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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妻子老家在浙北小县
城。她上有两兄两姐，下有
两个弟弟。她因嫁给我离开
家乡已四十多年，其余兄姐
弟弟都还在老家。

几年前大舅哥因病去
世。几年后，大嫂想卖了家
乡老宅，去大城市投靠儿
子。谁知卖房之时遇到了意
外：当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告
知，要按《继承法》规定的继
承程序先分割遗产，再由全
体所有权人同意签字，方能
出售此房。

大舅哥因家庭结构简
单，又无巨额遗产须分配，所
以生前没留遗嘱，因此适用
法定继承程序。法定继承第
一序列是配偶、子女、父母，
三者有同等继承权。

据民间几百年传统习
惯，夫妻中如一方先去世，遗
产就由另一方自动继承，子
女不可能与父（母）争继承
权，公婆（岳父母）就更不可
能与儿媳（女婿）争继承权
了，司法机关也默认此二者
自动放弃继承权。

但此时适逢新修改的
《继承法》正式开始实施，对
现金和其他财产继承，司法
机关还是采取“民不诉、官不
理”的原则，任当事人自行处
分。但对不动产（主要是房
产）产权转移就开始严格按
照继承顺序进行，于是就给
我们带来了这笔“意外之
财”。

大舅哥与大嫂育有一
子。大舅哥去世时，此房作
为夫妻共同财产，二分之一
为配偶所有，剩下二分之一
属于被继承遗产。第一顺序
继承人有大嫂、侄儿和当时
还健在的我岳母，她可继承
这份遗产的三分之一份额。

大嫂欲售房时，岳母已去世，
她名下的这三分之一份额，
就成为六名子女可继承的

“新遗产”，妻子就这样被一
笔意外之财“撞了腰”。

六兄妹自然都声明放
弃这份遗产继承权，但口说
无凭，必须亲自拿上各自身
份证件，跑到当地公证部
门，面对公证员表达自己

“自愿放弃继承”的意愿，再
办一个“放弃遗产继承”公
证书，事情才能解决。其他
兄弟姐姐都在当地，抽个空
约个时间跑趟公证所，就把
事办了。我家住在省城，妻
子还得为此事专程回一趟
老家。

大嫂电话里虽说不着
急，但听得出来，其实心里很
焦急。也是，只要我们不办
好“放弃继承”公证书，她家
的房子就没法卖。

我们只能放下手头杂
事，安顿好上幼儿园小孙子
的接送，网上购好火车票，又
陪她辗转坐地铁、火车、汽
车，匆匆赶回老家去，在某公
证所与早等候在那里的侄儿
和大嫂会合。这是我们首次
与公证所打交道，公证员核
对当事人身份证，以验明正
身；然后在全程录音录像下，
签署“放弃遗产继承”公证
书，签名画押按指印加宣读，
表明放弃遗产继承是自愿的
真实意思表示，这才算完成
了一笔意外之财的放弃任
务。

新通过的《民法典》明年
1月1日要开始实施。它全
面调整和保护公民自出生至
死亡的所有与人格权、财产
权有关的内容，正式实施后，
说不定会给更多人带来意想
不到的“惊喜”！

“高小毕业的人请举手。”
在新征入伍的几百名战士中，
只有寥寥数人高高地举起了
手。在众人羡慕的目光里，那
些举手的人都被叫出了队列，
立即就被抽调去当文书、通信
员、卫生员、电报员等，剩下的
都去了步兵连。

这一幕给新兵小王留下
了极深刻的印象，成为他脑子
里的永久记忆。本来，还以为
当兵的人，只要练好枪法能够
勇敢地冲锋陷阵就行了，没想
到文化知识在军队里是那么
重要。当时，部队里用的大多
是苏式装备，那些懂俄文、能
看说明书的人，自然是部队里
的宝。

小王一直珍藏在心的“上
学堂”情结瞬间满血复活。若
不是在穷人也可以上学的时
光，他已经超龄失去了机会。
没文化一直是他的胸口之
痛。每次看到上过学能识字、
有文化的人，小王的眼睛一定

会熠熠生辉，他的心里充满了
对文化的向往和崇拜。

早在小王还在小山村里
当民兵队长时，只要有机会上
区、县、市里开会、培训、学习，
他的眼睛一直会在人群中扫
描，寻找有文化的人。一次在
人民武装部学习时，他一眼就
看到了他，一个眉清目秀长得
有点像演员陆毅的小帅哥。
这小帅哥衣着干净、挺刮，在
一群土味的农民小哥中显得
很洋气，很惹人注目。

小王认定他是文化人的
鉴别方法很简单，就是20世纪
50年代侯宝林说的相声——
那时的文艺范儿是中山装左
上口袋插支钢笔，笔帽舌头别
在外面，彰显的是识字的文化
人。细分起来：插一支笔的，
是中学生；插两支的，是大学
生；插三支或者以上的，那是
修钢笔的！我一直喜欢这个
段子，也是照此方法来甄别真
伪文化人的。对那些学历、学

位、证书特多，职称、头衔特多
的人心存疑虑：那满身的披
挂，有没有可能是小贩的噱
头？

“我们做朋友吧？”小王对
那位只别一支钢笔的帅哥说，
没有自卑、没有顾虑，只有一
心一意靠近文化的勇气。就
这样，没上过学的山村村民小
王认识了大县城里的文化人
陆才林。

陆同学是位真诚大方的
好青年，不矫情、不清高，欣然
接受了这个羡慕他的新朋
友。所以常常有人说，交朋友
趁年轻，可以无限接近纯真的
儿童世界，谁都可能成为谁的
朋友，没有任何限制和功利，
只要能一起开心地玩耍就
行。当然，能从穿开裆裤一直
玩到老的发小，除了缘分，一
定还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让他
们在岁月中不离不弃，从相遇
到白头。

小王在新兵连又一次惊

喜地看见了陆才林，他们被分
在一个连、一个排，小王在11
班，小陆在12班。小陆是小王
的好朋友，也是小王的第一任
文化辅导员。

小陆是个文体积极分子，
很活跃的一个人。可惜，在一
次部队运动会撑杆跳时，在
2.4米处失手跌了下来，结果
小手指摔断了，就调去通讯连
当了报务员。一年余，小陆便
复员回家了。

小王参军后就像我们考
进了大学。部队向文化大进
军，教员告诉大家，没有文化
的军队是落后的军队，落后就
会挨打。部队向目不识丁的
战士们施行速成识字法，要求
每一个人快速学会2000个单
字。

小王仿佛天生就是读书
的料，学文化的速度很快。不
到半年时间就拿到了初小毕
业证书。后来，又用了一年时
间学数理化，达到初中毕业的

水平。他也像小陆一样，成了
文化教员，还被调去营部当书
记员、团部参谋股长……

这一批20世纪50年代初
的志愿军，3年后基本都复员
了，600多人只留下了4个人，
小王就是其中之一，在部队
里，从小王一直到老王。

后来，有好几次清明节，
老王带着女儿小王，在战友陆
才林的墓前祭拜，一次次讲述
当年小王和小陆的友情，从文
化崇拜开始，到战友情谊长
存，从来没有淡出过生命。老
王一直有种深深的遗憾：“我
没能帮助他一起进步……”这
话我亲耳听到过好几次，因为
我就是老王的女儿小王。

女儿小王虽然运气好，读
了一点点书，但从来不敢不知
天高地厚，随便叫老王一介武
夫。因为老王怀揣一纸军队
这所大学的毕业证书，这唯一
无形的文凭，就是中山装左上
口袋插着的一支钢笔啊！

水稻田在老屋旁，夏夜的
傍晚，时不时便会传出“咕咕”
的蛙声。这蛙声，有的似从山
坡内里深处传出的，脚下有震
荡的感觉；有的像是禾叶下的
水面上传过来的，声音要脆响
得多。这脆响的蛙声，往四下
里传播出去，便招来了山风。
于是，老屋的周围，便开始凉
爽起来。

在开化县长虹乡真子坑
的高田坑，这样的凉爽之地有
好几处。而我叙述的这份凉
爽，是在石崖头上。

老屋，独门独户。与庄里
的那份热闹有联系，却不凑
近。它不属于城里人所说的
那种闹中取静的场景，而是充
满着小山村所特有的那种朴
实和空灵的静。这种朴实和
空灵的静，是会沁入灵魂深处
的。一旦被人记住，便永远不
会忘记。

上石崖头，要步65级台
阶，这是老屋与村庄联系的唯
一脉络。人走在上面，有上下
跳动的感觉。

两棵高大的红豆杉树，如
同两名“带刀护卫”，死死地守
着它们身边的这65级台阶。
传说这两棵红豆杉，曾经被吴
越王封赏为“衣锦将军”。据
说在五代时期，村里有一位牧
牛娃当了吴越王之后，回乡与
乡亲们喝酒高兴了，便脱下身
上的衣服挂到树上，之后便留
下了这样的佳话。于是，红豆
杉树下，常年留有认亲和祭祀
的痕迹。

田里的稻秧，正在发棵。
水里的蛤蟆蛋蛋，已经孵化成

了蝌蚪。它们是蛙或者是蟾
蜍的幼体。每个蝌蚪的身后，
都拖着一根长长侧扁的尾
巴。它们能在水中行走，全靠
这侧扁长尾给的动力。

水稻田旁的老屋，门敞
开着。不是山里人家没有安
全意识，而是这里的民风纯
朴，都是乡里乡亲的居住在
一起，无需在心里扎起那道

“篱笆”。
老屋的女主，是彬的母

亲。她是个能干、贤惠的女
人，家里家外一天到晚忙碌个
不停。特别是她的那一手家
常菜，让人吃得有滋有味。

彬的母亲，是位60多岁
的老人。只要吃过她烧的菜，
便会记住她的人。去老屋吃
饭的那天，她还在帮邻居做小
工。听说我们到家了，她便从
工地上赶回来。她的勤奋和
热情，感染着我们一行每个
人，不知不觉让人从心底生出
一份敬意。

我怂恿彬的母亲开农家
乐。因为她做的菜确实太好
吃了。特别是她烧的清水
鱼，色、香、味一个不落，会让
你在不知不觉中肚子已经吃
饱了。

水稻田的出水口被一块
泥巴封堵了一半，这是山里人
在水稻田里特有的一种农事
行为。这块泥巴，看似随手的
一个动作，作用却是用来控制
水稻田里的水位。只有最佳
的水位，才能哺育着禾苗茁壮
成长。

水稻田依老屋而出彩，老
屋赖着水稻田生活。

情景交融

老屋与水稻田
■方红升

我从事新闻工作 20年，
其中7年是在《湖州日报》安吉
记者站当记者。尤其是2011
年5月，在我56岁时，因工作
需要，毅然第二次主动去安吉
记者站工作。那段艰苦的日
子，我至今记忆犹新，仿佛就
在昨天。

驻站记者特点是“看得见
你的人管不着，管你的人看不
着”。驻站工作不需考勤打
卡，全凭你自觉工作。2013年
春天，妻子突然打来电话：“我
摔了一跤骨折了，上了石膏，
躺在床上不能动，你马上回家
来。”我思索片刻后说：“我这
里很忙，你骨折不是一两天能
好的，请你双林老妈过来照顾

吧。”她生气地说：“亏你想得
出，我妈80多岁，让她来照顾
我，说得出口吗？”后来，她的
小姐妹闻讯，纷纷来我家照顾
妻子，总算度过了这段艰难日
子。

2014年6月初，儿子参加
高考，我打电话对他说：“老爸
没空陪你，考好后自己打车回
家吧。”第一天妻子开车送他
到湖州二中考场后，就回家做
饭了。可到了12点多，还不见
儿子回家，非常着急。原来，
上午考试结束时，许多家长把
车停在考场外面接孩子，而我
儿子没人接，天还突然下起了
大雨。儿子没带雨伞，根本打
不到的士，最后从湖州二中走

了5公里路，回到龙溪苑家中
已浑身湿透了。第二天，儿子
出现发热感冒症状，那年他考
上了浙江工商大学二本，后来
他生气地说：“要不是感冒，我
可能会考上一本的。”我很心
疼。

记得有一年夏天抗洪救
灾釆访，周一我从湖州坐快
客去安吉，但开到梅溪时，突
然发现这条公路已是一片泽
国。司机说：“车子涉水要熄
火的，大家只能返回湖州
了。”我想，现在抗洪抢险紧
急关头，我绝不能回去，车上
只有我一人坚持下了车。我
在齐腰深的水中走了约一公
里，突然发现后面一辆湖州

军分区抗洪抢险专用车正从
水中开过来。我急忙掏出记
者证说：“我是《湖州日报》记
者，去安吉作抗洪救灾采
访。”于是，他们立即把我拉
上车。随后，我釆写出了安
吉抗洪救灾的报道。

2014年 11月底，单位组
织体检时，心电图显示，我严
重心律失常、频发早搏。医生
建议马上住院治疗，否则随时
有生命危险。但我当时考虑
到，此时正值安吉县“两会”即
将召开，报社下达的报纸征订
工作也已开始，如果这时住院
势必严重影响工作，所以希望
过了元旦再住院。医生无奈，
只能在我病历上写上：病人坚

持不愿住院治疗，一切后果病
人自负。我毅然在病历上签
下自己的姓名……

勤奋工作换来丰硕成果，
我的驻站记者成绩在县区记
者中名列前茅。其间，我还兼
任农村指导员，每周五挤出时
间去村里办公，回到家里往往
已天黑，坐在沙发上累得一动
也不想动了。我的付出也得
到领导的认可，先后获得浙江
省优秀农村工作指导员、湖州
日报报业集团特别贡献奖、湖
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回望自己走过的路，虽然
历经艰辛，但也很有意义。用
现在的话来说：人生是用来奋
斗的！

她特意画一张去她家的
线路图寄给我，约我去她家里
玩的这事儿，一想起来就让我
的心海荡起阵阵涟漪。现今
社会，一个女孩允诺一个男孩
去她家里玩、去见她的父母，
那八成是瓜熟蒂落、结亲成家
的前奏。但在当年，我和她似
乎都没往深里去想，反倒觉得
约伴相见自然而然。

她的父亲在我入伍前就
调离了我所在部队，到一家兵
工厂任职。她被安排寄宿在
父亲老部队的家属楼，每天乘
坐部队接送家属的班车，往返
于驻地县城的一所中学读高
中复习班。

我搜肠刮肚也回忆不起
同她认识的初始，只是想象一
种可能：那时她读高中复习

班，我备考军校，同是高考冲
刺人，因相互交流考学而结
交。她中等个儿，一头短发，
纤小文静，笑起来脸颊上会现
出一对小酒窝。受制于部队
严格的纪律，我与她熟识后碰
面，往往只是相视一笑打个招
呼。

她离开我所在部队时没
有机会同我道别，隔了好长一
段时日，我接到她的一封信，
方才得知她被一所师范大学
录取；而我热切向往的那所军
队政治学院，由于名额限制未
能如愿报考。学校放暑假，她
回到了老家父母身边，我收到
了她邀请我去她家里玩的一
封书信。这信里面附有她画
的一张去她家的线路图，从哪
儿上车，到哪儿下车，再到哪

个码头轮渡等等，标注得清清
楚楚，邀约显得十分质朴而真
诚。

自打记事起，伙伴之间相
约玩耍不计其数。我同她相
识时间并不长，相互之间的了
解也非常有限，没想到她那么
用心，特意画一张线路图寄给
我，约我去她家里玩。

她念大三那年，我退伍回
到了老家农村，与她相隔万水
千山。原以为此一别两无相
挂，可她不嫌弃我这个“农村
兵”，依旧同我保持书信往来，
还为我奔前程打气鼓劲。这
时我才恍然大悟，她没被世俗
羁绊，真心实意地约我去她家
里玩，内心装着她对父亲手下
一名士兵的敬重、信任与温
情。

休渔时节，渔民在干些
啥？他们状态如何？笔者日
前来到浙江某重点渔业县，和
渔民老大、海洋与渔业局相关
负责人进行了交流。

该县共有渔船近 2000
艘，约占全省的15%。

渔嫂在村口补网，渔船整
齐划一停泊港湾。笔者首先
来到一家渔业合作社办公大
楼，看到有渔民陆续进楼参加
技能培训。

“普通船员参加救生、消
防等基本技能培训，职务船员
是参加升级考试培训。”一姓
胡的船老大说，他所在的船叫
蟹笼船，主要捕蟹，船员十来
个，七八个是外地人，分别来
自四川、河南、安徽等地，年龄
以 30 岁至 50 岁之间为主。
职务船员基本就是本地人，且
有的还有少额股份。作为船
主，他于2014年新造的这艘
船，当时投资600多万元，现
在债基本还清了。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
渔民收入缩水，3月中旬出海
至5月1日回港，船员收入约
在2万元至4万元之间，比去
年同期减少五六千元。往年
船员的全年总收入约10万元
至15万元之间。今年因为劳
动力紧张，预计船员薪酬支付
不会少于这个数。

船内有暂养活蟹的水舱，
靠运输船及时装运至水产交
易市场，运输船至舟山沈家门
水产市场的运输时间约七八
个小时。每艘渔船与两三艘
运输船挂钩，以确保渔获物及
时运至交易市场。当然，有时
他们也会把蟹运到江苏一带
的水产市场。

外地船员一般都回家了，
作为船主的胡老大有空就要
到船里去看看。胡老大还是
党员，平时经常参加党组织活
动，是渔业合作社培养对象。

今年41岁的胡老大，20
岁从事捕鱼营生，从烧饭开
始，29岁当船老大，可谓资深
渔老大。讲起这些年的变化，
他说首先是柴油补贴少了。
10多年前，柴油补贴刚实行
时，一艘船可以拿40万元，后
逐年减少，现在只剩8万元。
他知道这是国家为了控制渔
船马力，压减捕捞强度，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但他反映，有
的省份还在鼓励增加渔船，当
地也有渔民到外省去申请渔
船马力指标；船打好后，船籍
挂在外省，船有时停靠在当地
渔港码头。

胡老大说，伏休这么多
年，浙江渔民最遵纪守法。但
有的省份渔民，采取一证多船
方法，在休渔期进行偷捕。尤
其是休渔期快结束时，“抢跑”
现象时有发生。

“现在30岁以下的本地
人撑船很少了，年纪轻的船员
越来越少。”胡老大说，去年他
的船产值400万元，纯利50
万元。

“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渔
老大赚点工资钱还是有的。”
胡老大说，在海上要防止被大
船撞，有风的天气要随时抛
锚，风大的天气及时回港。“休
渔效果比较明显，这几年渔场
资源总体量还是稳定的，但因
为渔船仍比较多，渔场资源大
家都在捕，感觉单船捕捞量有
一点点减少。”据他了解，受疫
情等因素影响，上半年部分渔
船亏本。

问起下一步有啥期盼，他
说最好保险费减免一点。近
几年保险额度提高，保险费增
加，像今年这样情况，保险公
司能否降低一些费用，减轻渔
民负担。

在与胡老大交谈后，笔者
来到该县海洋与渔业局，采访
了一位分管副局长。他说，伏
休期比捕捞期忙，计划培训渔
民7000人，约占全部渔民的
三分之一。渔业从业人员完
成了理论课程后，还要通过在
线测试。伏休期，还要与市场
监督部门联合查违禁渔获物，
日前便查到一辆外地来的冷
藏车，内有53箱冻子蟹，每箱
3.5公斤，马上没收。另外，还
要组织人员到滩涂查违禁网
具，在港湾内查偷排机油现
象。

“今年船厂安排紧张，有
的渔船懒得等候，就自己清洗
油箱，又不肯请油污处理公
司，导致偷排油污，上半年已
查获十多起。”这位分管副局
长说，为确保修船质量，船检
科人员分四组下沉船厂，马不
停蹄，蹲点守候，严把船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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