来袁反而都是很温馨的了遥
我们家八口人袁 除了父亲的户口在

林场袁 我们的户口全落在书堂村的生产
队里袁队里种的最多的是地瓜遥秋天来临
后袁 生产队里每天下午都会将地瓜往各
家各户分一次遥 人家分的大都在附近的
地块切成瓜干摆晒上就是袁 可母亲最要
干净袁往往都要把地瓜运回家中袁堆在法
桐树下袁 她用水洗干净以后再切成片运
出去袁找干净的大石头摆上晒干才行遥
这个季节的夜晚袁 这棵法桐树下就

成了我们一家人集中干活的场所遥 堆在
法桐树根部的大堆地瓜袁 需要用搓板手
工来切成薄片再找地方晒上遥 搓板是一
种在一个木头板中间用小锯子和凿子精
细抠出凹槽袁 然后固定上一个刀刃向上
的锋利刀片制成的遥切地瓜的时候袁用手
推着地瓜上下反复搓动袁 地瓜就会慢慢
变小变轻以至于彻底消失袁 切成的鲜地
瓜片都漏到下面去了遥 如果天光看不清
了袁就会点上一盏可以手提尧能防风雨尧
燃烧煤油的马灯袁 在法桐树上钉上一个
铁钉袁高高地把它挂上去遥母亲总会说一
句院野呵袁高灯下亮啊遥 冶在这么一盏微弱
的灯火下袁 最小的妹妹或弟弟往掌搓板
的人跟前扔地瓜袁便于快速拿起切出来袁
别的人从地下把切出的瓜干捧了家什
里袁然后运走找地方去摆开晾晒遥我最喜
欢干的活是切地瓜袁 把搓板插在筐头的
筐系之间袁那一头顶在法桐树干上袁拿起
一个地瓜噌噌噌袁不一会儿筐里就满了袁
抽出搓板把筐往一边一推院野走浴冶接着拉
过另一个空筐来袁又开始切地瓜片了遥这
多么威风袁多么痛快袁比蹲在那里摆瓜干
威风得多遥 后来熟练了袁不用点灯费油袁
就是摸黑我也能凭感觉切地瓜遥 为了速

度快袁往往摸起来就去搓板上推动袁快到
刀刃处才感觉出来那不是地瓜是掺在里
面的一块石头袁只好赶紧硬生生停住袁否
则会把搓板的刀片毁掉遥还有的时候袁头
可以来回扭动袁 上半身也可以左右拧来
拧去袁 和别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快速切地
瓜袁一点也不会影响到干活的速度遥往往
得意就会忘形袁 有次不知怎么右手大拇
指放得偏下了一点袁 连地瓜带手指一起
送上了刀刃袁 大拇指尖部一阵钻心的疼
痛袁被刀片切开了一道口子袁手指甲盖也
劈成了两半袁指甲肚上先是白森森的袁随
后开始出血并越出越多袁 只好停下来找
点消炎药颗粒撒上袁用胶布使劲缠住袁然
后再去继续干袁 不过这个时候会变得小
心起来遥那次刀伤袁让我的右手大拇指上
至今还留有一道深深的刀痕遥 看着这条
伤痕袁 我会想那被我们钉到树身上的铁
钉给大树造成的伤害也是很重的啊遥 后
来这棵树再被用锯子锯的时候袁 是不是
同样会伤到锯子啊遥
给我留下酸甜苦辣记忆的这棵法桐

树袁 在我们搬离的时候已经长得更加高
大了遥当时我想袁你和我们一家相伴了几
十年袁 我们搬走以后你只能自己孤独地
站立在这里了袁也不知会站立多长时间遥
果不其然袁后来我们再回去袁房子不

知何时已经被林场里拆掉了袁 这棵高大
的法桐树也不见了踪影袁 但是它的形象
始终挺拔牢固地留在我的心中袁 面对空
旷的那片土地袁 我的耳畔又回想起那个
歌谣来院野大树长袁大树长袁你长粗来我长
长袁你长粗来做架梁袁我长长来孝敬爹和
娘噎噎冶

法桐树下
阴 高 军

一枚叶子在风中独舞
季节将它涂抹出火焰
我无法将另一只眼也
合上
待你在来处，悠深的小径旁
装作一只不谙世事的鸟儿
歪起脑袋，眯一只眼
看晨光在枝间穿来荡去

有一束细微的光
打在你的脸颊上
我心中就会泛起金灿灿的波浪
一枚叶子落地
却扬起了生活的航帆
只要静下心来，你就能看得见
只有等待，最让人心慌

等待，最让人心慌
阴 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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