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带你去外滩

落实大包干，
东宝副书记
雷厉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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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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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华年踏入了风险

投资行业，短短几年，她从
初出茅庐成长为战略投资
人。然而一夜之间，领导的
设计、父亲的离世、男友的
背叛、闺蜜的疏离将她打入
无尽深渊⋯⋯她能东山再
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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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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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以恢弘格局，展

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
领域的改革、社会生活的变
化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改
变等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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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东宝去队部找老书记，
开门见山，“叔，我问清楚什么
是大包干了。就是把责任田一
竿子⋯⋯那个包到每户人家，不
是隔壁几个大队他们那样包到
每个组。《安徽日报》已经宣传
过，人家早做上了。”

这回老书记很快答话：“东
宝，你年轻，没经历过事。这种
文件上都没说明白的事，你千万
不能做，这是挨批斗的原则性大
事。”

雷东宝好好想了想：“叔，我
现在就没在过好日子，你看整个
大队小伙子，哪个娶得上媳妇？
我回家那么多天，又有哪天吃
饱？日子还能坏到哪儿去？不
怕。叔，承包的事，我来管，我担
着。”

老书记语重心长地道：“东
宝，你误会叔了，叔不是怕担风
险。但是这方案得经公社批准，
公社能不能答应你？你的想法
太新，公社也不能决定，公私问
题大是大非，公社肯定得讨论再
讨论，等他们讨论完，黄花菜早
凉了，还搞什么承包。这样吧，
我们步子走稳一点，考虑成熟一

点，还是分组联产计酬。你抓紧
把地丈量出来，我们年前争取搞
好。”

雷东宝闻言眼前灵光一闪，
嘴上非常爽快地答应：“好，我下
午就干。再一件事，后山那座砖
窑，不知道能不能用，行的话，开
春把砖窑烧起来。”

“砖窑一点问题都没有，里
面结实着呢，好用。等天稍暖一
些，我找几个老把式把砖窑整一
整，整个囫囵地交给你烧，你安
心去做别的。”

雷东宝一听就乐了，蹦起来
就往外走，一边霹雳似的扔下一
句话：“就这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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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东宝旋风似的刮到队部，
“噔噔噔”到麦克风前，扯开嗓子
就喊：“四宝，老五，红伟，来大
队。四宝，老五，红伟，来大队。
快，有好事。”

包括后面丈量土地的时候，
雷东宝也是背着手一边儿看着，
他以前做的是工程兵，又不懂丈
量土地的事儿，连一亩是多少平
方他都搞不清楚。反正他把原
因说明白，说是为搞承包，既然
土地包到人头上，就得把好地坏

地分清楚。四宝悄悄问隔壁大
队都是分到组里，一个组有三
四十个人，怎么我们大队难道
是分到户吗？那倒是大快人心
了。雷东宝连忙说这只是打比
方，大队当然是承包到组。但
是，雷东宝狡猾地在心里想，这
个组，可以小啊小啊小到三四
个人，那就是跟承包到户没什么
两样了。

老书记坐在露天大晒场的
主席台上正儿八经地说了承包
的意义，上面雷东宝早已指手画
脚地开讲了。

“社员们，我不会讲大道理，
我就直接讲怎么承包。你们看
图，我们大队共有甲级地这些，
乙级地这些，丙级地都是零碎边
角料，是这几块，承包到每个人
头上，甲级地六分，乙级地三分，
丙级地六分。四眼会计和红伟
这几天已经把地都按大小画好，
等下你们每个人上来抓阄，甲箱
抽一个，乙箱抽一个，丙箱抽一
个，抓到甲一地，这地就是你的
了，抽到甲二地，以后你种甲二
地，乙级丙级地也一样，抓完阄
凭纸条到窗边问红伟、四宝拿
地，自己赶紧去划好地界。但是
且慢，你一个人能做啥啊，你一

个 人 犁 地 后 面 谁 给 你 扶 着 犁
啊？你那么能干还种什么地，趁
早做神仙去。所以抓阄后我们
还得自愿组成小组，你可以找你
爹妈儿女，也可以找你兄弟姐妹
朋友妯娌，随便，一定要组成小
组才能跟老五、四眼签承包合
同，小组的人得一起摁手印，明
白了吗？这就叫分组联产计酬，
隔壁村都那么在承包。”

老书记心惊肉跳地听着，这
臭小子，到底还是不肯分大组，
硬是搞了个偷梁换柱，说到底依
然是承包到户。可被东宝那么
一说，似乎还挺合情合理，说到
公社去也不怕。

雷东宝眼睛一横，眉头都不
动地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讨
论讨论，没意见就举手表决通
过。”

没多久，一根、一根、一根的
手臂坚决地、犹豫地、彷徨地、无
奈地接二连三地举了起来。

但是，接连两天，大队部的
签订承包书桌子面前，一直空空
荡荡，没几组过来签订。四眼会
计此时已经服了雷东宝，拿着名
单满村子地找雷东宝而不是老
书记想办法，一直到大队养猪场
才找到。

华年到现在都不知道该怎
么形容上海，这个有人情味时最
有人情味，薄情寡义时又最薄情
寡义的上海。

然而，上海也不需要你去形
容，明暗交织间，她就在那里，看
着你，看着你坠入她的诱惑，看
着你对她愈来愈难舍难分。

“我已经出去看过了。”所以
这天，当乐宝对华年说要带她出
去逛逛时，华年已经满不在乎。

“我带你去看的上海不一
样。”乐宝说。

“我带你去看看上海的中
心。”乐宝又说。

“人民广场是市政中心，陆家
嘴是金融中心，淮海中路是时尚
中心，南京西路是商务中心，上海
哪里不是中心？”华年笑着问。

然而，乐宝笑而不语，拉着
华年就走。乐宝带华年直奔着
去了外滩。

外滩有什么好的呢？华年
前几天刚去过。到处是拥挤的
人群，挤过来挤过去，挤出一身
臭汗。更何况今天是十一，实在
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

“你懂什么！再多的中心，
上海还是只分外滩和外滩以外
的地方。”乐宝却很认真地对华
年这么说。

华年一向很信乐宝认真时
说的。于是她决定重新好好看
看外滩，看看黄浦江，看看高耸
着的壮丽的东方明珠塔，看看鳞
次栉比的闪闪发光的豪宅，看看
川流不息的富丽堂皇的游艇。

华年和乐宝奋力地朝前挤，
她们要挤到最前面去，挤到最前
面，才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可每
次她们好不容易找个空当挤到
稍微前面一点去的时候，立刻就
会被身边的人推搡着挤开。

“外滩哪里好？”华年忍不住
再次问乐宝。

“你在这里看外滩当然是这
样的。”乐宝笑起来，“三年前，我
就开始有了一个梦想。”

“ 我 知 道 ，你 想 要 个 男 朋
友。”华年笑。

“谁和你一样！”乐宝斜飞了
华年一眼，指了指外滩那一排中
国被殖民时期遗留下的万国建
筑群，说，“我希望自己以后能随
便去那里。”

“比星矢总想拯救雅典娜的
梦想有意义点。”华年说。

“上海现在最高档的办公室
和餐厅都在那。”乐宝说。

“上海到处都是最高档的办
公室和餐厅。”华年笑。

“你懂什么！全上海的核在

这里。陆家嘴那些高楼看着咋
咋呼呼的，却只是个壳子。法租
界那些小洋楼乍看是有情致，只
是遮遮掩掩暧暧昧昧的，又没风
骨又不气派。只有这里，才是上
代人留下来的精华，是全中国再
也造不出个一样的来的，是顶着
天立着地的大手笔，是随便来个
人不能霸占的。”乐宝说。

“就是太吵太闹。”华年说。
乐宝笑起来：“有次我帮公

司送文件到那楼里去。我坐着
那里的透明电梯一层层上去。
然后，我在那里看到外滩。人越
来越小，最后变得像蚂蚁一样
小，一点也不吵的。东方明珠塔
立在那里，也安安静静的，随便
我看。从那里看到的外滩，才是
真正的外滩，安静的外滩。”

华年还在摇头，乐宝却一下
子紧紧抓了下华年的手，“你一
定要到上面去看一下外滩，你从
来没看到过，所以你不懂。”

华年搂住乐宝的腰，胡乱指
着黄浦江对岸的一栋高耸入云
的大楼说，“有什么好看的！将
来把那栋买下来给你。”

乐宝笑了笑，“陈老板最近
来看过你吗？”

“他哪里有钱来看我。”华年
说。

“家里没好起来点？”乐宝
问。

“不知道。”
乐宝有时候问起陈老板和

家里。
陈老板是华年的老爸，华年

的老妈若飞一直这么喊他，所以
打小，华年也跟着就这么叫她的
老爸。陈老板每次听了，都是呵
呵一笑。

当初乐宝一直催促华年到上
海时，她还在家乡电视台工作，这
是份得之不易的工作，不知道陈
老板走了多少后门才得到的。华
年想了许多办法，又与陈老板说
了许多关于梦想啊热血啊之类的
故事。陈老板是最听不得这些
的。他这一辈子，脑子里满满的
都是梦想和热血。只不过这梦想
和热血虽然是满锅沸油，上面却
压了层纸，这张纸便是若飞和
她。华年和她妈若飞一样，都特
别清楚陈老板的弱点，知道这样
的陈老板是一点就要燃的。

当年你没有实现的梦想，现
在我帮你去实现。华年最后说
出那个年纪所有少年惯常爱说
的豪言壮语时，她知道事情已经
成了。陈老板果然已经完全被
华年说动，但他仍低着头弱弱问
了一句，你妈那边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