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舅公一走八年，八载花谢花开，大舅

婆每天晚上吃完饭收拾好家务，都会在家

门口的大路上等一阵，八年里，风雨无阻。

别人说：不要等了，你男人回不来了。她告

诉别人：他说了回来，就一定会的。有一

天，他会从大路的那一头走向我，这么多年

了，我怕他回来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在这里

等他，他万一走错了，我就喊他。公婆也不

止一次劝她，你结婚才几天他就走了，又没

有留种，实在不行，你找个人家嫁了，我们

以后就把你当女儿对待。大舅婆说：他让

我等他，我就等，他既然说了会回来，就肯

定会回来。八年之后的一天，大舅婆终于

等来了大路尽头走来的一个人，是中英场

乡公所一个乡丁。在核对了家庭、姓名之

后，乡丁告诉大舅婆，大舅公在参加什么龙

陵保卫战时被日本人打死了，属于烈士。

他来代表国民政府表示慰问，并从兜里掏

出四块大洋，说是国家抚恤金。当时在乡

公所当乡丁的，送这类消息太多了，一般的

家庭在得到这样的消息后都会哭天抢地，

寻死觅活的。那个乡丁很奇怪，大舅婆没

哭，甚至没流一滴眼泪，给她的大洋也不

要，只是听到她在嘴里喃喃地说：放下了，

终于可以放下了。随后，大舅婆一个人默

默地走进自己的房间，把自己出嫁来大舅

公家时的所有衣物收拾好，然后理了理头

上的几缕散发，平静地对婆婆说，娘，我走

了。婆媳俩再没有一句多话。大舅娘当时

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后来又去了哪里？

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见过大舅婆。据我

母亲说：当年的大舅婆是壮硕而美丽的，就

像她家门口的那株芭蕉花。

那一年被抓壮丁的，还有我们家隔壁

的陈癞子。陈癞子家赤贫，她母亲因为常

年衣不蔽体，经常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见

人。陈癞子父亲早逝，家里就他一个独

丁。按理，他是可以不被抓丁的，但当郭保

长向她母亲要一块大洋未果后，一个非常

寒冷的早上，陈癞子就从被窝里被抓走

了。庆幸的是，解放后不久，大概是60年代

后期，陈癞子却奇迹般地回到了严坪。他

被抓走后不到半年，陈老太婆天天哭，直到

把眼睛都哭瞎了。陈癞子回家的那一天，

老太婆把陈癞子的头抱在怀里，用双手反

复摩挲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这么久啊，

终于把你等回来了。

陈癞子说，他是被铁链子拴着走的，为

了防止壮丁逃跑，一根铁链子通常会栓五

到十个人。被抓的那天早上，他被押着走

路到隆昌，三十多公里的路，走了近十五六

个小时。由于铁链拴着影响速度，长官不

断地催促，走得慢了，皮鞭、枪托就劈头盖

脸地落在身上。到了隆昌，二十多个人挤

在一间不到六个平米的栈房里，第二天早

上醒来，睡在他旁边的那个人就死了。“半

夜的时候，我听到他呻唤，但当时实在太困

了，我就没管他。”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十多

天，陈癞子们一会儿走路，一会儿坐车，最

后到了贵阳。“和我一起的有五六个人在路

上就死了，我一路都昏昏糊糊的，就在快撑

不住的时候，长官说，到贵阳了，暂时不用

再走。后来，在兵站吃了一碗包谷糊糊，我

的魂才回来了。”

在兵站呆了两天后，陈癞子领到了一

套粗布军装，一双布鞋，还有一杆中正式步

枪。贵阳的冬天冷，流出的鼻涕都结了

冰，一套粗布单衣根本抵不住，陆陆续续的

又有人死去。一些壮丁白天哭、晚上哭，说

这回铁定是跑不脱了，死定了。与其冻死

不如战死，人多一鼓噪，带队的长官弹压不

住了。有一个当官的尚有良心，向上峰请

示说不给这些新兵烤火，估计还没上战场，

人就死光了。于是，当天晚上，陈癞子们烤

上了炉火。

新兵训练时间为三个月，三个月内，陈

癞子只开过五枪，当官的说子弹金贵，得留

到战场上去用。三个月后，陈癞子被分配

到工兵连。“这是需要贿赂长官才能得到的

美差。”陈癞子说，分配到步兵连的，基本上

没有几个活着回来。 （未完待续）

2014年7月，我有幸被中铁二局录用。毕

业前夕，不少同学三番五次建议我留在大城

市里工作，说大城市里工作机会更多、选择面

更广，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坚持了自己的选

择，成为了物资公司重庆分公司的一员。从

此，我离开了车水马龙的城市，去实现我“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梦想，去做一名“开路先

锋”的追随者。

2014年8月，受公司安排，我来到了“中国

名柚之乡”重庆市梁平县参与渝万客专铁路

建设。梁平高山耸峙，有如我的家乡，城乡间

弥散着柚子的清香。同事们的嘘寒问暖和热

切关怀，让我很快就融入了项目上的工作与

生活。初出茅庐的我，懵懵懂懂，四处碰壁，

但分公司领导的鼓励和同事们的帮助，让我

信心倍增，斗志昂扬。“遇到事情，不会做很正

常，多跑、多看、多问、多学、多做，经历得多

了，工作上的事自然而然就轻车熟路了。”工

作上的前辈常教导我说。经过在渝万铁路一

年多的洗礼后，我慢慢进入了状态，理清了思

路，工作便也井然有序了。

2015年10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山水

交汇的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重庆市彭水县，参

与涪秀二线铁路项目的建设。常常会有朋友

对我说：“你的工作就像旅游，好安逸哟！”我

也会自豪地笑着说：“对啊，我每天到工地，就

是在乌江画廊旅游。”

彭水县丰富的人文景观令人着迷，得天

独厚的自然风景更令人流连，但高山峡谷与

多变的气候却常给物资供应带来严峻挑战。

能否战胜酷暑、严寒等恶劣气候给物资运输

带来的困难，是对铁路物资人最基本的考验。

2018年5月8日，受暴雨天气影响，319
国道彭水段发生山体滑坡，道路被阻断。这

条路恰好正是通向涪秀二线大部分工点和拌

和站输送物资的咽喉要道，因山体滑坡量

大，道路抢救恢复日期还是个未知数，如果

各项物资因道路阻塞而无法被及时运送到工

地，那么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程

将面临停工待料、施工瘫痪风

险，造成巨大的损失。上级建设

单位知晓情况后立即下达了“军

令状”，要求必须克服自然危害因

素，千方百计保证物资及时进

场，确保工程施工生产。接到通

知后，我立即加入到了这一场物

资抢送战中来。

受地理环境因素限制，物资运输方案只

有两种：一种是经国道汽运，还有一种就是

经高速路汽运。第一种方案被完全否决，只

剩下第二种方案，但第二种方案将会造成运

输成本大幅增加。工地需用物资种类多、数

量大且持续周期未定，各运输单位因此将亏

损巨大，都不愿意采用这种方案。

一边是工地马上面临停工待料，一边是

运输单位因将经济亏损消极怠工，为尽快打

破僵局，我组织同事积极与各运输单位协调

沟通，劝导他们不要因为眼前的损失而放弃

了一个浩大工程；另一方面现场调查，核算

出经高速路配送物资需要增加的成本，并如

实上报项目指挥部，给供应商争取弥补一些

损失。经过不懈努力，最后解决了

施工最急用部分物资的配送问题，

维持了道路中断期间的项目施工生

产，在这一场物资配送攻坚战中交

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项目上的物资供应工作需机动

灵活，也需随时等待。前期施工调

查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项目周边

物资匮乏，整个彭水县仅有一家水泥厂，临近

的其它工程和民用水泥都在这里采购，一到

施工高峰期，水泥便供不应求。项目施工生

产每天都会需要大量的水泥，为尽量多抢装

到水泥，就必须多组织运输车辆，并到水泥厂

驻点督促发货。每天一早，我就得到水泥厂

安排车辆排队，与水泥厂协调尽量先保证我

们的水泥供应，但水泥资源太过紧张，产能严

重不足，很多车辆都要排队到深夜才能装到

货。工地上施工任务紧，急缺水泥，每天必须

要有足量的水泥才能开盘运行，所以必须要

坚守到最后一辆车装满水泥，出厂运送到工

地才算放心。项目施工生产不能停，水泥紧

张的时候，常常会在水泥厂呆到深夜。为了

能让水泥装车，及时赶送到各工点，不管是破

晓还是星辰，我只能耐心等待。

彭水县的地貌主要是“两山夹一江”特

征。冬天气温很低，山上一下雪就会造成道

路结冰，因此冬季的物资配送也成了一个“烧

脑”的难题。通往工地的便道都是盘山而上，

道路外边就是悬崖峭壁，运输安全是一点都

大意不得。一到冬季，我就会紧密关注每天

的天气预报，有降温、下雨、下雪的时候，我都

会提前去工点便道排查一遍，发现有结冰或

者存在塌方隐患的地段，及时与项目上的人

员取得联系，第一时间整改问题，保证道路畅

通，运输安全，物资顺利进场。

扎根铁路项目物资供应工作已经快 5年

了，期间目睹了同学频繁跳槽，也看惯了同事

的来来去去。其实，世上哪里有什么十全十

美的工作？虽然我的工作很平凡，但眼看一

座座大桥拔地而起，一个个隧道顺利贯通，我

就感到十分的欣慰。我就愿意做这为铁路输

运物资的“物资人”，虽然平凡，但也伟大。

这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5年，我还要把

我的第二个、第三个5年，甚至全部青春，都献

给我钟爱的铁路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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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将青春献给你
□何 勇

我的家乡商洛镇安位于秦

岭南麓、陕西东南部，是个“九山

半水半分田”的土石山区。这里

山大沟深，地广人稀，交通闭塞，

在 2000年之前，连公路都很少，

更别说铁路了。直到 2001年 10
月 1日西康铁路通车，才结束了

家乡没有铁路的历史。

西康铁路在我的家乡回龙镇设立了一个车站。举

行通车仪式那天，车站广场上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

少，简直比过年还热闹。有的人甚至走了十几里山路，

就是为了看一眼帅气、高大上的火车，见证这伟大的历

史性时刻。在家人的陪伴下，我也有幸观看了这一盛

况，并生平第一次乘坐漂亮的火车去姑姑家探亲。虽

然只有短短1个小时的乘车时间，但对于我这个毛头小

子来说，一切都是新鲜和好奇的。乘坐着火车一路上

过大桥、穿隧道，不仅是我，当时车上的所有人都感觉

和过年一样热闹喜庆。那一刻，让我终生难忘，至今想

起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这段经历一直深深影响着

我，从此以后，我也就更加关注火车、铁路和桥梁，以至

于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中铁二局这个光荣的大家庭做

一名铁路人，循着先辈们的足迹，踏遍祖国的万水千

山，用心用情书写铁路情怀。

西康铁路的开通，搭建起了家乡与西安、重庆、武

汉等大中城市的沟通桥梁，不仅使广大家乡人能够便

捷地出行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更使家乡的农副产品通

过顺畅的物流送达祖国的大江南北，制约家乡经济发

展的交通瓶颈被彻底打通。西康铁路开通 18年来，铁

路大通道的优势得到极大地发挥，对开发陕西东南资

源、方便群众出行、带动农民增收、拉动地方经济增长

都起到极大的作用，真正让沿线群众搭上了新时代脱贫致富的快车。

2013年 12月 28日，西安至安康二线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客货运业务同

步发展，年货运量达9000万吨。同时，由安康至西安的最快旅行时间由原来

的5小时缩短至3小时以内。西康铁路二线有效地缓解了西北、华北等地区

客货列车进渝入川运输紧张的状况，使西北路网与西南路网的连接更加紧

密，极大地增强了陕南与关中经济区的物资交流和人员联系。2017年12月

6日，西成高铁全线开通运行，让天堑变通途，“蜀道难”不再难，使西安、成

都、重庆三城之间的铁路行程缩短到 1至 5小时，大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发

展，提高了人民群众出行质量。如今，又有好消息传来——西渝高铁将开工

建设，其中的西康段将在我的家乡设站。相信西渝高铁的建设将会再次惠

及家乡经济的大发展，旅游业也会因高铁而更加兴旺发达，家乡的土特产品

也将因高铁走出大山，走向千家万户，人民生活水平将会大幅度提升。西康

铁路、西成高铁的建设都有我们二局人的身影，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勇敢的

二局人也将高举“开路先锋”的大旗，继续征战在西渝高铁的建设现场，我期

盼着能有机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为家乡人建设美丽的致富路和幸福路。

一条条通达南北、连贯东西的铁路似巨龙，缠绕着群山峻岭，便捷的铁

路使家乡镇安县域经济进入了快车道。新中国成立70年来铁路交通的大发

展，让百姓告别了出行难、行路难的艰难历史，大道如歌，铁路如画，四通八

达的铁路架起了老百姓通往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过去只能乘坐汽车翻山越岭十几个小时到达省城西安，如今，乘坐安全

便捷的火车只需要2个小时就能到达，当天就可以往返于家乡和省城之间。

不仅如此，便捷的西成高铁使得早上在西安吃肉夹馍、中午在成都品火锅成

为现实。西渝高铁的建设，将会更加拉近重庆、成都、西安城市间的距离，极

大改善我们出行的条件和提高生活品质……这些点滴的变化，正是新中国

成立70年来国家铁路建设发展的缩影，而我作为一名见证者、受益者，万分

自豪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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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落地扇的按钮，风开始来回走动。

一场落地起水的雨渐渐平息下来，市井之声由窸

窣变得喧闹起来。

我望向窗台，花盆里安息着枯萎的仙客来。玻璃

上贴着的窗花泛起阵阵柔和的光，海浪般拍打着我的

思绪，透过窗户，我仿佛看到母亲正小心翼翼地将鸡蛋

放入储物柜。“一、二、三、四……”她总要这样认真地数

着。

风扇仍在呼呼地吹，像牧羊人一样驱赶着屋里走

动的风，偶尔左右转动时发出“咔咔”的声响，让人想起

鞭子落地的声音。那种声音是来自故乡的，来自黑河

叔举起又落下的牧羊鞭，他养育多年的羊群，如云朵氤

氲在山脚下、河谷里。越来越多关于北方的记忆从泥

土里冒出来，我从书桌起身走向窗台。

窗外，夜色斑驳，阴云已悉数散去，留下几笔轻轻

勾勒的流云，留给月亮做了面纱。我轻轻叩响窗台，吟

唱起“月儿圆，月儿圆，引我到故乡”……我知道，一年

一度的中秋节将要来临。

去年也是中秋节，和母亲通电话时，我向她抱怨吃

不惯南方的月饼，她说要给我寄一些老家的月饼来，是

她亲自买原料交给月饼坊加工的。母亲是个很讲究过

节的人，就像她的虔诚和真心一样。记得小时候，每逢

中秋，她都推着自行车带我去采购做月饼需要的原料：

面粉、鸡蛋、干果、果脯、冰糖、奶粉……等一切置办好

了，我们就送到加工坊，然后排着队等加工。漫长的等

待后，看着师傅们从烤箱里抽出模具盘将一盘盘月饼倒在蒲席上的时候，是

我儿时最开心的时刻之一。淡淡奶香弥漫在空气中，我总会顾不得烫，拿起

月饼便一口咬下，酥脆的外皮里，是干果、果脯、冰糖等切碎混拌在一起的

馅，经过高温烘焙，咬起来酥软而香甜。这是我最爱吃的混糖月饼。

每年中秋节，我们周边县城的很多人都会跑来买月饼，听加工坊的师傅

说，我们县的水碱性大，同样的配方做出来的月饼比其他地方的月饼要酥

脆，而且因为使用了纯胡麻油，所以入口不会感到油腻。一方水土养育一方

人，仁慈的大地多么像一位伟大的母亲。

记得做月饼的时候，家家户户最后都要做一个直径25到50厘米的大月

饼，是中秋节夜晚祭拜用的。我家有个很大的铁质盘子，每年中秋节夜晚，

母亲会把大月饼放在盘子中间，然后四周围摆上葡萄、石榴、苹果等水果，摆

好后就吩咐我端出去，放在月亮能够照耀到的地方。当时我并不解其意，后

来才知道，这样做一是祭拜祖先及逝去的亲人，二是祈福家人团圆，身体健

康，平安喜乐。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南方，从此，我有了两个月亮，一个在牵

绊的故乡，一个在身处的异乡，只是，我在梦中还时常看见自己，虔诚地把盘

子摆在月光下。

一阵秋风试探性地从窗户吹进来，凉意袭人。我披上衬衫，拨通了母亲

的电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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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哥，我想有个家。”这是2016
年 7月新婚的小曼在出租房对老公

涛哥说的话。

小曼和涛哥，90后的小青年，新

婚蓉漂小夫妻，2015年双双大学毕

业，在国企基层兢兢业业地工作。

生活顺遂、爱情顺利的他们，想在成

都有个家。

可他们犹豫了，不算富裕的家

境、寥寥无几的存款和初入职场的

漫漫升职加薪路，在 2016年一路高

涨的房价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即

便如此，他们心中依旧燃烧着买房

信念：房子偏一点，面积小一点，单

价低一点，我们应该就会买得起的

吧。

8月，这对存着信念，不顾一切

莽撞向前奔跑的小夫妻开始了买房

摇号之旅。排队看楼盘、排队开证

明、排队交资料、排队等开盘，成了

这对小夫妻的日常。

“涛哥，我们周末去看一下那个

新盘吧，虽然还在建设中，但是我们

可以看看周围的配套设施和环境，

摇号要靠运气，我觉得我们肯定能

买到。”

“涛哥，我今天看到一个楼盘有

小户型的房子，虽然单价高了点，但

是只要我们能摇到小户型的房子，

还是能负担得起的。我觉得我们可

以交资料试一试。”

“涛哥，我们同事说有个楼盘还

不错，位置有点偏，价格也便宜，目

前交资料的人很少，你觉得我们还

有机会吗？”

“涛哥，上回我们交资料的那个

楼盘今天会公布摇号情况，你记得

到点准时查一下哦。我今天出门看

到彩虹了，所以今天一定会有好运

的，对吗？”

“涛哥，新楼盘我交了资料了。

管它买不买得起，反正也摇不中，就

试一试嘛。”

……

房价一直高涨不跌，买房的大

队伍却从未减少。这对小夫妻从开

始的选择性投递资料慢慢演变成了

见房就投，从最初的信心满满慢慢

演变成不抱希望。

转眼到了2017年。

“涛哥，蓉漂想要有个家怎么这

么难啊？”

“涛哥，你说等我们能摇上号的

时候，还买得起房子吗？”

“涛哥，我们放弃吧……”

眼泪从小曼的脸颊划过，这对

无助的小夫妻只得互相依偎在出租

房的沙发上，望着窗外亮起的万家

灯火，心中无可奈何却又不得不认

清现状。

不再为买房摇号的事情奔波，

这对小夫妻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

日子如往常一样一天一天地过着，

只是心中少了些什么。

2017 年 3 月，成都市房产限购

政策出台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随着限购政策的强力

执行，房价下降了，驱散了众多以炒

房为目的的生意人，更是在小曼和

涛哥这对小夫妻的心中点燃了新的

希望，他们又重启了买房之旅。

“涛哥，房子我想慢慢看。以前

是房子少、买的人多，加上我们存款

不够，不能慢慢挑地段、选户型，现

在房价稳定了，有资格买房的人少

了，况且这两年我们工作比较顺利

小有存款，可以慢慢地选房子啦。”

小曼和涛哥的日子开始忙碌起

来了。

“涛哥，这个楼盘你看一下。近

地铁，交通很方便，你觉得怎么样？”

“涛哥，那个楼盘户型很方正，

周边生活配套都挺成熟的，离商场

也好近哦。”

“涛哥，要不我们看下这个楼

盘，价格很便宜，而且按照这个单

价，我们可以买稍微大一点的房子，

这样以后就可以把爸爸妈妈接过来

住了呢。”

“涛哥涛哥，我上次给你说的那

个楼盘，就是那个地铁口、南北朝

向、配套齐全、单价合适的楼盘，我

们摇到超前面的号了，我们买这个

好不好？”

“买！”看着兴奋得手舞足蹈的

小曼，涛哥扬起嘴角言简意赅地回

答道。

签下购房合同的那一刻，小曼

和涛哥的手都在颤抖。这对蓉漂小

夫妻，终于在成都有了属于他们自

己的小家。

这个小家，不算大，但足够温

馨；这个小家，不算豪华，但承载着

这对小夫妻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

憬。这个小家，正是无数蓉漂心愿

的缩影。无数个温馨且美好的小

家，构建出了一个有爱且包容的成

都。一个个有爱且包容的成都，组

成了和谐且幸福的中国。

蓉漂，如今安家啦！

蓉 漂 安 家 记
□聂 清

壮 丁
□李和君

（小说连载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