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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村里交给我一个任
务，组织一次体育类的比赛项目，
要健康、向上、大众化。看了看那
点可怜的活动经费，我动起了脑
筋：来个跳绳比赛？太俗了；拔河
比赛？不好分组，赛程短，没看
头；乒乓球？都没练过，光培训还
不得一个月。

刚好这时，在电脑前狂玩赛车
游戏的孩子启发了我，现在家家都
有手扶拖拉机，何不来个手扶车技
能大赛？这样既和生产有关，又能
全民参与，且花钱不多，开心取
乐。

为证实这一方案的可行性，我
决定去找振明大叔。他是村议事委
员会委员，私塾底子，毛笔字好，
且为人正直，在村里德高望重，我
们早已成了忘年交。

到了他家，说明来意，振明大
叔非常高兴，他泡好一壶茶，我俩
在灯下细细地琢磨……

我把比赛的可行性分析了一
下：首先家家都有手扶车，甚至有
的家庭妇女也能熟练驾驶，免去了
培训环节；其次，比赛规则容易
记——— 压线者淘汰，耗时长者淘
汰；第三，场地易选，手扶车速度
慢，安全性高。振明大叔当即叫
好，然后就是比赛项目和规则的制
定。

考虑到手扶拖拉机为单缸发动
机，如果只比赛速度，可能会飞
车，有危险性，所以这条取消。经

过讨论，最后比赛项目确定为：手
扶车启动速度赛；倒车比赛；负载
下坡转向——— 这三条很容易决出胜
负，安全系数高。比赛实行淘汰
制。然后我们又把选手年龄定在18
-45岁之间这个范围，这些人年富
力强，反应好，出点问题，他们自
己就能处理。

初步方案报告给村主任时，得
到了肯定。我给这项活动起了个响
亮的名字：龙源村“F1”大奖赛。
既然做，就要做好，我们成立了仲
裁组，由村主任负责；裁判组，由
一位退休乡村教师负责；我负责检
录和规划场地；振明大叔负责宣传
协调工作。

正月初六，村主任在广播上把
大奖赛的消息公布出去，振明大叔
拿出一张大红纸，用毛笔写上参赛
细则，经过我们的立体宣传轰炸，报
名者络绎不绝，不大的山村沸腾
了。

比赛第一天，67岁的王连起老
人竟然非要报名参赛，出于安全考
虑，在仲裁组和我的劝说下，他闷
闷不乐地退出赛场，到一边当起了
观众。村民苗秀玲也要求参赛，仲
裁组同意，并为她设立了女子组特
别奖——— 小苗只要能成功启动她的
手扶拖拉机，就获女子组一等奖
（就她一个选手）。

为确保公平，要求选手的手扶
车必须是10马力，且冷机静置4小时
以上，比赛时可以加注热水。手扶

拖拉机为单缸柴油机，结构简单，
没有空间安装起动机，所以多是人
力启动。冬天要把水排空，使用的
时候现加热水。参赛选手早已把油
料加足，热水备好。裁判一声哨
响，前五名率先行动，加热水，调
油门，打减压，转动手柄，忙得热
火朝天……

苗秀玲的女儿为她加注热水的
时候，小苗打开水箱底阀，放掉一
部分降了温度的水，这样机体升温
快，易启动。

裁判把成绩公布出来了，有10

位选手被淘汰，不情愿地开着“坐
骑”驶离赛场，苗秀玲竟然获得第6

名。过了初赛的选手开着手扶进入
下一个项目：倒车。这项规则比较简
单，脚着地者扣一分，压灰线者扣一
分，中途熄火者直接淘汰，用时最少
者获胜。选手们聚精会神，小心谨
慎，啦啦队在线外呐喊助威。

苗秀玲在一轮成绩的鼓励下，
要求参加完所有的比赛，不过倒车
不是她的强项，只得了个倒数第
三。又有10位选手被淘汰。

第二天决赛，也是最后的一
项：负载下坡转向。手扶拖拉机没
有导向轮胎，只有负重轮胎，转向
是通过操作左右把上的转向柄实现
的，这时变速齿轮和发动机分离，
另一侧没有操控的轮胎则继续转
动，这样就转向了。但是正因为如
此，下坡时，负重轮胎不和发动机
连接，它的速度要快于正常行驶、

和发动机相连的另一侧轮胎。简单
地说，就是向左转，得控制右侧的
转向柄，这和平地行驶相反，是最
有技术含量的一个动作，很多反应
慢的村民容易在这里出事。走到这
一步的选手都是驾驶员里的精英，
他们得意洋洋地在那里准备着。

比赛规则也很简单：压线一次
扣一分，脚踩地一次扣一分，用时

最少者夺冠。苗秀玲发挥得不错，
名列第7。

经过激烈的角逐，赵庆生等乡
亲获得前三名，苗秀玲毫无疑问是
女子组冠军。获奖选手的奖品是
“长城”牌冬季机油一桶，观众们
报以热烈的掌声。

乡村“F1”大奖赛，我们成功
了！

乡村“F1”大奖赛
陈德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
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
史任务。

过去五年来，在上下一心的共
同努力和艰苦奋战中，“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进展”，乡村面貌日新
月异。这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
绝好的创作素材：比如，充满振兴
故事的农业，巨大变革与变异的农
村，创业与创新中的农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

要讲话中指出，社会是一本大
书，只有真正读懂、读透了这本
大书，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支持
‘三农’题材文艺创作生产，鼓
励文艺工作者不断推出反映农民
生产生活尤其是乡村振兴实践的
优秀文艺作品，充分展示新时代
农村农民的精神面貌。”为此，
本报特辟专栏，欢迎读者们以自
己的方式讲述乡村振兴原创文学
故事，如有采用，稿酬从优。投
稿邮箱：jfjxzg2017@163 .com。

——— 编者

“乡村振兴原创文学故事”征稿

麦子收割后，地里的玉米苗就
如同去掉了伪装，整整齐齐窜出了
头。一行行绿色的小苗好似整齐的
队伍，煞是好看。可是，连续一个
多月没有下雨，让村里的人开始心
焦起来。割麦前，大伙都盼着不下
雨，“四月十二湿了老鸹毛，麦子
水里捞。”农谚一直这样说。但割
麦后，大伙都盼着来场雨，最好是
来场透雨，这样，玉米就省得再花
钱浇了。刘婶这几天一直盼着能下
场透雨，但日头干晴干晴的，没有
一点下雨的意思。

刘婶家里劳力少，丈夫出去打
工去了，就剩她和上学的小女儿两
个人在家。面对着五亩该浇水的玉
米苗，她犯起了愁。这天，她骑上

电动车，戴上太阳帽，拿上耘锄又
来到了地里，给玉米除草。虽然村
里的人为省力都打除草剂，但刘婶
为了省钱，还是决定锄一锄，老辈
人不都说“锄头下有雨”吗？

沿着生产路，刘婶还没走到自
己家的地里，就远远看见同一个生
产小组的李二蚂蚱正弯着腰在她家
的地里摆弄着水龙带。

看刘婶来，二蚂蚱说：“他刘
婶，你看我刚花145块钱买了100米的
新水龙带，你家的5亩地应该都够着
浇了。”听到这话，刘婶愣了，她
这才发现，自己的5亩地已经让“二
蚂蚱”浇了大半了。她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二蚂蚱”这是咋
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刘婶一下

没有反应过来，说：“大兄弟，你
这是干啥？”“二蚂蚱”低头把手
里的水龙带接口一把拧上，头也不
抬地说：“我这是学雷锋、拥军优
属咧，你家大小子去年不是当兵去
了吗？这几天，咱村里成立了雷锋
抗旱小组，我这个老民兵也报名参
加了，我寻思，抗旱就先从优先给
军属浇水开始吧！你看地里，不都
是人？”刘婶举目望去，果然，在
村里几户军属的地里，三三两两的
人都在扯着水龙带。“你看……”
刘婶有些语无伦次了，她转身疾步
走向电动车，又回头对“二蚂蚱”
说：“你们等着，我给你们买西瓜
去 ！ ” 说 着 ， 刘 婶 骑 上 了 电 动
车……

平度，位于山东半岛中部，东
邻莱西、即墨，西隔胶莱河与昌
邑、高密相望，北与莱州接壤，南
邻胶州，近临青岛。

但凡古城，都是历史悠远，人
文荟萃。平度历史上第一位名人宁
戚唱了首“饭牛歌”被齐桓公看中而
为相，因而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
中曰：“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
辅”；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借诗抒情：

“醉上山公马，寒歌宁戚牛”，足见这
位“放牛者”的巨大影响力。

古人云：“齐之山海天下冠，
而东莱之间，山水形势雄深伟丽又
为齐冠，而大泽之秀又为东莱之
最”。平度北部的天柱山魏碑，是
中国书法艺术之瑰宝，天柱山属于

东莱大泽山脉，这里不雨而润，青
日生烟，历来被认为是人间仙境，
有“神窟仙宅”之说，留有“始皇
游而忘返，武帝过以乐留”之千古
佳话。

好山好水好地方，为平度带来
浓厚的文化底蕴。如果你鞍马劳
顿，在平度一番小憩，这里充满智
慧的各色美食，自会让你流连忘
返，乐不思蜀，民以食为天的“天
道”，大地的丰盈与慷慨，彰显得
如此淋漓尽致。

物阜民丰的平度，如今诞生出
“十大名吃”“十大名菜”和“十
大名产”等品牌，首当其冲的大泽
山葡萄、大花生、大樱桃、红苹
果……

平度二字，顾名思义，平安度
日，粮食是决定性因素。作为农业
大市，平度盛产优质小麦、玉米、
大花生以及蔚为大观的大姜、大蒜、
山药等优质果蔬，为饮食文化提供
了丰富充沛的食材。只有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才会有飘香的美酒，才会
精心烹调出各色美味佳肴，才有了
热拌凉、开凌梭、火烧、煎包和巧面，
还 有 冲 天 牛 排 、酱 牛 肉 、腊 杆 子
鸡……这些林林总总的名吃，才使
得我们的日子甘甜芬芳。

平度饮食文化，承载了流传于
民间的传说故事。相传，赵匡胤称
帝前，领兵经平度张婆店歇脚吃
饭，张婆令其女巧做美食相待，令
赵赞不绝口，誉之为巧女。赵称帝

后派人接巧女进宫，巧女误解自
缢。为纪念皇封巧女，村名更名为
巧女张村，并修建巧女庙和巧女
坟，至今香火不断。

大凡民众难以忘怀的历史人
物，都会把百姓温饱牵挂于怀，视
民生为第一要务。如平度历史的经
学大师庸谭、易学宗派创始人费
直、天文历法学家徐万且等，都对
平度饮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西汉
时期平度籍天文历法学家徐万且，
十分看重农业的重要性，深知时
序、节气对农耕文明的影响，在
《太初历》中首次将二十四节气订
入历法，与春种秋收、夏忙冬闲的农
业节奏合拍，惠及千秋万代的芸芸
苍生。二十四节气不仅指导着农时，
而且根据不同季节身体的变化，提
出食材养生，可谓中华养生文化之
瑰宝。即使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对
二十四节气养生法也有很多详细记
载。为感恩与纪念，平度农村至今还
流行一些“节气农家小宴”，根据节

气之特点，烹调出时令小吃，比如，
谷雨茶、清明鸡蛋、端午粽子、夏至
食新麦、六月六吃新面、七月七巧
饼、冬至饺子……

平度饮食讲究咸、鲜、香，这
跟丰厚的历史底蕴有关。平度在夏
朝属古青州地望，盐业发达，便有
食咸之食俗；平度又属于古北海
郡，距莱州湾和胶州湾都不足百公
里，吃海鲜是当地一大习俗，饮食
有尝鲜之食俗；平度又为古即墨城
所在地，商业发达，饮食讲究香煎
小炒，以香味为大美。

在平度，饮食文化已经被发扬
光大并且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内涵，
但平度之食，依然是平民之食，朴
素之食，并非山珍海味，奇珍异
馐，也不属于什么名菜大系。生生
不息的民间烟火所烹调出来的好味
道，体现出的是真正民间大智慧。

平度之食，平民之食，就是这
朴素之美，彰显了人文之美，是对
粮食的珍视，更是对劳动、自然与
生命的敬畏。

平度好味道
陈希瑞

浇地
张长国

郭任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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