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迎接寒冬
没想到那个天麻很难弄碎，干硬如石。小

店员要用水打湿，用微波炉烤，然后切片。官
今不同意，他担心微波炉是通过电磁波的穿透
去软化天麻的，有可能会改变药性。于是用刀
切，用锤子敲打，用臼舂，都弄不碎，只好单独
包好带回家。

结账时发现小店员操作电脑极不熟
练，单个药输入后又不会统计，每味药的
克数与单价计算很慢，七倍量的计算又很
慢，七包药的总价计算就更慢，浪费了不
少时间，官今等得心烦意乱，低头一看，干
姜的价格竟然记成了1.0元/克，官今想，
那只是老姜而已，充其量也就一毛钱一
克，肯定是弄错了，就问了一句，“你这不
是比天麻还贵吗？”小店员不好意思，一
个劲地道歉，官今却没说什么，也只是无
奈地摇头，其他的话也就不想多说了，反
正不想下次再来，只盼着早一秒钟离开。

官今和老娘赶到另外一个药店，找了
个熟人，终于还是直接把天麻切成了片。

第二个七包，老娘正好吃到一半，
又是周末，官今知道老娘的病已经治好
了，多吃一包少吃一包无所谓，就要带
老娘出去玩。能让老娘开心的地方只
有一个，那就是九江市的舅舅家，毕竟
那里有老娘的亲弟弟。

买好一些见面的东西，再买好动车
票，官今就给舅舅打了个电话，正好舅舅
也在家，过了半个小时就到了九江。

在舅舅家吃完午饭，官今要带老娘
上街看，舅舅一路送，一路和老娘继续聊
天，老娘非常开心。

从步行街到烟水亭，在甘棠湖边，老
娘欣赏了九江市老年人唱戏，那是人山
人海，老娘不觉得累，一会儿说这个是在
唱《天仙配》，一会儿又说那个是在唱《杨
门女将》，好几次她都自己上去唱一段，
官今就说人家正在唱，不好打断人家的，
再说他们还要去坐动车回家呢。老娘
说，那就看一会。正好有卖小馒头的，官
今买了一袋，自己只吃了两个，老娘一下
吃完了，共8个。

第二天是星期天，时间也已经近12月上旬
的末尾，最凶猛的一次寒潮马上就要到来，官今
决定陪老娘去买羽绒裤。

吃过早饭，官今对老娘说，“老娘，天马上就
要冷了，家里不像在屋场上有火烤，毕竟不烧柴
的。不如待会去买一条羽绒裤子，别在共青城
里冷感冒了，那真是笑话，共青城可是羽绒之
都，什么防寒的衣服都有，而且便宜。那天来的
时候走得急，没有给你带上棉裤，如果跑回家去
拿，花的路费就可以买一条了。”

官今怕老娘不接受，因为老娘最怕花了
儿子的钱，宁可冷死也要说不冷，坚决不会买
的。官今这才又说了一句：“不过，钱就你自
己出哈。”

老娘同意了。先到了深傲工厂店，老娘试
了一条紧身的，就说，“就这一条吧。”官今一看，
那款式就不是老人家穿的，而且价格是160元，
明显不合算，毕竟自己身上的都不超过100元，

更何况不可能真的要老娘自己付款，就说换一
家店再看看。

第二家店里有一条是勉强适合老娘穿，只
是款式上也稍有遗憾，太时装化，官今又不想
买，但又怕老娘试多了心里发躁，就让老娘还
价，结果那个老板一分钱都不让，官今就对那老

板说“少十块钱，给老人家一个心理满足
感吧。”那人还是不同意，结果又离开了。

第三家店有四五个款式，但也都是
适合年轻人的多，官今很生气，感觉在老
娘面前很没面子，自己吹嘘共青城的羽
绒产品品种丰富，没想到在裤子方面就
有这么大的空白。老娘试了几件，不是
颜色不好，就是腰围太小，价钱虽然合
理，但还是没有买成。

第四家店是回圆工厂店，两个大礼
堂大小的展厅，衣服琳琅满目，款式应有
尽有，老娘终于找到了一条价格才90元
的裤子，官今也很满意，因为款式适合像
老娘这样的老人，于是就让老娘直接穿
在身上。然后又给老娘看棉袄，老娘试
了三件，其实都挺好，但她不想要，最后，
官今就直接作主买了一件暗红色的，感
觉喜庆。老娘一路上还不住地说，自己
身上一件也是羽绒棉袄，还是官今老伴
亲手做的，家里也有好几件，穿不过来。
官今只是一味地打哈哈。

照样是黄昏散步。官今和老娘走到
中学附近，一老哥们打来电话，要晚上一
起吃饭，地点就在中学附近，官今就把老
娘也带去了。人人敬老娘的酒，老娘只
是用茶水表示。不过老娘离开后还是非
常地骄傲，她说：“这比你请到饭店里吃
更有意义。”

回到家里，老伴蜷缩在沙发上，说是
肚子痛，拉了好几回，可能是感冒了。官
今听老娘说艾叶可以驱寒，于是就去药店
买了一大包艾叶回来。老伴自己烧了一
大壶开水，边泡边加热水，脸上露出了幸
福的笑。

官今也渐渐地有了一种得意感，看
到老娘和老伴都能够得到自己的关心与

帮助，似乎很有成就似的，陪坐在茶几边，抽了
个纸条，随手画了几句：“家有病人用艾叶，暖脐
暖脚御寒伤。驱敌腹内增阳气，不使邪魔更嚣
张。寸进寸退健康线，意强意弱生命墙。温凉
保摄全在人，福祸操控岂上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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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色湖边大学城，青山绿水景迷人。
红裁绿剪校园境，叶展花摇学子耕。
阵阵香风催奋进，红红旭日照前程。
雏鹰振翅胸怀广，孜孜以求分秒争。

初夏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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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黄金周了，今年还是放七天假，比起
十几年前东拼西凑的四天假 ，要过瘾得多
了。而且现在的美丽中国对比十几年前灰扑
扑的夏天，不知道要好多少。因为现在已经
进入了新能源时代，天空很蓝、水很清澈，路

面很干净。
清晨，我从睡梦中醒来，机器人管家就打开

了爱听的音乐，并告诉我今天没有工作安排，十
点钟就可以出发去西海度假，与家人相聚。在
我洗漱的同时，机器人管家就已经准备好了热

气腾腾的营养早餐：金灿灿的煎鸡蛋，乳白色的
牛奶，都是在几秒钟内加热煮熟的。屋内有随
气候调温的自动空调，集电视、电脑功能一体化
的智能电子计算机……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
都是由客厅角落一台不起眼的小型核聚变发动
总机供能的。现在用的是第十代核聚变技术，
以水为原料，技术可靠、安全快捷、应用广泛，即
使到了高原地区，也能轻松烹熟食物或维持长
时间供电。早餐后，机器人管家已经把车准备
好了停放在门前。原来汽车尾管的位置是一根
导管，由于排出的是水，经过净化后可供乘车人
直接饮用，或在车内泡茶，反正又不用自己开
车。自从进入5G时代后，除了一些特殊行业之
外，全都是自动驾驶，沿着西海岸边看一路风景
就能到达目的地。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传统能源被水
聚变能所替代，人们对资源的开采也逐渐减
少，森林覆盖面不断扩大，一些原来逐渐减少
的野生动物也慢慢变多了起来。现在没人敢
去偷猎了，因为第五代的北斗系统能适时监
测到所有珍惜动物的运动轨迹。孩子又能在
田野里自由奔跑了，地球母亲正渐渐恢复她
本来美丽的面貌。

到达西海之后，我们第一站参观的是“美
丽中国博物馆”，正好看见导游在给孩子们讲
解传统能源。孩子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
去砍树？那些黑乎乎的石头也能烧着吗？为
什么有些大象没有牙齿呢？是不是原来天上
的星星更少？

（何安安老师点评：本文能紧贴时代热点，
展望未来，说明你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关注环境，
关注科技，不断思考，是同学们学习的榜样。老
师相信在我们大家的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愿望
一定能实现！）

2035年放假的一天
于泽卿 泽泉中心小学六（1）班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进程不断加快，新
建商品房住宅小区、拆迁移民安置小区林立，
小区物业也随之多了起来，但是人们往往对
物业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如何提高物业
服务质量，满足业主服务需求，既是百姓生活
关注的热点，更成为和谐社区建设的拦路
虎。近日，我市金涛国际小区物业与业主闹
得水火不容，物业因业主拒交物业费将业主
告上法庭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本期报道，就
来说说物业与业主的那些事儿。

业主为何清退物业

近日，记者来到了我市金涛国际小区进
行采访。记者刚进小区的时候就注意到每

个垃圾桶周围都堆满了垃圾。而物业办公
室的大门紧闭。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小区
居民。居民张女士说，她住进金涛国际小区
已经有三年多了。小区里经常有大型货车
穿梭很危险。与物业反应多次后并没有什
么效果。“说了很多次了，根本没有用。当初
买这个小区的房子还以为是一个封闭式的
小区呢。”张女士说。

随后记者来到了小区所属的米粮铺社区
了解情况。据米粮铺社区工作人员介绍，金
涛国际小区的业主已经召开业主委员会，以
小区业主人数过半的投票票数清退了旧物
业，并投票选举出了新物业。社区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小区旧物业与业主的恩怨已经积
累的比较深了。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小区四
通八达，特别是西门门前有三家私营小型服
装厂。服装厂进货出货的大货车都要通过小
区内部穿行。业主要求将小区西门的围墙建
起来，拒绝重型货车进入小区。物业认为，这
是早期小区规划时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是物
业可以解决的。

记者来到位于小区西门的时尚制衣厂，
制衣厂老板梅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这里建厂
已经有十多年了，金涛国际小区是货车进出
唯一的道路。自己也与金涛国际开放商签订
了合同，允许自己的货车从小区穿行。梅先
生指着摆放在小区西门的电子大门说，这个
大门也是他自掏腰包设立的。“因为货车走小
区的问题，我们也与小区的物业、业主弄得很
不愉快，但是没有办法，我现在只能白天走
车，晚上将电子门关起来，保护小区业主们的
安全。”梅先生无奈的说。

截止发稿日，记者也没有联系上金涛国
际小区旧物业工作人员。目前金涛国际小区
正在处于新旧物业交替期，小区内的垃圾清
洁由小区业委会找人进行清理。

物业：不交物业费 何来的服务

去年 9 月，共青城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了一起物业费纠纷案件。我市湖滨家园小区
十余名业主和物业公司对簿公堂。物业想要
物业费，业主却要拒交。业主为何拒交物业
费，在庭审中，业主们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业
主熊先生说自家的房屋漏水，多次与物业反

应都无果。邓女士反应楼道卫生半个月才打
扫一次。张先生对于物业私自对物业费进行
涨价颇为不满。出庭的业主们纷纷向法官诉
说着自己对物业的各种不满。

物业经理胡先生说，物业起诉业主也是
迫不得已而为之，谁都不想激化矛盾，在多次
催交无果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这种方式。他
认为业主不缴物业费用的原因之一是概念不
清楚，认为只要物业有做的不满意的地方，就
可以拒交物业费。在谈到其他客观原因时，
胡先生也承认物业方面的确存在如清扫楼道
不到位、保安设置方面不恰当等问题。他将
会反思这些问题，以最快的速度将物业工作
服务的更加到位。“对于业主提出的问题，我
们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物业就像一个小区
的保姆一样，我们会尽量将服务各方面做得
更好。”胡先生说。

最终本案以物业胜诉而告终。本案法官
但冬生说，拒交物业费是一种不理性行为。对
于这个问题，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均需有所反
思。如果不满意物业服务，以拒交物业费来维
权的话，将不断形成恶性循环，往往不能达到
监督、促使物业公司提高服务质量的效果。但
冬生觉得业主拒交物业费从源头来讲是信息
不对等的原因。业主看不到物业做了哪些事
情，物业公司应经常与业主互动，对小区公共
管理进行公示，让业主参与其中，知道物业费
的去处，才可以使业主与物业和平相处。

业主可以这样维权

为什么要请物业，而不是业主们自己管
理？因为术业有专攻。业主们没时间打理这
些事情，每位业主都为了生活奔波忙碌，自然
没有太多功夫来拾掇小区的杂碎事情，所以
还不如把这些杂事、小事打包交给第三方处
理，直接付钱就可以方便你我他。既减轻了
小区购房者们的生活负担，也可以提高小区
生活品质。但是当物业不作为，与业主的矛
盾越积越深时，业主首先想到的就是以“拒交
物业费”抵抗。业主往往又是弱势群体，很多
人不懂里面的门门道道，举证也很困难，所以
当业主与物业对簿公堂时，大多以业主败诉
告终。若拒不执行，还可能对自己的个人信
用产生影响。那么当物业不作为时，业主应

该怎么办呢？
第一步，协商解决
我国最近 30 年来才真正兴起物业行

业，在 94 年时，原建设部颁布《城市新建住
宅小区管理办法》，作为小区管理的第一个
规则性依据。目前物业从业人员已经超过
千万，被定义为一个新兴行业。所以，小区
物业发展也是必然趋势。物业行业本身没
什么问题，主要还是缺在监管缺失。对于小
区物业存在的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
与物业协商解决，实在不行还可通过业委会
与物业协商解决。

第二步，投诉举报
有时候，业委会也不管事，或者协商解决

不了，甚至串通一气，那么就只能向街道或者
房管部门投诉举报，相关部门会专门协调职
能部门处理。当然，如果情况比较复杂，业主
需注意收集证据材料，可直接起诉物业。

第三步，更换物业
若经协商、投诉举报都不能改变物业不

作为、服务质量差的现状，那只能更换物业
了。首先是成立业主委员会，以便组织和协
调。由于更换物业的程序比较多、经历时间
也较长，可请求小区所在的街道指导业委会
推进更换物业工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更
换物业需业主参会人数、参会购房者面积都
要“过半”，只要业主人数和房产面积达到三
分之二赞成即可完成更换。

物业服务事虽小，却承载着市民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双方应该是互惠互利的关
系。业主与物业公司应该多沟通联系，来取
代激进对立的方式解决物业矛盾；同时，建
议物业公司应放下身段，树立起服务意识，
改进工作方式，获取业主信任，以规范运营
来增收盈利。

业主与小区物业间的那些事
融媒体记者 王一婷/文 彭招峰/图

多日无人打扫的小区卫生多日无人打扫的小区卫生

开放的金涛国际小区西门开放的金涛国际小区西门

76岁仿佛是安于养老的年纪，但偏有
人在这最后的岁月中过的活色生香。今
年81 岁的李世忠老人就是这样，76 岁那
年，他用拿了一辈子锄头的手拿起了毛笔
和画板，学起了水彩画。到现在，他已经
作了 200 多幅画，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

“老画家”……。
日前，在江益镇江益村新建组，记者

看到了正在作画的李世忠。今年81岁的
李老，头发白了一大半，古铜色的脸上，深
深地刻着一道道皱纹，但是他的眼神却非
常地坚定，下笔的手也是干脆有力，不一
会，一只大公鸡就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李老告诉记者，村里也有一些老人会打打
牌，但他却并不喜欢。“我认为打牌这些东
西，它毕竟是有一些弊病的。不像琴棋书
画是我们中国的老传统，高雅的艺术。老
年人学习这些东西对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给我们带来了快乐。”李老说。

别看李老现在画的有模有样，但他其
实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种了一辈子
地的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家里的生活
也越来越好，这几年才慢慢地闲下来。为
了弥补儿时早早辍学的遗憾，2014年，已
经 76 岁的李老着手学习水彩画，这一画
他就没有停下来过。李老说，自己去老年
大学的时候，身边的朋友还笑话自己。“我说人老了以后也要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慢慢地学，老师也教的很好。2015年我
还得了一等奖，这个奖就一直鼓励我鞭策我，慢慢的有信心了
我就一直在学习了。”说到这里，李老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

在新建组的文化馆里，挂满了李老的作品。因为扎根在
农村，李老的画主要以中国梦、家乡美、山水情为主题，作品
画风质朴，意境悠远，或清雅脱俗，或灵动秀美，农民画家丰
富的精神世界跃然纸上。“人什么时候都可以学习。古话讲
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只要有学习的心情和兴趣，精力和爱
好，就可以学习的很好，我还在继续学习。”李老说。

除了画画，李老还自学了拉二胡、下围棋，只有小学二年
级文化水平的他，对着字典，每晚睡前都要读一个小时的
书。现在，李老的生活非常地轻松舒适，每天早上骑10公里
的自行车锻炼身体，回来后和朋友喝茶聊天、作画拉琴，享受
着惬意幸福的晚年生活。他的儿孙也在他身上学到了积极
向上、热爱生活、敢于尝试、勤奋好学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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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忠老人在认真作画李世忠老人在认真作画

县城到老家，约 20 公里。走 20 公里，于我
是小菜一碟。令我感喟者，不在里程，而在此为
此生第一回也。沿途收览田野，默读风声，甚
美。幼时，尝沿公路步行，最远仅止于义堂。义
堂位于家乡小村与县城之间，是一个临河古
镇。少时曾于河畔抓鳝鱼送往义堂和平街交
易，都是黎明出发，步行赶集。而去县城，则是
成年后的事，都是骑自行车，后来是坐公交车、
坐小车。--那时岂有注目四野、空耳读声之雅
兴？都是开步就巴不得立至。更别说还能驻足
抚树，猜其是否与我同长。

步行是最能仔细领略沿途风景的乐事。古
人之所谓步移景换当来自徒步之悟。思少时至
成年，凡出门有路，似概不喜步行。那是能坐车
不骑车，能骑车不跑，能跑则决不会走。甚至幼
时曾常去河边放牛，也懒得走，总是趴在牛背
上，任其自行，也曾将水牛当马骑，骑在牛背上
赶得牛马一样在村后大路上飞奔。尔时双腿夹
不住庞阔的牛腹，屁股被颠的无比惊险，却格外
享受。那些骑牛走过、跑过的路，于今还在，也

没什么变化，每次回家，都可检阅，物是，人亦未
全非，尝笑然。

安家县城后，我奉养母亲多年，那时母亲
从县城回老家不仅有方便的公交车，我亦有
车，可母亲执意不坐，从来坚持起早步行回
家。从 60 多岁到 70 多岁，一直是步行，那时
我甚是不解，仅为锻练身体，亦不必走这么
远，并担心母亲身体吃不消。今番步行在母
亲走过的路上，豁然开朗，步行的过程当然比
坐车美妙多了。

走在家乡的路上，说是一段生命里程，在他

人看来，似乎矫情，过于空泛，于我却是实实在
在的一种对自身生命的检视。这是母亲曾多次
往返走过的路，是母亲曾经领略过的田园，母亲
到了 70 岁时，耳朵听力不好，估计她是无法如
我一般空闻路边高大白杨叶掌的欢鼓，更无法
细读四野风声中夹杂的车水马龙和鸡鸣狗吠人
呼牛叫的鲜活。那是一种看得见，听得懂，闻得
到，摸得着，想得明的活着的感觉。

这条路，平原沃野、乡村田园，乃至行道树、
里程碑，幼时多有照眼，今亲步重温，与我走过的
全国许多地方的路，就是不一样。

人生感悟 ●寿哥

走在家乡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