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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说五叔不爱，真有点冤枉他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地没种
好，就去考虑收割机，这是发梦。当时，我也这么想。

自己没钱，人就穷想。
我在县城工作，县城离家不远，有空时候也回去一下。五叔知道了，立即找我，

别的不谈，就谈他的收割机。看样子他是想先收割我，用他一张嘴，像发动机一样，
一开动，嘴巴像机器，吧嗒吧嗒。我就不被他收割，也被吧嗒的嘴吧嗒了。为了让我
相信，他拿出了一张图纸，上面画的就是收割机。

五叔本来没学过画，线条简单，又没立体感，再说那是机器，什么轮子，什么刀
子，讲究科学的数据，而不是凭空想象，说画就画，画了一把菜刀，你就是张屠夫
了，拿了水果刀，就是剃头匠了。何况，还是一张图纸，还是纸上谈兵。

只要不谈收割机，他仍然是我五叔。
五叔被我拒绝之后，他的希望之火，被我灭了，人一点没精神。我父亲几兄弟，

五叔最小，也是最小的叔子，三十好几的人，奔四十了，在我们农村老家那里，要么
到城里打工，要么好好种好几亩地，还能养活自己，现在被梦想的收割机折磨，生活
成个困难户，爱情也成个困难户了，这辈子没指望了。

那天，五叔要请我喝酒，一定要给个面子，不给面子，叔侄做不了，不谈收割
机。你就是谈收割机，也收割不了我。

人就是不喝酒，也要吃饭，在五叔的张罗下，还是去了他家。
五叔的家简陋，这么多年了，一点没改变。五叔让我在他家呆一会，他要买酒买

肉回来，我要叫了也叫不停，人像收割机一样，开走就开走，五叔还真有点能耐，在
村里的小卖店，买回了一斤猪肉与一只鸡，以及两斤米酒，算是满载而归，虽不提收
割机，我仍然觉得吧嗒吧嗒开着。

五叔家很少来人，肯定是梦想的收割机惹的祸，突然来了一个人，这人就是村里
的大凤。

大凤这人我认识，比五叔小几岁，在村里是个老姑娘了，有人给她做媒，她就是
不答应，久而久之，年龄就大。大凤说了，你这五叔吧嗒吧嗒地张扬，全村没有人不
知道，他的侄子回来了。我不来，你这五叔能做一顿好饭？

冲着大凤，这顿饭必须吃。
我从自己衣袋里掏出了钱，让大凤饭后把酒钱与肉钱结了。
大凤奇怪的是，大侄子是怎么知道的？
不用猜，这酒肉肯定赊账的，五叔哪来的钱？
你真是五叔的亲侄子。大凤也说，只有你帮五叔了。有些话没说，我也明白，这

顿饭是五叔下套也不为过，我也不怪他，因为我是他的侄子，他是我的五叔，再说我
还是一个扶贫干部，虽然是扶贫别的乡镇别的村子，可也不能置之不顾。

大凤的意思是，如果她是收割机多好，可惜不是，她是一个人。
言下之意是，她是收割机，愿意给了五叔，或者说五叔早就把她要了。如果不是

这一顿饭，我还蒙在鼓里，五叔与大凤有这个意思。
这顿饭没白吃。
人不怕有梦想，连梦想都没有，那就白活了。五叔喝不了多少，他又开始吧嗒

了，似醉非醉，好像只字不提，后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往收割机上奔跑的，大凤直接
说五叔，你累不累？要说就说吧。

让五叔回到收割机上，反而说不下去了。
大凤告诉了我，五叔要说的话，全在那一张图纸上，以前，我以为了解五叔，其

实什么也不了解，大凤才读懂了五叔，我真是小看了她。
回县城的时候，大凤把五叔的草图给了我，起初，五叔不愿意给的，大凤抢了五

叔的，硬是摔给了我，像是她与五叔的幸福就一台收割机，这哪像要收割机，倒像要
把我收割了。

于公，我在县城工作，又是下乡扶贫，于私，他是五叔，现在又带上一个大凤，
不，将来会是五婶，这问题不解决，就不要回来了。

一台收割机，说大也大，说小也不小，要花一定的钱，得找县长了。
县长没找到，却遇上了从省城下来的老同学李机器。李机器是外号，本名李二

本，他是卖机器的，所以，老同学都要叫他李机器。
老同学见面，寒暄几句，吃一顿饭也没问题，就是不要找我买机器，我那么一点

钱，也买不起。李机器倒直率，他不找我买机器，是下乡扶贫的。我正为五叔的事头
疼，又不好意开口，最后，还是说了出来。李机器说，老同学找他找对了。我让他弄
糊涂了，他说什么机器？我说，收割机。

当李机器看到了我给他的图纸，他眼睛一亮，说要见五叔。一个普通的农民，读
书也不多，能画图纸，这人不简单。

见到五叔，像见到一个知己，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义，连老同学都靠边站
了，李机器当即答应，给五叔一台收割机。

五叔有了收割机，忙着耕种，大凤也跟着忙，像是换了一个人，收割的时候，不
再是用自己嘴唇吧嗒，而是听着收割机吧嗒，那些水稻颗粒饱满。收割了自己的，也
帮着别人收割。

因为村里不少人到外面打工，或者做点小生意，村里几乎全是老人与孩子，没了
劳力，不少田地荒废了，看着心疼。

李机器又送来了一台耙田的机器，省了时间省了劳力，加上现在又用上抛秧技
术，不像过去一株株用手插，一抛就是一大片，又是丰收在望。

五叔吧嗒吧嗒，年底给每家每户分红，荒废的土地，让五叔盘活了，乡亲们从来
没听说过，也没见过。分红，给了大家希望。

五叔要感谢李机器，他也是五叔的侄子，感谢什么。这家伙什么时候也成了五叔的
侄子？五叔像是要对我说什么，又被其他村子的人叫去了，李机器催着五叔，让他的收割
机吧嗒去吧，像是感谢他就行了，不要感谢我了，像他是五叔的亲人，我成了外人。

五叔一个人太累，大凤要去开收割机。
我知道大凤也是心疼五叔，五叔爱收割机，不想让别人碰。大凤风风火火，不像

别的女孩子矜持，五叔是她的，收割机也是她的。她一个真爬上去，立即就开了。我
是想阻止已来不及，李机器说，放心吧，有我，她怎么开，也翻不到沟里。

五叔开收割机，知道的人少，大凤开收割机，一下子传开了。大凤开出村里村
外，也开出了乡镇内乡镇外，吧嗒吧嗒，比五叔开得还欢。

这台收割机初造，还没有大批量生产，给五叔使用，开了个好头，至于叫什么牌
子，一时还没有想好。五叔好像根本不用思考，脱口而出，就叫小康收割机。李机器
说，天才，老同学，你有个好五叔。李机器停顿了一下，又说，不对，他也是我的五
叔。我说，老同学，看你臭美。李机器说，我不臭美，一个县十台收割机，那十个县
就是……我看着到处是我们生产的收割机，吧嗒吧嗒地收割。

县长也来了，来找的不是五叔，而是找大凤。
原来县长听说了，专门下来，要成立一个女子收割机扶贫大队，让大凤做队长。

这么一说，就没五叔的事，正当他失望的时候，也让你开收割机。这回，他的脸才没
拉长，好一会儿，五叔的脸又拉长，拉长的原因，不是让他开收割机，而是要他在村
民选举大会上，争当村主任，村主任也就是村长。

一个大村委，十几个屯，不是开收割机，而是收割机把他收割了。
那几个荒山，也种上果树，鸟语花香，小桥流水人家，土鸡土鸭土鱼，还有土蔬

菜，现在城里人往乡下跑，搞好民宿，吧嗒吧嗒开着收割机。
五叔说，亲人。
县长说，亲人。
李机器说，不是亲人也是亲人。
不久，村里的人一个一个回来了，在家门口也能打工也能做老板，为何还要往外

跑？不少人感谢五叔，五叔说，不要感谢我，感谢的是党的好政策。
五叔的一张图纸，画的不就是一张小康生活的美好蓝图吗？
吧嗒吧嗒地开着收割机，五叔过去让别人扶贫，现在却去扶贫别人，带富全村人。

五叔的收割机
□丁桦

凌晨故事
□蒋忠民

凌晨 4 点，秋秋被闹钟震醒。他摸索着将闹
钟关闭，猫一样轻轻起来。妻子侧身朝另一边睡
着，发出轻微的鼾声。

昨晚两人争论了很久。秋秋提出，开一个超
市，专门卖乡下农民尤其是贫困户的产品，而且进
价出价一个样。妻子摸摸秋秋额头，说，你该不是
发烧吧？现在虽然疫情缓和，发烧还是挺可怕的
哟。秋秋说，我没有发烧，也不是心血来潮，我就
是想，能帮则帮一把而已。

我不反对你帮，你看你每年做公益做慈善，我
反对过么？可是，前些年开超市你难道累得还不够
么，好不容易搞了个楼盘，而且卖得那么好。才过
几天清闲日子呀！

好说歹说，秋秋还是没能说服妻子。最后两人
各盖各的被子，背靠背睡。

这段时间，朋友圈里天天都看到下乡扶贫的朋
友晒出照片：贫困户养的鸡越长越大，卖不出去；
地上的蔬菜绿油油的水嫩嫩的，快老了，哪个来
买……这些照片，像一把杂乱的干草，塞在嗓子
眼。秋秋很不舒服。

他开车到乡下转了几天。看到的，听到的，跟
朋友圈里的照片差不多。回到县城，秋秋物色了一
个好几百平方米的场地，足够开一个中等规模的超
市。

超市的名字，秋秋也想好了，就叫兴农超市。
可是得过妻子这一关。虽然说男子汉大丈夫说

干就干，秋秋对跟着自己吃苦打拼过来的妻子，还
是很尊重的。他不想和妻子闹得不痛快。

瞒着筹备得差不多了，秋秋试探着再跟妻子提

起开超市的事，妻子还是不干。
秋秋轻手轻脚开门下楼，出了小区。
大街上，昏黄的路灯下，偶见流浪猫窜过。古

河边的早市，摆满了各种蔬菜。卖菜的多，买菜的
少。进城卖菜的农民，蹲在一担担蔬菜前，等待买
主。

秋秋在一个老人的蔬菜担子前蹲下来，老人
家，好早哟。是的，早上摸黑摘的丝瓜，鲜嫩着
呢，你看还有露水呢！好多钱一斤呀？ 3 块。 3
块？不算贵，我全部要了。秋秋看着老人。

不远的转角处，秋秋妻子悄悄地看着这一切。
见秋秋跟老人完成了交易，将一担丝瓜腾到小推车
上，妻子赶紧悄悄离开。

第二天凌晨如是，第三天、第四天凌晨依然。
秋秋买下的菜，都交给公司员工，或者送人，

或者食堂消费。
这天晚上，妻子突然问秋秋，这些天睡觉睡得可

好？好，睡得好呢。秋秋每次从早市回到家，妻子都还
没起床。他觉得，妻子应该继续被蒙在鼓里。

妻子冷笑一声又叹息一声。秋秋呀秋秋，你哪
点都好，就是认准了的事不转弯这点不好。都这么
多年夫妻了，还是信不过我呀？

秋秋愣怔。怎么就信不过你了。这个家，家里
的所有，不都是你在管么。就连银行卡密码，也是
你掌握，这还不叫信任么？

那我问你，你天天那么早起来，去哪里鬼混
了？

你怎么晓得我那么早起来？你不是睡得那么熟
么？我，我不过是睡不着，去古河转悠几圈而已。

好吧，好吧。你继续转悠吧，多转悠几圈，
对身体好！

秋秋的兴农超市一切都筹备就绪，就等择日
开业。

这天凌晨，秋秋跟往常一样，轻轻起床，轻
轻下楼，去早市。多日起早，生物钟逐渐适应，
根本不需要手机闹钟了。

他多了个心眼，发现妻子在跟踪。
秋秋加快速度，很快走过几条街，到了古河

早市旁边，闪到暗处。
妻子跟过来了。瞅着早市，不见秋秋踪影，

嘟哝道，奇怪了，明明看见他朝这边来了。等了
一会还是不见秋秋，妻子忍不住走进早市。哇，
那么多新鲜蔬菜，还有一笼一笼的鸡鸭，还有活
蹦乱跳的鱼。

妻子问了几家菜价，不由得皱了皱眉。她突
然想起什么似的，转身就走。一直跟在妻子身后
的秋秋来不及躲闪，两人面对面撞上。

你？你！两人大眼瞪小眼。
妻子嗔怒，丢下一句“你呀”，急匆匆离

开。秋秋恍然大悟，喜上眉梢，疾步跟上。
几天后，兴农超市正式开业。各乡镇分管领

导、驻村扶贫工作队员，还有贫困户代表成为开
业仪式主角。门前没有摆放鲜花，而是摆满了新
鲜的蔬菜和土鸡土鸭。

市民闻讯而来，超市人头攒动。
超市门口，秋秋妻子的声音清脆而高亢：消

费扶贫产品，奉献扶贫爱心。绿色放心食品，一
律按进价销售。利人利己，实现双赢！

赵大河回新民村，是为了看一棵树。
20 年前，赵大河作为驻村干部，在新民村待

过两年。就在住的村委会大院宿舍前，他种下了一
棵树。现在，这棵树一定是长成参天大树了吧？

车子在村口停下，赵大河从后座下车，早有等
候多时的十几号人，前面的是副县长高子昂——— 赵
大河以前的老同事，还有乡里村里的干部们。高子
昂高亢的声音：“大河，来啦。”赵大河握住了高
子昂的手，开玩笑说：“我现在该叫你高县长了
吧？”高子昂说：“还是叫子昂好，你看我都叫你
大河。”两个人哈哈大笑。赵大河眼睛又在人群中
穿梭，没看到老书记，就问了一句：“哪位是咱新
民村的村干部？”一个 30 多岁的年轻干部跑上前
来，说：“赵总您好，我是咱村的书记赵宇。”

赵大河朝他点了点头，与高子昂并肩往村里
走。

高子昂边走边说：“大河，我可听说，你是来
看树的。”

赵大河说：“不急不急，老书记在吗？我们先
去看看他吧。”

年轻的村支书赵宇带路，一队人齐刷刷地往老
书记家的方向走，一条破破烂烂的石子路，让人走
得很不适。一处院子前，院子里的几间屋已破旧不
堪了。早有人给老书记报了信，两鬓斑白的老书记
颤巍巍地等在院子口，看见大家，蹒跚着要走过
来。赵大河快走了几步迎上去，紧握住老书记一双
粗糙的手，说：“老书记，好多年不见了，您还好
吧？”

老书记乐呵呵地：“好，好着呢。”
“方不方便，进您家里坐坐？”
“方便，当然方便了。”
赵宇是想说什么，话还没来得及说，赵大河已

跟着老书记进屋了。高子昂瞅了赵宇一眼，抬起脚
也进去了。

与屋外的破旧相比，屋内也好不到哪里去。墙
上的石灰都有些松动了，像随时都会掉落，只是在
挂着三排整齐的奖状前，被挡住了看不真切，也像
是遮掩。

赵大河说：“老书记，您这些年，太不容易
啦！您一共做了多少年的村支部书记？”

老书记说：“整整 30 年哦。把我从一个小伙
子，做成了一个老头子。”老书记乐呵呵地，细数
着他的过往。

赵大河陆续又走进了旁侧的金花奶奶、刘福伯、
周大爷家，好多人都不记得他了。赵大河一一微笑问
候。都是同样破落的房，赵大河不由得叹气，说：“这
么些年了，新民村还是老民村呀！”

大伙的步子到了一处矗立着的三层楼房前，楼
房由一排银色的铁围栏与外界隔开，门口平整的厚
实水泥路，与刚刚走过的石子路完全不一样，像到
了另一个世界。

“这是谁的房？”赵大河问。
“我，我的……”赵宇不由得有些尴尬。
这一天，赵大河没有看那棵树就走了。赵大河

说过要赞助建一条从县里直通村里的柏油路，再建
楼、开厂等等事儿，也都不提了。

一周后，赵大河在办公室翻着文件，桌上的
电话急促响起：“赵总，有一个老人，他说是老
书记，要见您，怎么拦也拦不住……”赵大河起
身，说：“赶紧请他进来吧。”

老书记几乎是冲进来的！刚进办公室，老书
记就迫不及待地说：“大河，你错怪小宇书记了
呀！你以为小宇那个房是他贪腐得来的？不是
的，那都是他在外打工赚的啊。这都怪我，做了
30 年的书记毫无作为，没有把乡亲们带富了，
让大家还住破破烂烂的屋，我无能呀！是我请小
宇回来做的村支书，他上任几个月来，已经给乡
亲们谋划了好几个致富的法子，不过，路不好什
么都白搭。小宇自己在筹钱准备给村里头修路，
听说你愿意来赞助，刚好可以帮我们一把，谁知
道你看了他家的楼房就不干了，你是真真错怪了
他……”

赵大河听着老书记的话儿，突然想到了那棵
他 20 年前种下的树。

那一天，赵大河从城里带回来一批树，其中
的一棵，他留了下来。就在院子里，在老书记面
前，赵大河种下了那棵树。浇灌下第一桶水，赵
大河还开玩笑说：“老书记，我这种下的可是咱
新民村的未来和希望呀！”

现在，站在面前的老书记，颤颤巍巍的，像
一棵在疾风中抖动的老树。

好一会，赵大河说：“老书记，您放心，我
再去看看那棵树吧。这次，我一定看个清楚明
白！”

看一棵树
□崔立

暮归

□李海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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