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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家将秋分节气设立
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大约是在
节日的前三四天，爹电话告诉在县
城工作的我：“国家专门给老百姓
设立‘丰收节’，这可是历朝历代
都没有过的先例！咱得好好过这个
节。”

我倍感惊奇：太阳打西边出来
了吗？

记忆中，民间传统的喜庆节
日，爹只认春节和中秋节。我曾经
置办的父亲节宴、老人节宴以及爹
的七十寿宴，都遭到他的斥责甚至
怒骂。特别是那次七十寿宴，少时
读过书的爹，竟然抖落开命理邪
说：人经过一个甲子轮回后到八十
岁前，过一次寿辰就会折耗八至十
年的寿命。他骂我：“你想让阎王
爷快点把我收走吗？”

爹打了一辈子庄户。他在改革
开放后勤劳致富，攒了一笔不菲的
老本。六十五岁时，又着迷般承包
了十公顷水果采摘园。爹的钱袋子
一直撑得滴溜溜圆，为什么就不愿
意过节呢？我曾几度怀疑：他是不
是我的亲爹？

乡村过节，讲究的就是大吃大
喝。难得爹乐意过“丰收节”，我
打算在县城邀请厨师回老家做一次
丰盛的家宴，被爹拒绝了：“做菜
做饭的活儿，我自有安排，不用你
操心。你小子抽空回家放开肚皮吃
就是了!”

“丰收节”适逢公休日，我早
早地携妻奔往老家。到了村口，遇
上周燕、李红、刘丽等一帮身着围
裙的妇女，每个人的手里攥着一把
菜刀，那架势有点吓人。我摇下车
窗问：“你们这副打扮，要做什
么？”周燕搭话：“去抢您爹的冰
箱。”当即引起一片笑声。

我带着一头雾水来到爹的采摘

园，方知爹操持的“丰收节”已经
超乎我“大吃大喝”的想象。他正
借机举办“夏家村能婆婆、巧媳妇
厨艺比赛”，奖品是新款多功能冰
箱。

厨艺比赛指定了酱爆香辣童子
鸡、青椒姜丝炒杂鱼、猪肉韭菜馅
卷煎、红椒炝拌素三丝等八道颇具
农家特色的菜品，土制吊炉贴烤
牌、石磨糊手工煎饼两款主食和豌
豆粉浆粥、豆浆糯米粥两款汤粥。
每款饭菜，依据现场游客的喜好取
头名，奖励冰箱一台。

村里的能婆婆、巧媳妇们，陆
陆续续来到爹的采摘园。厨艺比赛
需要的大部分食材，爹早已安排人
员备好。我和妻子及几个叔兄弟
充当向导，领着众人到果树下捕
捉 散 养 的 公鸡，捡拾新 鲜 的鸡
蛋；去地头的池塘网鱼、采藕；
进菜园收集各种时令鲜菜。接下
来，能婆婆、巧媳妇们轮流在南
瓜棚架下展示厨艺，田园里荡漾
着锅碗瓢盆交响曲，吸引众多采
摘游客驻足围观。

一番忙碌后，各种饭菜堆满了
葡萄架下的十二张大餐桌。

爹专程邀请且奉为上宾的老党
员、老革命、老前辈，从参赛菜肴
中配齐祭祀用品，捧着酒杯，举过
头顶，然后躬身泼洒在大地上，领
着众人敬天拜地庆丰收，祈盼年年
风调雨顺、岁岁国泰民安。

那一刻，乡亲们脚下的这片土
地，谷穗点头，瓜果溢香，枫红菊
黄，牛羊遍岗……

那一天，光临夏家村采摘鲜果
的游客们可赚大发了。他们真的
“放开肚皮”享用了一顿免费的饕
餮大餐。恰恰是游客们不经意的参
与和任意选取菜饭品种，自然显现
出能婆婆、巧媳妇间厨艺的高下。

周燕、李红、刘丽居然每人“抢”
走了一台冰箱，惹得他人羡慕嫉妒
恨。

比赛收场，游客离去，已是夕
阳西下时。我问及出钱出物举办厨
艺比赛的意图，爹没有给出任何解
释，只是反问我：“你还记得田梅
摔盘子闹离婚、赵秀回娘家躲做饭
的事吗？”

那是爹讲过的故事，我记忆犹
新。田梅做青椒姜丝炒杂鱼时，火
候及油温掌握不好，鱼不是被煎糊
了就是被搅碎成鱼渣，菜品品相不
佳。老公常常揭短挖苦她，田梅摔
碎盘子，负气提出离婚，幸得左邻
右舍苦口婆心地劝解，两口子才言
归于好。赵秀熬豌豆粉浆粥时经常
烧糊锅底，煮豆浆糯米粥时又总是
鬻锅、夹生，惹得公公、婆婆不高
兴。因此，她时不时地跑回二十公
里外的娘家躲避做饭，影响了家庭
和睦。

堂弟感慨：“大伯，从今天的
阵势看，咱村要是有特色饭菜馆招
徕游客，这些人就能长待一段时
间， 采 摘园肯 定 多 下树不 少 水
果。”爹说：“估计过不了多长时
间，就会有人开办饭店菜馆。”

果不其然，2019年的春风刚刚
掠过田野，厨艺比赛中力拔头筹的
周燕在村东头的农家菜馆、李红在
村西头的小酌酒屋、刘丽在村南的
实惠饭铺陆续于吉日开张迎宾，村
里的厨艺高手以及厨艺飞速长进的
田梅、赵秀都加入了帮厨行列。不
少老爷子老太太还饶有兴致地搭车
卖起了烤地瓜、蒸玉米、煮花生等
休闲零食。游客们口口相传，引来
更多客人。全村三片区域的百顷水
果采摘园，从春天到秋天，每天人
潮涌动。游客漫步于果树林间，聆
听灵鸟啼鸣，体验采摘喜悦，品尝

农家菜肴……；三个方位的饭店菜
馆，食客如云，财源滚滚；老人们
的小卖摊，需要不时补货，钱袋子
每天都鼓胀了肚。

我惊诧爹何以料事如神。爹俨
然大师指点迷津：“我曾建议周
燕、李红、刘丽开办饭店菜馆，可
她们始终犹豫不决，担心自己做的
饭菜不被游客接受。我筹办那次厨
艺比赛，一是助推她们一把——— 游
客们拥挤的场面和满足的神情，她
们必定增添信心，看到饭店菜馆的
商机和潜力；二来给田梅、赵秀那
一大帮小媳妇们提供学习烧菜做饭
技艺的机会，既让她们自家的日子
过得更好，又有机会有资格到周燕

她们的饭店菜馆当帮手，互惠互
利。”

今年的中秋节早于“丰收节”
十天。我回老家过中秋节，碰到爹
与果树种植大户们正在策划造势广
告：“丰收节”午餐免费，“新主
人”现身享用——— 夏家村二十万株
果树期待着您的认养……闻讯，周
燕、李红、刘丽们高兴极了：这下
子，回头客更多了！

新兴的“丰收节”啊，让我刮
目相看曾被自己怀疑的亲爹。我终
于读懂了爹固守农民勤劳、节俭、
务实本色的初衷，领悟了一位老农
感恩党和政府的拳拳之心、真诚回
报社会的殷殷之情。

一位老农的“丰收节”大宴
夏绪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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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变革中的农村，创业与
创新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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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f j x z g 2 0 1 7 @
163 .com。

——— 编者

“乡村振兴原创文学故事”征稿

潍坊市奎文区北苑街道芝尔庄
（更名前为则尔庄）位于潍坊市区
北部，奎文区四平路北端，地处白
浪河、潍州路之间，北接玄武街、
南临北宫街，是潍坊市区内最大的
行政村之一。全村居民1100余户，
3700多口人。2010年8月，则尔庄村
“村改居”，成立则尔庄社区居委
会。2019年8月，经上级部门批准，
“则尔庄”更名为“芝尔庄”。近
年来，芝尔庄坚持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已
成熟运营专业市场9处，经营综合
沿街商铺群4处，商业总面积达18万
平方米，年经营性收入达2000余万
元。

说起芝尔庄改村名的原因，芝
尔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
俊仁介绍，据可查资料显示，则尔
庄原村名为“贝亅(zhī)尔庄”，始
建于元明更替之际，距今约有600余
年历史。20世纪80年代初人口普查
时，因“贝亅(zhī)”为生僻字，且
计算机无法输入，为不影响普查工
作，改用了“则”字代替。但口语上，
本地人仍然沿用着“ z hī”的读
音。

由于“则”字既不是“贝亅”
字的多音字，意义也不相通，其读
音也不符合“zhī”字的读音，因
此“则”字的使用，给居民带来了
诸多不便，尤其是早年去外地工作

的村民，在外地填写家庭住址或回
家省亲等等，都因现用“则”字与
“贝亅”字在字形上相近但读音不
同，带来了一些麻烦。村名被改音
也成为了广大村民的一块心病，他
们多次对恢复村名提出了强烈要
求。

在此情况下，社区“两委”决
心尽最大努力，圆广大村民乡土乡
情梦。2013年1月底，在全体党员及
股东代表大会上，99%与会人员支
持恢复村名，此事正式被列为社区
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之一。

自2013年恢复村名的议案提交
全体党员及股东代表大会表决并通
过后，社区、合作社开展了大量地

收集、申请和咨询工作，先后查阅
各类图书、史料400多册，拜访了十
余位国家、省、市的文字专家和文
化名人等，三次到北京咨询权威部
门的意见。

最终，中国地名研究所给出了
权 威 的 指 导 意 见 ： 恢 复 贝 亅
（zhī）字村名并非没有可能，但
是十分的困难，需要经过中国地名
研究所、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语
言研究所、文字应用委员会等多个
部门审核，而且需要大量的佐证材
料。潍坊市和奎文区民政部门也对
恢复申请作出了答复：因原村名
“贝亅”字不存在于常用字库当
中，无法正常输入和使用，因此拒
绝予以恢复。

面对权威部门的意见和有关部
门的答复，本着传承百年历史文
化，尽最大努力圆广大村民的乡土
乡情梦原则，社区“两委”、合作
社理事在综合历来村名用字、寓意

和佐证材料的基础上，经多次讨论
提议，将“则尔庄”恢复为“芝尔
庄”。依据有三个：一是史料记载
清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潍
县举人郭杭之曾作七言诗“過芝爾
莊”，对当时的村貌民风进行记载
和赞扬。这一史料具有一定的公认
性和权威性，是一项重要村史记
载。二是“芝”字的寓意较好。据
《康熙字典》《新华字典》等解
释，芝为一种香草，喻德行的高尚
或友情、环境的美好等。这与社区大
力弘扬乡风文明，建设道德文化社
区的追求一致。三是芝与“贝亅”字
同音，均为 z hī。使用“芝”字代替

“则”字，有利于还原历史面貌和传
承百年文化，也有利于将来芝尔庄
人全面系统地了解自己家乡，既可
圆梦今人，又可启迪后代。

“更名为‘芝尔庄’，有利于
历史文化的传承，还原村庄历史面
貌。”王俊仁说。

那年公公生病住院，丈夫和婆
婆在医院护理，我白天上课，回到家
要照顾三个孩子又要干农活，实在
吃不消。这时有亲戚给我找了份工
作，去镇建筑队当出纳员，工作轻松
工资福利又高，比我当民办教师强
多了。我想带完这学期再辞掉学校
工作，但亲戚说，建筑队没出纳不
行，顶多给我一周时间考虑。

我左右为难，说实话我舍不得
那群孩子，但民办老师待遇太低，
公公住院又欠了债，家庭负担太

重。思来想去，我决定辞职。我去
跟老校长说时，老校长说，马上放
秋假了，让我利用这段时间去建筑
队干干试试，若觉得合适便留下继
续干，若觉得适应不了，秋假过后
再回来，他双手欢迎。

秋假第一天，我顾不得收地里
的庄稼，先去建筑队报到，会计人
非常和善，认真教我财务知识，还
给了我几本财务方面的书籍让我回
家学习。我知道刚进一个单位头三
脚必须踢好，于是回到家孩子也顾

不得照顾便开始恶补财务知识。三
天后，我才想起地里的庄稼。我那
天五点起床，想趁上班前的时间先
把玉米掰了，可到了玉米地一看，
大吃一惊，玉米全被偷光了，只剩
玉米秆儿竖在地里。

家人都在医院，玉米肯定是
“知情人”偷的，我没敢声张，想
暗地里调查这事。谁承想，下午下
班回家，院子里突然冒出了一堆堆
玉米，都一辫辫编好了，整齐码放
在一起。儿子告诉我，是我们班的

学生把玉米推来的。我一打听才知
道，原来学生们知道我家的情况，
天不亮就集合起来去地里帮我把玉
米掰了，他们将玉米推到了山后
面，扒了玉米叶又编成了辫，这才
将玉米完璧归赵，送到我家。

原来老校长没有跟学生们说我
辞职的事儿，学生们知道我家有病
号，那个年代家家经济都不富裕，
他们于是想出这种方式帮我渡难
关。班里56个学生没一个落下的，

他们有的离我家十里山路，天不亮
就步行出发……想起这些孩子我突
然心疼了。我果断辞掉了出纳员的
工作，毅然返回学校，因为民办教
师虽然工资低，但学生们给予我的
财富却是无价的。

经历过那次辞职后，我又在教
师岗位上工作了25年，我再也没动
过一次辞职的心思。因为那年的玉
米长了“脚”，从学生手里一个个
都走进了我的心里。

老潍县“芝尔庄”更名记
任治安

长了“脚”的玉米
李秀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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