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周婷通讯员邵福勤

本报讯 4月17日下午，前兴村文化
礼堂里人头攒动，分外热闹，“衣旧换新
活动”时间未到，村民们却早早地排起了
队伍，虽然人多但井然有序，等待工作人
员称重。

前兴村是瓜沥镇第一个“衣旧换新”
试点村，两次“衣旧换新活动”下来，共有
140余户参加，累计收得各类破旧衣物、
棉被、毛毯等约7.3吨，兑换出洗衣液、酱
油、牙膏、盐等物品价值约4000余元。

“我等了三个多月了，上次1月11日
的活动没参加，特别遗憾，听说村里还会
继续开展，我就一直整理着、积攒着，等
下次开展活动的时候都拿过来”。前兴
村村民陈阿姨笑容满面地说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3月
11日的旧衣回收活动虽然取消了，但是

村民们整理收拾的功夫可没落下。前几
日得知村里的“衣旧换新”活动又开始
了，大家纷纷开展大扫除，把堆积在箱子
里的破旧衣物、废弃棉被毯子、鞋子、背
包等东西整理打包，准备兑换生活用品。

“咱家里每半年都会买新衣服，好多
都是穿了几次都不穿了的，扔掉又舍不
得，多亏村里组织开展这次活动，真是为
老百姓考虑，想到老百姓的心坎里去
了。”前兴村村民高阿姨早早地来到活动
现场，拖着几大包的旧衣，兑换了价值近
50元的生活物品，脸上一直乐呵呵的。

村民们纷纷夸赞这个活动十分有意
义，既能帮助提高资源的回收利用率，减
少垃圾，也能让老百姓得到需要的生活
用品，两全其美。

为将这类活动继续推广，瓜沥镇又
在振兴社区设置了旧衣置换点。据悉，5
月2日下午2∶00—4∶00，振兴社区将携
手杭州解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振兴
路238号（原老居委会），举行“阳光衣旧
与爱同行”旧衣回收慈善活动。届时，居
民朋友可将清洁并打包好的衣物、家纺、

报纸、书籍、塑料瓶、玻璃容器、旧家电等
闲置物品带到置换点进行称重、换算积
分、兑换油、盐、醋、洗衣液等生活用品。

开展旧衣回收活动，是实现生活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的重要

途径，是提高我镇生活垃圾“三化四分”
水平，建设生态文明小城镇的关键举
措。下一步，瓜沥镇还将在多个村、社开
展旧衣回收活动，让废旧衣物变废为宝。

爱家乡心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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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能这样了。老陈，明日我们一
同回去，就说少爷等各自去了娘家，柳镇
只有我们二老，记住别说起深山坞里酒作
坊。”大老爷点头决定，随即又嘱咐士龙，

“你带孩子和弟妹在这里待着，听舅父舅
母的安排，没有我和你娘的话，记住，任是
听到什么消息也不要离开这里。”

元月十八日，邢家的两位当家人回
到了离开二十来天的邢家大院。

莲贞和士生没有想到，逃难失散竟
会有这般的奇遇，竟会有这般的愉悦。

当在莲花家的板床上一觉醒来的时
候已经是午后了，士生动了动被夹伤的
脚，觉得疼痛已轻多了，探起身看看，脚被
一片旧布包了。

“兄弟你醒了。别动，东生为你敷的
草药很灵的，过两天就可以下地了。”莲花
的声音。

士生这才完全的清醒过来，抬头看
了看四周，莲花家的屋也低，正面也只有
三间，但里面却多两间，比东生的家宽敞
也整齐多了，似乎刚修过，木头门框窗框
还都是本色的，很白净；士生睡在里间的
一张木板床上，身上盖着大约是莲花结婚
时陪嫁的四幅厚棉被，虽是自家织的粗布
倒也暖和，被面上的印花牡丹经过水模糊
了紫黑黑的；床边还放了个炭炉，闪着热
烘烘的炭火。

莲贞几乎没有睡，换上莲花的干净
衣服后，两姐妹一直在房里说话。

莲花告诉莲贞，用过年莲贞给的银
圆，重修了房子置了些家当，备了差不多
一年的粮食，手头还剩了几块，打算要留

着给宝宝娶媳妇。莲花很是感激那几块
雪中送炭的银元，要不出嫁的女儿总不能
在娘家长住。

“莲花，别说见外的话，咱们是姐
妹。 想不到我会摸到东山坞来，最想不
到还会摸到你家。”

“我正要问呢，你们是怎么出来的？
你家的其他人呢？他是邢家的什么人？”

于是莲贞轻轻地把一家人逃难，在
南江口失散、又搭渔船后来在山前迷了
路、听得枪响逃上山，士生又被竹夹夹伤、
躲在窝棚里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与莲花
听，最后她认真地说：“莲花，士生是我大
伯的儿子，是我的侄儿，如今真的是连累
他了，不知道山里大嫂他们有多担心。”

莲花边听莲贞述说边想，世上真有
这样巧的事，一家人一起离开家一会工夫
就走散了：“真是难为你们两个文人了，一
路受苦受难的，现在你们安心好了，再打
仗这山里也没事的，只要你们不怕清苦就
住下好了，那个士生我看倒也普通，跟你
的兄弟似的，这里没有旁人随便些好。”

“什么清苦，想想昨天晚上，已经是
天堂了。”莲贞幽幽地说，“宝宝呢？怎么
没见？”

“我怕孩子吵得你们睡不好，叫东生
带到他那里去玩了，没事的，他很听话。”
莲花说。

这是自父亲去世以后莲贞感觉最好
的过年了。

雪停了，山坞里还是白茫茫的，偶尔
有一线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屋檐下的冰凌
花上，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树枝上的积雪

不时被风抖落，飘飘洒洒的洁白如羽，很
静也很美。

莲花如亲姐姐般地呵护莲贞和士
生，东生更以山里汉子的淳朴赤诚相待，
小宝宝整天缠在膝前声声姨娘叔叔，亲热
极了，几个不同姓的人像一家人那样亲密
无间地生活在这静谧的小山坞里，莲贞和
士生享受到了亲情和安宁。

士生的脚好多了，经东生敷草药两
天后就可下地了，今天还一定坚持要跟随
东生去山上挖冬笋。

莲花高兴，头天就用山上的竹叶包
了尖尖的粽子，今天一早，打发东生去山
上，挖些冬笋顺便也看看安装的竹夹子可
有野味。早饭后她又搬出长久不用的一
盘石磨，磨起了前天浸泡的米粉，莲贞抱
着宝宝坐在旁边，看着两扇重叠的圆圆的
磨盘之间，一挂一挂的米粉带水落入磨
沟，又淌入接着的木盆，雪白雪白的，看着
莲花一手摇磨一手在上面加米加水，很是
怡然，不禁笑了。

“笑什么，有什么高兴事，我听听。”
“我有什么高兴事，你才有。”莲贞说。
“我有高兴事？你不见我拖着个孩子

回娘家，要不是你，娘俩还不知宿哪里呢？”
“不，你有高兴事的，你有宝宝，还有，

还有……，不说了反正比我好。”莲贞说。
“还有什么？怎么不说了？你是说

……”莲花的脸红了，“你是说他……”
“莲花，我看得出东生是个好人，我

明白你为什么要回来修房子了，这不是高
兴事吗？真的，你真的应该高兴。”莲贞由
衷地为莲花高兴，她把宝宝紧紧地搂进怀

里，“还有宝宝。”
被莲贞一说，莲花心里很是高兴，是

啊，东生是个好人，对我好对宝宝更好，人
又勤快，我还有好日子呢！莲花暗自高兴
也笑开了，忽然她停住了手，因为发现了
莲贞眼里的泪花。

“怎么了莲贞？想到什么了？”
“没有，我是替你高兴，真的是高兴。”

莲贞掩饰地揉揉眼睛说。
“不，莲贞，我知道你是想到自己

了。妹子，有句话我早想说，又怕惹你生
气。”莲花斟酌着“这几天来我看士生的举
动不像当你是他的婶娘看，他好像有些喜
欢你……”

“你疯了不成，说出这样的话，你想
要我不得好死啊！”莲贞急得涨红了脸。

“你别急，这点我比你懂。”莲花干脆
停下了手中的活“为什么是死呢，又不是
坏事，你是他叫叫的长辈，其实什么关系
也没有，你年轻美貌又识字，哪里配不上
他，我看你待他也不错。”

“我是四太太，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身
份，别说了。”莲贞把脸抵在宝宝头上淌下
了眼泪。

莲花认为莲贞跟那死去的男人什么
也没有过，说什么身份呢，只要与士生是
真的合心怕什么，两人可以离开邢家去外
头的，实在不行来山里也行，就只是担心
士生能不能舍得离开家，不过，不试怎么
知道，世间的女人是离不开男人的，更何
况莲贞连花还没开呢，一个年轻轻的女人
总不能一生都这样过，凭什么死守着呢。

（未完待续）

瓜沥人注意啦，乱丢垃圾将被处罚！

告别“衣衣不舍”推进资源再生

瓜沥“衣旧换新”诚邀您的参与

■记者周婷
通讯员沈国强邵福勤高怡宁丁春华

本报讯 今年以来，瓜沥镇在上级部
门的指导下，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工作，采取定时定点（约定时间、约定
地点）的方式在全镇城区推开40个分类
小区。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目前各小
区均能正常有效地开展定时定点投放和
积分兑换工作，小区居民参与率与分类
准确率达到了较好水平。

但仍有部分居民朋友没有意识到垃
圾分类的重要性，存在着未按约定时间、
约定地点分类投放的陋习。针对此类现
象，日前，瓜沥镇通过多方联动调查溯
源，开出了未能定时定点投放垃圾的第
一张罚单。罚单处罚金额虽小，却给不
少尚存陋习的市民群众提了醒。

据了解，碧苑新村社区是一个典型
的农居房和商品房混合的社区。碧苑六
区作为社区主要的定时定点分类小区，

经过一个月的宣传动员后已于近日正式
启动了两种模式混合的分类方式，内侧
联排300户采用“户桶”模式挨家挨户上
门收集，外侧L字型的300多户商品房
采用定时定点分类收集。但是，随着垃
圾桶逐渐撤除，少部分居民开始往原放
桶处丢弃其他垃圾，破坏了小区的环境
面貌。为此，社区联合城管执法、物业、
专管员等力量成立了专项攻坚小组，通
过开展不间断巡查，进行点对点“拔
钉”。文中前面提到的罚单，就是社区专
项攻坚小组在巡逻中发现的一起比较典
型的乱丢垃圾情况。工作人员在经过排
查锁定住户后，城管执法对其进行了教
育，并开出了全镇第一张未进行定时定
点垃圾分类投放的罚单。

“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
市民群众接收到我们严查严处不文明行
为的强烈信号，让大家能够养成更好的
习惯，让垃圾分类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瓜沥镇城管工作人员王欣峰告诉记者。

■通讯员邵福勤记者周婷

本报讯 这两天，梅林村村干部缪峰
和村民李志琴、余国良、黄庆淑、朱云珍，
合力勇救落水女孩的感人事迹，在梅林
村广为传颂。

4月27日一大早，一位姓谢的中年
男子兴冲冲地来到梅林村委，特地向村
三委干部缪峰送上了一面书有“救命之
恩、恩重如山”的锦旗，并激动地握着缪

峰的手，连声表示道谢。
事情要追溯到一个星期前的一天傍

晚。4月19日晚，梅林村村干部缪峰吃
好晚饭后和妻子李志琴一道，在梅林湾
边散步。

“快点来人啊，有人掉河里了！”听到
呼救声，缪峰他闻讯快步跑到河边，只见
河中央一个女孩正在水中挣扎。见情况
十分危急，缪峰毫不犹豫一个箭步冲到
河边，这时，听到呼救声的村民李志琴、

余国良、黄庆淑等人也纷纷赶来了，并拿
来了竹竿等辅助物品，在河边的缪峰灵
机一动，快速地把竹竿伸向河中央，在河
中挣扎中的女孩见状拼命抓住了竹竿，
缪峰等人奋力把女孩拉到了岸边。

被救的女孩由于受到惊吓和冷水刺
激，浑身发抖不止，村民朱云珍看到后，
立马回家拿了一件衣服给女孩披在身
上。由于施救及时，女孩所幸无恙。

据了解，落水小孩名叫谢元姣，是贵

州省盘县大山镇人，现住在梅林村3组，当
天傍晚，她在梅林湾边散步，途径梅林桥
边，好奇地向河中央张望，不慎掉入河里。

“真的非常感谢梅林村三委干部，感
谢梅林村民，没有大家的合力施救，后果
就不堪设想了。”落水女孩的爸爸谢洪书
话语中是满满的感激之情。

看到女孩爸爸的这番举动，缪峰笑呵
呵地道出了施救村民们的心声：“当时任
何人看到这一场景，都会下水救人的。”

最是一年春好处
——笋干菜

满满正能量 梅林村干部群众勇救落水女孩

春天的风，微凉中带一丝清暖，春天的雨，
微寒中透一丝生机。也是此时，雪里蕻绿了，
笋尖儿也窜出来了，空气中悄悄酝酿着一种春
的味道——笋干菜，一种家乡的味道，一种历
史的味道，一种传承的味道。

笋干菜，曾是明清时期的朝廷贡品，色泽
褐黄，入口清爽、鲜嫩，余味留香，是萧山人民
每年必备的入宴佳品，也是馈赠亲朋的不二之
选。它对于萧山人的情感，绝不亚于泡菜之于
四川人、烤鸭之于北京人、热干面之于武汉人
的情感，让人不管身在何处，都能想起家乡，想
起家乡的美味。

而今，更多的是中老年人在制作笋干菜，
青少年极少涉及，甚至有些人连名字都叫不上
来。为了能让这种萧山的记忆传承下去，任小
407班起航小队开展了“爱家乡·心传承”为主
题的制作笋干菜的活动。

择一日阳光正好，407起航小队邀请到了
资深的笋干菜制作大师——翟瀚文的外公指
导制作其中的第一样原料——倒笃菜（也叫冬
芥菜、雪菜）。

来到满目绿色的田间，拎一把小割刀，右
手在雪里蕻的茎部一划，左手一提，雪里蕻就
乖乖地躺在地上了。

在田间躺上一天，五花大绑，运回大本营。
过水清洗，再倒过来，劈开双腿，稳稳地骑

在杆上晾晒三四日。
接下来，用菜刀把雪里蕻切成小颗粒。
起航小队的同学还分成男生和女生两组

进行了切菜PK赛，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当然，
切完以后还要让它们躺在芦苇垫上再享受最
后一天日光浴，除去体内多余的水分。

这时，轮到外婆出场指导了，队员们在大
盆里把菜和适量盐混合翻滚，充分拌匀，装入
甏中，压紧。没想到，压紧才是技术活。小队
员们拿着棍子，笔直地锤甏底的菜，根本压不
下去。外婆看不下去了，直念叨“甏底不筑紧，
甏口筑紧来不及”，抢去棍子做了示范：把棍子
斜插入甏内，后手为支点，前手用力，棍尖顶着
甏壁下压，整个人绕着甏口旋转，一圈后再加
菜，如此往复，直至装满为止。

筑菜要出水才好，吹出泡泡，证明这菜发酵
正酣，才能保证这一甏倒笃菜胜券在握。冒泡
四五天，舀去多余汁水，赶紧封口。用稻草编成
麻花，在甏口一圈圈缠紧，外面抹上稠泥密封，
待泥阴干，甏倒扣，接下来的，就交给时间。

静待十天至半个月，倒笃菜即成。
队员们还要准备第二样原料——笋。恰

这一日，春雷滚滚，大雨倾盆。他们当机立断，
第二天上山挖雨后之春笋。

挖笋也不是一个简单活，比起做雪菜，更
需要眼力和体力。小队请来了山里的沈爷爷
倾情指导。首先要仔细寻找它们偷偷露出来
的嫩尖，光这一步，已足够让小队员们满山飞
奔，气喘吁吁了。雨后的泥土略显湿滑，还有
几个人一不小心摔成了“烂泥人”。

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笋尖。用采
笋刀慢慢向下清除笋周围的泥土，让它的身体
慢慢露出来，直到下面连接的竹茎。不曾想，
只露出微小的尖尖头，底下居然藏着偌大的身
子。这时，要上大家伙——锄头，用力挥舞，把
笋从茎上砍断，这个动作要求稳准狠，但队员
们力气小，挥不好，劈坏好几个笋，让爷爷的眉
头紧了好几下。

一上午的努力，换来一大袋鲜嫩的笋。
终于要开始最后的攻坚战了，而这次的指

挥，换成了杜夏一的奶奶。先剥笋壳，清洗，然
后要切成薄片，这是最难的一步了。小队员拿
着菜刀缓慢下压，可切出来的都已经不能叫笋
片，应该叫笋块了，歪七扭八。卖相虽差，总算
是切完了。

把笋片放到锅里，和雪菜搅拌均匀，加水
煮沸。至此，终于闻到了熟悉的咸香味。趁着
热气，在芦苇垫上平铺开来，就着阳光，经历它
们最后一次洗礼。晒过片刻，用筷子翻动一
下，让它们全方位地感受阳光的温暖。如此两
日，雪菜已经完全干脆，笋片仍显潮嫩。收起
放置几日，让干脆的雪菜吸收笋片中的水分，
再取出复晒一日，终成。

用队员们自己制作的笋干菜，可以烧出笋
干菜汪刺鱼汤、笋干菜烧肉、笋干菜炒四季豆
……许许多多的萧山本土美食。为此，他们特
意做了宣传小册子和海报，等开学了把相关内
容带给同学们。

笋干菜的制作，让孩子们体会到劳动的快
乐，团结的快乐，坚持的快乐，也让孩子们学会
了这项家乡的技艺，有机会把它传承下去。

笋干菜，一种山的味道，一种风的味道，一
种阳光的味道，一种家乡的味道，融于舌尖，沉
于心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