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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中旬，随同事去大别山腹地的一个小村子住了一周。时间

虽短，毕竟有见有闻，有一些因此而起的明白和疑惑。这里先写出

几段。 

 

一，L 家湾 

我们去的地方是在 L县中部。出县城三十多公里，汽车驶入一个

狭长的山谷，左边是连绵的稻田，右边是一条近百米宽、清浅、露

出大片沙质河床的大河。河上，隔个一里半里的，就会横一段宽约

三尺、以水泥和石块混合砌成的低坝，充当过河的道路。我们在其

中一段坝边下车，脱鞋，从坝上涉水过河，再沿一条泥路上行七、

八分钟，就到了 L 家湾，一个三十来户人家、有一百五、六十人的

小山村。 

村子依坡势南北展开。大多数是泥砖房，黄褐色的墙面，灰黑

的瓦顶。一面墙上写着：“华主席在五届人大庄严指出：……”村子中

央，有两幢新起的平顶楼房，其中一幢特别新，不锈钢的窗栏在阳

光下闪亮，但是门窗紧闭，一条老黄狗懒懒地伏在门口。村人说，

这家主人在外地打工，房子是他为自己娶媳妇造的，花了四万多

元。“他还没有找到老婆呢！”村人笑说。 

我住的那一家，是在村子的东北角，一座也是依坡势而建的两

进的房子。第一进是原先的泥砖老屋，如今拆掉一半北墙，造成一

个不大的、能遮雨的前院。二进是住屋，大约七年前造的，用了新

式的空心砖，却依旧是平房、斜顶，老派的农家样式。屋子面南，

正门进去是堂屋，左右另各有一间房，堂屋后面是厨房，有一扇门



通向屋后。整个房子高而敞，据我在屋里目测，从水泥地面到屋顶

足有八米高。跨出后门两三步，就是一面相当陡的山坡，它从北面

和东面，构成这房子的院墙。 

屋里屋外，处处显着主人的勤勉。堂屋的北墙下，是一台新买

的 29 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机上覆着的红色的人造丝巾，被小心地撩

起来，避免盖住散热的气孔。厨房的烧柴的灶台面上，贴着白色窄

条瓷砖，擦抹得干干净净。前院里，贴墙砌了一口养鱼池，十余条

本地特有的小鱼，静静地停在池底。池对面是一个单独的灶台，上

架一口烧猪食的大锅。另一边叠放着两口寿材，结结实实，给年长

者一种安心的感觉。前院东边开一扇小门，跨过去，是一个在山坡

的斜面上辟出来的狭小的东院，其中以石块围成一个半米高的猪

圈，卧一头圆滚滚的黑猪，小眼睛紧紧地盯着你。一群半大的母

鸡，就在这前院和东院飞上跳下，伸着脖子“咯咯”地叫唤，却并不

一定是下了蛋。屋后的山坡上，树木青翠，缸豆架，丝瓜藤，还有

一小片竹林，其中一根竹子不知何故弯了下来，三、四只中年母

鸡，稳稳地停在上面，悠然四望。前院和后院都砌有排水沟，后院

里还有一个专门洗衣用的方形石槽。最让主人自豪的，是在后山上

打出一口四米深的水井，再以钢管和水龙头将水分别引入厨房、鱼

池和洗衣槽。看我这城里人很节省地从厨房的储水槽舀出半碗水—

—这可是清澈甘甜的山泉哪，他笑了：“多舀一点，这是不要钱

的。” 

天刚蒙蒙亮，窗下两只小公鸡就扯开嗓门啼起晨来——其中一

只还是哑嗓子，叫不成调，却异常顽强，远处每有一啼，它必要跟

着叫一回。我干脆起身，随同事去后山走走。同事是本村人，四年

没回来了，一上山就叫起来：“嗬，这山上林木都长好了！”四年前



可不是这样，树木被人伐得七零八落，到处露出砂石的地面。“现在

倒是一片绿了！”我四面看。“是呀，人都去打工了，村子里没那么

多人来砍柴伐树了，这山就自然长好了……”他说。 

确实，L 家湾也好，周围的几个村子也好，凡我所见，尽是五六

十岁的老人，和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也遇到几个青年和壮年

人，不是神色有点迟钝，就是缺一截胳膊，或者有别的残疾。似乎

大多数体格和头脑健全的青壮年，都如那造了楼房空关着的人一

样，去城市打工了。我住的那家的一户邻居，有一个十八岁的姑

娘，衣着鲜亮，一脸聪明相，完全不像是村里人。一问才知道，她

已经在县城打工多年，是因为有人提亲，才临时回来的。我那同事

的两个妹妹，也都是从上海回来不久，她们的丈夫，现在都还在上

海打工。 

山村人晚饭吃得迟，趁着天还没黑，我拎一把竹椅坐在堂屋

口，问起主人的日常生计。他年近六十，身材不高，瘦，笑起来满

脸皱纹，却一头黑发，不显老。和村里其他人不同，他能说一口流

利的普通话，此刻就扳着手指头，慢条斯理地告诉我：平时家中，

就他和妻子两个人，儿子在上海工作，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住在

不远的外村；他种两亩多地，一年两季，每季可收稻子近千斤，以

目前的粮价，扣除种子、肥料、雇短工的费用，每亩可得四百来块

钱，一年合计一千五百元左右；这笔钱包括一年的口粮，油盐酱

醋，还要用来交纳税、费——去年是一千多，今年减了，将近九百

元。 

“那你怎么够啊？”我的数学虽差，也立刻估摸出，他种地的收入

不敷日用。“养猪——”，他妻子，个子矮小，终日在家中忙个不停

的，解释说：每年养两头猪，一头春节时自用，另一头长到两百



斤，卖了近千元；还有鸡，将近三十只鸡，平均每天可得六、七个

鸡蛋，每个卖三毛五分钱。“这样可以维持吗？”“不行”，男主人摇

头：“现在农村办什么事情都要送礼，小孩满月、老人过生、上学、

结婚、造房子……一送起码几十块。”到他这年纪，似乎不用再为子

女的教育费钱了，可是，外甥和外甥女们都在读书，现在学费这么

贵，作外公外婆的，能不支援一点？毕竟是渐入老年了，总要生病

的，医药费可是无底洞……说到这儿，结论很清楚了：如果没有儿子

从上海接济，这人家的生计是艰难的。 

“在村子里，我这样的境况属于中等。”他补充说。 

 

二，镇上 

从 L家湾沿公路东行一里路，就是 X家坳镇，原先的乡政府（现

在已撤销）所在地。两长排新旧不一、样式各异的两层或三层楼

房，分列在公路两边。凡是新建的两层房子，一律蓝色玻璃、铝合

金窗、白色的外墙砖。百米左右的距离内，几乎每一家楼下都是商

店：杂货铺、理发店、农用物资供应站、药店……竟然还有两家照相

馆！“哪有那么多照相的生意？”知情人告诉我：“平常是没什么人上

门，他们主要是做附近学校和学生的生意。”倒也是，报名照、证件

照、毕业照……没想到乡村的学校教育还能连带着撑起这样密集的照

相业。 

两家肉铺子，都将案板摆到了公路边。“老板，多少钱一斤

啊？”“八块！”“这两个一样价？”我指着并放着的一条蹄膀和一块肥

膘肉，“都是八块!”卖肉的中年妇人一边挥赶苍蝇，一边回答。怎么

比上海的超市里还贵啊？据当地人说，这还算便宜的，到了春节时

候，要卖到十块钱一斤呢！ 

肉铺背后是镇上最大的“供销商场”，它和其他小货铺不同，用的



是开放式的货架，一副超市模样。货架上花花绿绿，尽是包装粗劣

而艳丽的仿制品。一盒三块多钱的饼干的包装袋上，印着一大堆龙

飞凤舞的西文字母，中间四个汉字：“法国风味”。统一牌的冰绿

茶，三元一瓶，差不多是九个鸡蛋的钱了，比上海我家附近的超市

贵好几毛。商场的东墙上，高高低低挂着几排衣裤，仔细一看，大

半是印着各式西文的 T 恤衫，和这里那里磨白了、剪出了窟窿的牛

仔裤，要是光看样式，真是和大城市里出售的衣裤差不多。 

在 X 家坳，更能显出城市化的气象的，是那差不多紧挨着的“中

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专营门市部”。在统辖 L 县的 H 市的大街

上，悬挂着一条横幅：“热烈庆祝我市移动用户突破五十万”。而在 L

县的两千多部手机中，多数是用的联通的号码。X 家坳附近的山区

公路上，不止一次有巨大的蓝底白字的广告牌迎面而来：“成功人都

用全球通”！现代城市生活的潮流，在这条短短的山区小镇的街面

上，声势逼人。在 X 家坳的东端，一幢老楼房正在装修门面：高高

的大理石铺就的台阶，占满整面外墙的镀铬框的大玻璃窗，黑色大

理石的柜台和地面，闪闪发亮的不锈钢防盗栅栏……大门上方一排粗

大的英文字母：CreditCooperationofChina（中国信用合作社）,那突

兀而豪华的气派，让我一时不知道身在何地。 

三里畈。这是 L县东南部的一个大镇，当地税务分局的朋友说，

这是全县最富裕的一个镇。我在镇上粗粗走了一圈，只见好几条长

街上，一家挨一家的，都是小商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卖摩托车

的商店，嘉陵、本田、山崎，还有英国的 Gerige 牌——有一家商店

门口扯着大字横幅：“英国 Gerige 摩托车向广大中国用户提供全面的

服务”，各种型号济济一堂。据说，L 县的摩托车有两万辆之多（全

县人口是五十九万），其中不少是无照车，就那么在乡间的高低不平



的土路上驰骋。有一晚，当地朋友用摩托车送我回 L 家湾，在漆黑

一片中颠簸了将近十分钟，突然在一座桥头遇到警察查夜，那朋友

正尴尬——一位年轻警察已经盯住了那个应该挂车牌的部位，从警

车上又下来一位年长的警察，是熟人！于是寒暄两句，顺利过关。 

镇西南的汽车站对面，竖着一块醒目的标语牌：“经济发展是硬

道理，招商引资是硬本事，项目建设是硬成绩。”三个“硬”字，将当

地政府对自己工作目标的理解，说得清清楚楚。旁边的一面三层楼

房的外墙上，还有一幅更大的标语：“无女不嫁，无女不好，无女不

宁”。镇上的朋友解释说，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影响到镇里的政

绩，才刷出这样的标语来。可后来，在别的地方，我不断看到类似

的标语（还有这样的：“严禁非法胎儿鉴定和选择性引产！”），在远

离三里畈的一个公路的三岔路口，L 县的计划生育局还专门立一块

牌子，标明各种针对胎儿鉴定和引产的罚款数额，最高的一种是

7500 元。这就明显不是三里畈一地的问题了。看起来，要让官员真

正出力解决一件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算进考核政绩的指

标。 

在镇上逛到一半的时候，看见一幢奇怪的巨型建筑，五层楼

高，方方正正如一座城楼，外墙是白色瓷砖，顶上还有四根圆柱，

撑起一个琉璃瓦的翘檐式屋顶。“哦，那是镇上一个富翁的家，想进

去看看吗？没关系的！”陪同的税务朋友挥挥手，领头走进那大屋。

“请上楼，请上楼！”看清来人是谁，主人满脸堆笑地招呼。是四十

来岁的中年人，瘦瘦的一张黑脸，将我们迎入二楼客厅：“我这里每

天都有客人！……”客厅足有五、六十平米，铺着地砖，中间一圈木

沙发，西墙立两个一米多高的瓷花瓶，空空荡荡。主人是一个煤

商，从大同贩煤至本县。“老板，生意好做吗？”我问。“不好做！能



源紧张，煤价太不稳定了……”“大同的那些小煤矿……”“我的煤都是从

大矿采购的！那些小矿的煤质量没有保证，我不敢进的。”大概是有

税务所的人在，主人很快就把话题扯开。听说我们来自上海的大

学，他立刻讲起自己儿女的教育问题：“我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一

人一层楼！……大儿子书读得不好，在省里一个专科学校念书。……

老三不错，以后去上海读大学！我是文盲，没文化……” 

我不习惯他讲起“我有三个儿子……”时的那种骄傲——在今日农

村（也不止是农村），子女的数目已经成为贫富差异的重要标志，起

身告辞。煤商陪我们下楼梯，在转角处的窗口停下，指着楼后面的

一块足有一亩半的空地，和空地尽头的两排平房：“这都是我买下来

的。我这楼房的地面，和楼前面的地（至少半亩），也是一起买下

的。”“要一大笔钱吧？”“总共十四万。”这么便宜？税务朋友看出我

不大相信，出了大门就向我解释：“要招商引资啊，就送土地给人

家！”他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某投资客以 80 万元买下镇上一家破

产的小工厂，作为回报，镇里以每亩 1 万元的低价将工厂周边的 20

亩土地卖给他。投资客挂出一块“XX 股份公司”的招牌，象征性地摆

几张办公桌，一分钱生意不做，也一分钱税不交，却转手以 800 万

元的价格，将这些土地抵押给银行，空手赚进 700 万！“瞎搞！”事

情过去快一年了，税务朋友说起来还有点气忿忿。 

“那你不查他的帐？”朋友不好意思地解释：“我们这里小地方，

不正规，那些人，”他指指周围那些两层或三层的自建住宅，“都没

有帐的，我们只能大致估算一个税额，然后每年递增。他说没有生

意、亏本，我们也很难查……”这朋友是个重友情的人，遇见朋友，

空口能灌下两杯白酒。虽然当了税务官，是非却没有忘，有一次酒

酣耳热，当着同事和我们的面，他大声说：“我们是不怕的，我们有



法律，就是县长来说情，也没有用！”可是，遇到那样的投资客，他

却毫无办法。 

 

三，从 X 家坳中学到 L 县一中 

X 家坳中学距 L 家湾不到两里路，是同事初中时（1980 年代早

期）的母校。在 L 家湾附近的公路边，我两次看见一辆车头贴着写

有“X 家坳中学欢迎你”的大红纸的小面包车，匆匆驶过。当天下午，

同事来邀我了：“去 X 家坳中学看看吧？他们今天开学……”我有点纳

闷：才八月中旬，怎么就开学了呢？ 

从公路向右转入一条砂土路，穿过一片稻田，就到了学校。果

然是开学了，三层的主教学楼挂着横幅，几个工人敲敲打打地在一

间学生宿舍里安装货架——这里要改成一个小卖部。校园西头，一

个大玻璃窗的新食堂即将竣工，镀铬的门窗框的保护纸撕得七零八

落。两长列带有廊柱的平房，是男生宿舍，墙漆剥落，锈红色的铁

皮木门上写着粉笔字：“高一（2）”。大礼堂还是如二十年前那样，

排满了双人木床，“我就在这里面睡过”，同事回忆说，“七八十个人

一间！”和以前一样的还有厕所，灰顶，一排小方镂空窗，高踞在靠

北的坡上，其中的光线和气味，二十年没变。 

同事昔日的一位老师，学校语文教研组长，热情地招呼我们去

主楼的校长办公室喝茶。他五十岁上下，皮鞋，挽着裤管，似乎不

怎么习惯说普通话，但我大致能听懂：这两天忙得很！要和别的学

校抢生源（我立刻想起那贴着红纸的小面包车），所以提前开学，计

划招四百人，今天来的一半还不到！过两天老师们再分头到村子里

去找，还会再来一些学生的，但计划大概完不成…… 

我问起学生这两年高考的成绩，语文老师略一迟疑：“考进专科

的在内，超过百分之三十了。”“那另外的百分之七十的学生，明知



道自己考不上的，他们读书的情况怎样呢？”我紧接着问。“也一样

学啊，他们大部分还是希望能考上的，不然就不读高中了。也有一

些被家长硬送来读的，就在学校里玩……”说到这里，他深叹一口

气，“起码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的家长，到外面打工去了，不少是父

母都在外面的，家里没人管，这些学生的心理成长有问题啊！” 

三十多岁的校办主任也被拉来了，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说

起学校的财政状况，直皱眉头：“学校需要的经费当中，县财政拨款

只有三分之一，其他的？向银行借呀，寅吃卯粮！再就是靠学费

了，高中？一学期连学杂费是两千元……不过，我们教师的工资是按

月发足的，八月发七月的，也是寅吃卯粮！就拿我来说，中级职

称，”他的语气有一点骄傲，“每个月能拿到一千二百块！”“在这里算

高的吧？”我试探地问。“是。别人要少一点，一千块左右。” 

“X主任！那边……”一个职员模样的人急匆匆进来，满头是汗。我

们不好意思再耽搁他们，就此告别。晚霞笼罩的校园里，三三两两

的都是新生，有端着脸盆在水龙头边洗衣的，也有一个人坐在台阶

上发呆的。个子似乎普遍比上海的同龄人矮小一些，花花绿绿的 T

恤衫，牛仔裤，一个淡青色衬衣的女孩子，染一头黄发。 

校门口竖着一块木板的告示牌：“校园卡……，成本费 30 元。”在

上海，我所在的大学的附属中学里，这种中学生必买的校园卡是免

费提供的。L 县的银行厉害。 

走在回 L家湾的路上，回望那渐渐隐入暮霭的学校的主楼，同事

感慨万分：“我读书的那会儿，这学校不错的，被称为县里的四中，

有很用心的老师，可惜现在都去了县一中！乡下的孩子再不能就近

读好的学校了……” 

这话似乎也不完全对。X 家坳镇上，就有一所“民营”的“楚才学



校”，任课的都是附近几所中学的最好的老师，听讲的也都是从这些

学校选送来的成绩靠前的学生。砂土地操场，一幢灰色的旧教学

楼，二层楼梯的转角处，立着一面长方形的“正衣镜”，镜框两边分

别写着：“每日三省可以正衣冠，晨昏颂读可以正人心”，仿佛与校

名呼应，颇有一点气势。八月中旬，上海还在放暑假，这里却已经

开课了，三十多度的气温，教室里坐满了人，热气直溢出窗外。我

看了一楼的几个教室，在黑板前比比划划的，都是三十来岁的男教

师，神情自信，手势和声音都很大。同行者中有刚从上海某重点中

学毕业的，仔细看了黑板，说：“除了英文，别的课程一点都不比我

们学的容易。” 

本地的熟人介绍说，这里的学生，大多仍将学籍挂在原来的学

校（例如 X 家坳中学），在这里读完了，再回学籍所在的学校参加中

考或高考。“那学费怎么交？”“当然要高一点了，一般高中，每学期

的学杂费，加上生活费，不到两千元，这里是两千七、八百元。另

外，‘楚才’向学生学籍所在的学校，每人付一百元。”民营学校在资

格上受限制，不得不曲折行事，这我能理解，可是，那些学校怎么

肯听任自己的优秀教师在这里上课呢？在教学楼的入口处，挂着一

块小小的黑色大理石铭牌：“世界银行资助项目单位”。这么一个自

己都不大能堂堂正正招学生的民营学校，居然拿到了世界银行的资

助？真是拿到了，为什么铭牌那么小？我更觉奇怪了。 

直到离开 L县的那天下午，在县城第一中学，我才解开了这个疑

问。县一中的一位老师听我谈到楚才学校，咧嘴一笑：“那不是民

营！那是几个公立学校合起来办的，用民营的名义，集中好的生源

和老师，提高升学率，也可以多收学费……”原来如此！那些骨干教

师，其实是各自学校派出来的；L 县一直是贫困县（脱贫还不到两



年），那些合办楚才学校的公立中学中，完全可能有一所曾分到一点

世界银行的资助款，既要用这个名目，名义毕竟不大正，那块大理

石铭牌的小尺寸，也就可以理解了。“那么，有没有真的私人投资的

民营中学？”我问。“有啊，西门就有一所，可老板不敢大投入，师

资和硬件都差，招不到多少学生，你才开张，报不出升学率，一般

家长自然不敢送子女来……据说去年亏了一百万！” 

说到高考升学率，最硬气的自然是一中了。我们一进学校的主

楼，劈面就见一张大表格，覆满了整整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列着

被各地高校录取的本校毕业生的名单。第一至三格分别是：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引我们参观的教研组长语气十分自

豪：“我们每年都有一两个学生考进清华、北大的！考取本科的比

例？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中的气氛的确不一样。校园中心是一个标准尺寸的椭圆形操

场，修整得干干净净。隔着操场正面相对的，是红砖墙面的四层的

旧教学楼，和用 600 万元新造的五层的主楼——因为用了香港富商

邵逸夫的一百万元，所以也叫“逸夫楼”。敞亮的大食堂的入口上

方，四个大字：“膳食中心”。东北角的女生宿舍，是用教师宿舍改

建的，粉红色的马赛克外墙，细格子的不锈钢防盗栅栏，网住了从

一楼到顶楼的所有门窗和阳台。是午后一点多钟，太阳火辣辣地晒

下来，校园里满是学生，眉清目秀，夹着书本匆匆而行，一会儿都

不见了。“也是提前开学了？”我问教研组长。“是，已经开学了。放

假也晚，整个七月都上课的。”他又笑着补充一句：“这里不大管教

育部的那些规定的。” 

作为 L县升学率最高的学校，一中显然不愁生源。教师的收入也

不错，据说教毕业班的，一年能有三万元。教师的办公室外面停了



一长排摩托车，其中有一辆本田牌的，漆色鲜亮。但是，学校仍然

缺钱，“县里的拨款只能满足学校的一半需求，剩下的一半，就要靠

自己想办法了。”教研组长说。办法之一，就是办在学校边门五十米

之外的“育英学校”。老师都是一中的，收费则视学生的中考分数而

定，比一中的录取线低五分的收多少，低十分的又收多少。平均下

来，高中生一学期的学杂费是五千元左右（一中是两千元，一点不

比上海的名牌学校少）。“伙食费呢？”“一般一个月两百块吧。”我一

算：“那在育英学校读一个高中，要花三、四万哪！” 

尽管如此，许多想进一中而进不了的学生，还是去了“育英学

校”。“这和上海一些重点中学的做法差不多了”，我说。“是呀，你政

府不给钱，叫我们怎么办？”教研组长头点得理直气壮。 

出于职业兴趣，我每见到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总要问他：“你的

学生课外读些什么文学名著？”在 X 家坳中学，得到的回答是：“我

们这里……主要还是读课本上的那些文章，其他的不大读。”那位老

师进一步解释：“语文是比较空的东西，真要学好，考出高分，很难

的，同样的精力放在别的课程上，效果明显得多——这一点学生都

知道。”别的几处地方，回答也都是如此。不过，在一中那幢红砖楼

的一楼东头的一扇门边，我却看见钉着一个绿色的小木箱，上面写

着：XX 文学社投稿箱。 

 

四，乡镇书店 

三里贩有四家小书店。三家是私人的，格局差不多，单间的门

面，却很深，两排长书架，靠近街面的都是簇新的“教辅”书，靠里

面的是别的书——所谓“别的”，主要是文学类，《安娜·卡列尼娜》，

阿加莎·克里斯蒂，《池莉中篇小说选》，《三国演义》……“老板，你这

些书”，我指着文学类的书，“卖得快吗？”“不好，销不动的，没什么



人买……”连着两位老板都这样回答。看我神色有点失望，陪同的那

位税务朋友说：“我在旁边，他们都不会说实话的，怕我加税。下一

家你自己去看。”果然，第三家的老板，一个看上去才二十出头的小

伙子，回答得很爽快：“有人买！附近中学的学生来买，我一般四五

月份进书，到第二年春节，总能销掉两万块钱的书！”一年能卖出一

千多本文学类图书，有这么多？ 

第四家挂着“新华书店三里畈营业所”的大牌子，我老远就看见

了。可走近一看，那大牌子下面的主要的门面，已经用来卖服装

了，旁边剩下的一间，才是书店。书架上稀稀拉拉没多少书，几乎

全是“教辅”类，一侧的一个格子里，倒是有几本文学书，其中一本

是《普希金诗选》，封面上一层灰，翻到版权页一看，竟是 1986 年

出版的，定价：0.86 元。 

我去过的另外三个比较小的镇，包括X家坳，都各只有一家小书

店，而且都挂着新华书店的牌子。情形也都和三里畈的那一家相

似，门面相当宽，却几乎都只是卖教辅书。最典型的是 X 家坳的新

华书店营业所，很大一间铺面，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都堆着教材和教

辅书，捆成一个个纸包，从地上码到一人多高。中年的女店员（承

包人？）从空荡荡的柜台后面走出来，很勉强地应付我的问话：“我

们是国营的！你是哪里的？大学老师？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最

后，见我问个不休，她索性截断我：“你把身份证拿给我看看！” 

幸亏我只遇到一个如此警惕的人。在中学的教室和宿舍里，路

边的商铺中，同事的亲戚家，我都有机会从容地了解学生日常看些

什么书。在 L 家湾附近一个村庄的兽医站里，主人见我对放在柜台

上的课本发生兴趣，就进里屋又捧出一叠来：“这也是我儿子的”。

不用说，所有这些场合，我看见的全是课本和教辅书，唯一的两本



非教材书，一本是《红楼梦》（就放在那个兽医站的一叠书的最上

面），另一本是当代作家路遥的《人生》，封面上都清楚地印着：“教

育部推荐中学生阅读书目”。 

在楚才学校的一间空教室里，我逐一查看那些整整齐齐摆放在

课桌上的书簿，发现每一叠都夹着不止一本教辅书，我立刻想起了

X家坳新华书店里的大堆的纸包，和X家坳中学那位语文老师的话：

“我们这里……主要还是读课本上的那些文章，其他的不大读。”我更

记起了三里畈的那位年轻的书店老板，当我问他：“都是学生来买你

的文学书吗？老师们呢？”他笑了，仿佛是安慰我一般地说：“老师

也有来买的。” 

 

五，天堂宾馆 

从 L家湾依盘山公路往东北走大约七十里，有一处名叫薄刀锋的

山岗，松林茂盛，山虽不高，但沿一里多长的山脊走一遍，还是很

有些险峻的感觉的。在朋友 W 的陪同下，我们也去爬了一次，还得

他照顾，住进了薄刀锋下的天堂宾馆，“是这里最好的宾馆！”W 介

绍说。 

宾馆果然不错，背山而建，前面正对一个向下展开的山峡，峡

中用坝拦出一个水库，水面碧绿。我们是傍晚到的，宾馆的餐厅里

人声鼎沸，不断有人来和W 打招呼：这是 X 镇财政分局的 X 局长，

那是 L 县税务局的 X 主任，那边一大群，是 H 市里来的……都是熟

人。 

天黑了，当地的一位局长——朋友 W 的“铁哥们”——在宾馆附

近的一家小饭店设宴招待。饭菜摆齐了，我刚想伸筷子，主人和另

一位陪者（当地的派出所长）却站起来了，高举酒杯——都是白酒

啊，要与我的同事和 W 一干到底！这一圈刚完，门外约好了似的，



又一个接一个进来端着酒杯的人——都是刚才打过招呼的熟人，笑

嘻嘻地，但却是非干了不可地，径直向 W 伸过酒杯去。窗外漆黑，

风里透着一丝寒意，我周围却是热气腾腾，热诚的眼神，红脸，不

断擦汗，声音一个比一个响。朋友W偏过脸来，高声对我嚷道：“我

们这些人，不喝酒的时候有正气，喝了酒有豪气，都是好朋

友！……” 

我是上海人，毫无酒力，对这样的不挟一口菜、先灌下几杯去

的豪情，真是十分羡慕。不过，我也看出了，这样的豪气之中，还

有别的东西在。一位也是从门外进来的敬酒者，四十来岁，长身白

面，“在 H 市干税务的”，敬酒时就毫不掩饰地将一桌人分成了两

等：和别人都是一杯见底，唯独对我那同事的两位旧同窗，如今是

普通乡民的，他只瞟一眼，沾一下酒杯，就放下了，那两位本份

人，则依然照规矩，一饮而尽。 

酒酣饭足，一桌人三三两两往宾馆走。我身边是那位陪宴的高

高的派出所长，看他三十岁都不到，却肥头大耳，胖得可以。“中国

的老百姓就是素质差，不像人家西方人，以缴税多为荣！……”他很

惋惜地摇头。忽然，一辆汽车亮着大灯在道旁停住，刚才饭桌上的

主人已经坐在车里，说：县里的某稽查股长明天要来水库钓鱼，他

现在下山去接，不能陪我们了…… 

我想起了上山前知道的一些数字：L 县全年的地税是三千万元

（国税是四千万元），县财政局另外还能收两千万元左右的税费（例

如农业税）；全县财政收入大约是七、八千万元一年。财政、税务、

县委和县政府机关可以发足薪，但统计局、档案局之类就只能发百

分之六十了…… 

晚上，同事回忆起和朋友 W 在中学时代的情谊和志向，对他和



他的铁哥们的现状很担忧：“这人都不坏的，可就是这么吃吃喝喝惯

了，住宾馆、钓鱼……什么社会责任、远大一点的理想都不想了！”

他停住不说了。我和他同时意识到，我们也正住在这漂亮的天堂宾

馆里…… 

 

六，一个问题 

我是带着一个令我深深困惑的问题去 L 县的。这几年，“三农问

题”逐渐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从政府到学界，主流的声音也越来越雄

辩：要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必须大量减少农民——依据欧美和日

本的现代化经验，走城市化的道路，让大部分农民变成城里人。可

是，大批民工涌向城镇，城镇的接纳却愈益吃力，由此引起的种种

矛盾，又迫使人们意识到，中国今天的情况已经与当初的欧美和日

本大不相同：人口基数太大，自然资源明显匮乏，又无国境以外的

空间可以转移就业压力，如果大批农民放弃了土地，却进不了城

市，他们怎么办？这个社会又怎么办？于是，另一个主张提出来

了：中国农村必须创造出适合自己条件的发展模式，应该将很大一

个数量的农民留在土地上，在乡村——而不是城市里——创造新的

生活。以我这样的“三农”门外汉的见识，我是很想赞同这后一个主

张的。国情的不同是如此显而易见，全面的城市化并不可取。可

是，在今天，要让大批的农民安心留在农村，这可能吗？或者说，

国家和社会应该做哪些事情，才能使这个可能成为现实？这就是我

的问题。 

在 L家湾，我第一次真切地设想：倘若政府切实地扶植农业、保

障农民接受教育和医疗的基本权利，像我借住的这户人家，也就因

此可以靠种地和养猪维持日用，还略有结余，付得起去镇上理发、

购书、买衣鞋的费用，不用子女特别从城市接济，那么，这是不是



一种可以留住农民的生活？在有些方面，它当然不能和城里比，譬

如交通、货币收入、文化信息、卫生条件——我这主要是指厕所，

若论一般环境的干净，至少 L 县的县城和三里畈、X 家坳那样的镇

街，是远不如 L 家湾的。可在别一些方面：空气、水、食物的质

量、听觉环境、人均绿色植被，资源的循环利用，等等，它都明显

占优。还有一些方面，例如劳动（综合体力和脑力两种形式）强

度、时间的自由支配度，则是互有优劣，难以比较。如果我们相

信，城市和农村的一般生活形态，本就应该是不同的，那么，以中

国目前的条件，像L家湾这户人家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在那些“倘若”

能实现的前提下），是否就能使许多农民安心，成为他们在乡村创造

新生活的扎实的基础？ 

在 L 家湾附近的一个叫做 T 家冲的村子里，我遇见一位不到四

十岁、个子瘦小的党支部书记。他曾和村里的其他青年人一样，去

上海打工。大约两年前，村（行政村，由靠近的几个自然村组成）

里的党员们不满原支书的工作，将他缺席选成了新书记，他就回来

了，还当选为乡人民代表。他骑一辆摩托车，一身泥尘，脸上是温

和而歉疚的笑容：“对不起，来晚了，我正在那边搞修路的事……”我

早已听说，为了从县里争取一笔拨款铺这条路（T 家冲尚不通公

路），他瞒报数据，将这个行政村做成了贫困村，为此自己少拿工资

——在 L 县，村支书的工资是和村民的收入水平直接挂钩的。他一

年多前就搭架子造新房了，可到我去的时候，房子还没完工：没

钱。 

虽然神情有一点腼腆，他却很健谈，坐下来说了没几句，就向

我们介绍他近年向乡政府提交的两个提案，特别是今年的提案：“农

村有文化的人都走光了，留下的人文化太低，所以要教育他们，我



们现在有‘村村通’（有线电视网？）嘛，所以我提建议，要进行文化

和科技普及，上课，我在村里组织过，来得人太少，白天大家要干

活……所以我现在计划把上课时间改在晚上，吃完饭以后、睡觉以前

的这段时间。所以……”他近乎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乡村建设的计

划，一旁坐着的他的大哥却隐隐露出不屑的神情。同事说，十年前

他第一次见这位青年人（那时还只是普通党员），就惊讶于他的“呆

气”——以一般村民不用的书面语言，热烈地谈论改造农村的计划。

“十年了，还是这样子！好人！”同事很用劲地说。 

我不禁也很呆气地想：如果四处都有这样的人，如果他们的努

力不断取得成功，农村是不是就会比现在多一些人气，能收拢更多

的青壮年农民的心呢？ 

但是，L 家湾同时又让我明白，有巨大的障碍挡在前面。首先是

自然资源，正像那个早晨我们在后山看到的，只有大部分的青壮年

放下锄头和砍柴刀，去城里打工了，裸露的山岗才能恢复生机、郁

郁葱葱，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农村残存的自然资源已经无力继续承

受如此庞大的人口，不论前途如何，大多数的青壮年农民都只能前

往城镇？可是，与 L 家湾的生活相比，城里人的生活不是更消耗资

源吗？ 

另一个是今日乡村的主流文化。文化的一个基本表现，是日常

生活方式，而 L 家湾及其周边地区，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都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嫌弃乡村、向往城市的趋向。似乎只有年纪比

较大的农民（例如我借住的人家的主人），还基本保持——并且习惯

于——农家的生活方式，年轻一代的农民，即便从城里打工回来，

住在乡间了，他们想要过的，却是一种尽可能像城里人的生活。 

在 L 家湾附近的两个村子里，我分别拜访过两幢平顶的二层砖



房，主人都是从上海打工回来的。一幢造于四年多以前，除了水泥

地面，几乎没有别的装修，二楼的房子大多空着，唯有主人的卧室

是布置过的：一张双人床，两边床头柜，床左是窗，右边是一架双

门大衣厨，正对床的，是一个差不多占满一面墙的组合柜——这正

是十年前上海“新工房”里的通行样式。另一幢则刚刚造好，磨光地

砖面的客厅，瓷砖墙面的厕所，所有门窗都装着木质护套，一律是

上海流行的“咸菜色”！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客厅一角的塑料垃圾

桶，套着黑色的塑料垃圾袋——完全是城里人的派头了。 

不用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更费钱的。就以垃圾来说，我借助

的那户人家，全部生活垃圾一分为二：可食类——包括鱼骨头——

统统倒进一个大桶，煮成猪食，非可食类（从瓜子皮到纸药盒）铲

进灶膛，充当燃料。因此，墙角一支扫帚，加一把农用铁铲，所有

垃圾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连畚箕都不用置备，又何需花钱去买垃圾

袋？当然，也很有可能，那新楼房里的塑料桶和垃圾袋，基本上是

个摆设，日常的大部分垃圾，还是用农家的方式处置，并不真如大

城市居民那样，每天换一个新塑料袋。但是，惟其如此，年轻一代

农民选择生活方式时的这种一边倒的情形，就更加重了他们的实际

生活负担：在这些新砖房里，不实用的文化符号式的物品，岂止是

一个塑料垃圾桶？ 

不用说，新一代农民的这种选择，是社会教化的结果。在 L县，

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几乎所有的新事物：镇上的建筑、商店里的

货架和商品、公路上驶过的汽车、家中电视机播出的图像，更不要

说县乡两级的大小公务人员——他们越来越多地将住家迁入城镇，

也不必说 L 县以外的更大范围里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时尚了，一切

都在刺激和布告农民：什么田坎、农舍、牛栏、猪圈……统统是粗陋



的、落后的、必定要被现代世界淘汰的东西！只有城市：镇上、县

里、省城、上海、美国……那里才是现代的世界！高楼、汽车、装着

空调的办公室、灯红酒绿的大饭店……那才是理想的生活！这个社会

的几乎所有的文化产品：广告、电影、肥皂剧、小说、报刊的专栏

文章，“学术”论文……都汇入了鼓吹城市化、鄙弃乡村生活的潮流，

即便一些偏僻的角落里，偶尔会冒出一两样别式的创作（譬如刘亮

程的散文），也都迅速被这潮流淹没，沦为“农家土鸡”式的点缀，使

人们更安心于享受城市的奢华。在这铁桶一般的“现代化”、“城市化”

的主流文化的包围和熏染之下，农民除了向城里人的生活看齐，还

有别的选择吗？和许多城里人相比，他们反而更轻贱自己的生活。 

这样的乡村主流文化的形成，乡村的学校教育是一个特别有力

的推动者。在访问 L 县的那些学校、看着学生们的年轻的面孔时，

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些学校到底对 L 家湾们有什么用呢？除了

向年轻人灌输对城市的向往，激发他们背弃乡村的决心，除了将那

些最聪明、最刻苦、最能奋斗的年轻人挑选出来，送入大学，开始

那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灿烂前程”——这是一所中学大门口的标语

上的话，除了以这些成功者的例子在其余的大部分年轻人心头刻下

无可减轻的失败感、进而刺激他们寻觅其他的途径——从打工到贩

毒——也涌向城市，这些学校还做了别的事情吗？在 L 县，我多次

惊讶于村民对各种升学和高考讯息的熟悉，“那个学校不行，它的及

格线只有……”“不对，它是二本里面排在后面的！……”类似的言谈，

已经成为这些显然是要终老乡间的人们的一个聚谈的热点。如果一

茬一茬的农民都是抱着这样的热忱，不惜勒紧裤带，要将孩子们送

进学校；如果他们也和周围的邻居们一样，看见孩子从学校毕业、

回来务农了，就觉得脸上无光、家门不幸；如果孩子们从小就被推



入这样的背水一战的紧张氛围，在这氛围的潜移默化中长大成人，

那么，无论最后是否高考中榜，乡村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家乡，进而

对所有的乡村，都不会再有真正的认同，甚至也很难有真正亲近的

感觉的。 

那样一种感受生活的能力——让你既能拥抱城市的丰繁，也能

懂得乡村的富饶，既能惬意地享受城市的便利，也能安心地品味乡

村的从容，似乎正迅速地从我们中间消失。这消失是如此广泛，不

但在上海，也在 L 县。 

在这样的情形下，就是经济上“小康”了，手里有点余钱了，农村

的年轻人又会怎样呢？他们会因此安心于留在乡村，重新开始珍惜

已经拥有的生活，还是相反，觉得自己离城里人的生活更近了，于

是更加跃跃欲试，怀着更大的期望涌向城市？说实话，我是觉得后

一个可能更大些。 

在 L县度过一周以后，我沮丧地发现，我带去的那个问题，非但

没有获得答案，它反而更加膨胀，更加复杂了。“三农问题”并不仅

仅是来自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它也同样是来自最近二十年

的文化变化。这些变化互相激励、紧紧地缠绕成一团，共同加剧了

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艰难。因此，如果不能真正消除“三农问题”的

那些文化上的诱因，单是在经济或制度上用力气，恐怕是很难把这

个如地基塌陷一般巨大的威胁，真正逐出我们的社会的。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我们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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