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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的爷爷奶奶，起初是站在叶子妈妈小秋一
边的，他们不停地给儿子祥瑞打电话，道理讲了千
千万，实在不行了，就哭，就骂。叶子的爷爷还进城
找过儿子，他告诉儿子，真要跟叶子妈妈离婚，他们
就不认他这个儿子。但最后，叶子的爸爸妈妈还是
离了。叶子的爷爷奶奶，等到儿子真跟小秋离了，
他们当初的狠话，早不知跑哪去了。他们半点也没
有不认这个儿子的意思，甚至，连那个不曾见面的
新儿媳都认了。听说，叶子的奶奶还给城里那个小
孙子做了棉裤棉袄和虎头鞋，包严实了，让叶子的
爷爷天不亮就去了镇上，把那包东西悄悄寄到了城
里。对叶子妈妈小秋，叶子的爷爷奶奶开始时还好
言相劝，后来，慢慢也就烦了。当初的那些哄劝小
秋的话，早变成了厌烦和责骂。

从叶子的妈妈，金丽春又想到了萍水相逢的刘
雪。那个女人，不知是否找到了她的老公？有几
次，金丽春想打电话问她怎样了，但想想又觉得不
太合适，就一直没打。

我和明德离了婚，也会和叶子妈妈小秋那样
吗？还有豌豆，是不是也会跟叶子那样呢？这个念
头突然冒出来，吓了金丽春一跳。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我是豌豆妈妈，不是叶

子妈妈。叶子是叶子，豌豆是豌豆呀！金丽春想笑
一下，嘴角咧了咧，不知怎么泪水却落了下来。

跟明德的事，真的不能再拖下去了。金丽春
想。

像豌豆说的那样，去城里跟明德谈？金丽春不
想去。她不想去找明德，也不想和他面对面。现在
毕竟不同以往，真是面对面了，更尴尬更不知说什
么好。那就打电话吧。金丽春想了，白天明德上
班，无法长时间交流。金丽春想到了晚上再打电话
给明德。

这样定下了，金丽春长长地叹了口气。
晚饭后，金丽春帮豌豆洗了澡，哄她早早睡了。
金丽春拿起手机，调出了明德的号码。久久地

盯着这一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数字，往事电影一
样一幕幕在她眼前移动着。

陈萍酿了米酒，请金丽春和明德去喝。金丽春
觉得好喝，就照陈萍的方法，也酿了一坛。第一次
喝的时候，明德说不好喝，味道怪怪的。后来又说
想喝了，特别想喝。金丽春问他为什么。明德说，
喝这酒的时候，就想起和她做的那事。金丽春就打
他一下，说，根本不沾边的事。又说，那我不在的时
候不许喝。明德说，你不在的时候谁会做给我喝

呀？再说，你不在身边，就是喝也肯定喝不出味道
来。

早晨，金丽春倒好两杯水，自己喝一杯，让明德
喝一杯。明德不喝，他说，大早晨的，饭还没吃呢，
喝啥水呀？金丽春说他不讲科学，就是要在吃饭前
喝一杯温水嘛。那次明德就是上了犟，坚决不喝。
金丽春也犟上来了，说，你敢不喝，你不喝试试！明
德还是不喝。金丽春拿起桌上的那杯水，趁明德弯
腰的时候，把杯里的温水全倒进了明德的脖领子
里。那回，明德真恼了，整整一天没理金丽春。不
过，以后的每个早晨，不用金丽春说什么，明德就主
动端起两杯水中的一杯，咕咚咕咚一气喝干。明德
拿着手里的空杯子，对金丽春说，老婆，俺怕你还不
行吗？金丽春夺下明德手里的杯子，笑得把没来得
及咽下的一口水喷了一地。

金丽春不小心扭了脚，明德先把她抱到床上，
又跑着到路边买了好几袋冰块。明德把她的脚放
在怀里抱着，把冰袋敷在脚上，用手扶着。金丽春
说，快把我脚放床上，让人看见呀！明德说，看见怕
啥的，我自己的老婆，谁爱看谁看。

……
手机早成了黑屏，金丽春摁了一下，屏幕上又

出现了那串熟悉的号码。金丽春对着那串号码，却
始终没有摁下拨出键。

接连几个晚上，金丽春都那么对着手机上的那
串号码，默默地坐到深夜。

地里的小苗要打最后一遍除草剂了。吃了早
饭，金丽春拿出农药和喷雾器，就要到滩里去。婆
婆不让，说：“在家编你的花篮吧，等刹让你爹去
打。”

金丽春说：“我去吧。那块地也不大，也就一喷
雾器的活。爹不是说想去赶集吗，让他去吧。”金丽
春说着，肩上背了喷雾器，手上拎了除草剂，朝门外
走去。

金丽春刚走出门，就遇到了手里抓着几根油
条，边走边吃的叶子妈妈小秋。金丽春想悄悄拐到
另一条胡同去，但此时小秋已经看到了金丽春，她
快走几步，来到金丽春跟前，挡住了她的去路。小
秋开始说起来，边吃边说，两不耽误。直到把想说
的都说完，才又朝别处走去。

金丽春想安慰她几句，但想来想去，却没想出
一句合适的话来。算了，不说也罢。那些听起来很
动听的安慰话，对小秋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金丽春不由一阵心酸。 （62）

男女老少、芸芸众生，谁也逃不开
“消费”二字。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
疗，消费都是与咱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头等大事。从消费方式、消费观念、消
费种类等方面更是能反映出咱老百姓
的经济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尤其近
些年来，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消
费领域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发展非常
迅猛。当然，说起发展，不能光看城
市，还得问问咱们村里的父老乡亲们。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农村发展相
对缓慢，消费还停留在赶集阶段。殊
不知，这几年，党和政府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新时代
的农村日新月异，新时代的农民幸福
感满满，消费自然也跟着升级换代。
到村里工作，总要跟党员、群众唠一
唠，聊聊村里的发展，听听大伙儿的心
声。仔细一琢磨，原来句句都围绕着
消费，句句都反映了咱新时代老百姓
的精气神儿和幸福劲儿。

日子殷实了，消费高端起来。“你
看咱村现在大街上停的一溜溜的小轿
车，才几年啊。”老党员姜大爷说，“是
啊，别说汽车，济阳买房子都成了小青
年结婚必备的了”，“种大棚稍微攒攒
就有了”。在村群众代表会开会之前，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着。农业发展起
来，老百姓手里有了活钱，自然向往更

加美好舒适的生活。
见多识广了，安全重视起来。近些

年来，一些不法分子把目标锁定在老人
身上，利用送鸡蛋、送洗衣粉、送酱油等
方式作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将老年人吸
引入门店后，对其销售的保健产品的功
效进行夸大宣传，不可否认，这种手段致
曾经使一部分老年人上当受骗。但随着
防骗知识普及，老人们已经对这种营销
欺骗手段产生了警惕性。“老潘头，你干
啥去？又免费坐‘电椅子’吗？捂紧你的
钱包，别一舒坦就松手。”钱大爷一说完，
在大街上晒太阳的老人们笑了起来。“一
看这模式就骗人的，都得注点意。”“是啊，
先给你甜头，再掏你腰包，可得长点心”。

监管严格了，消费放心起来。如
今乡镇都有专业的综合执法队伍，平
时就定期对商店、集市、企业进行执法
检查，节假日更是会开展安全专项行
动，对各种商品进行严格监管，有力保
障了农村群众的消费安全。“现在正规
多了，别说超市了，集市上的都挺放心
的，有问题直接找执法大队。”谈起消
费安全，孙大爷竖起了大拇指。通过

宣传，群众对消费安全有了明确的认
识，有问题能及时反馈，消费起来更加
放心、更有底气了。

消费是平凡小事，最具人间烟火

气，又是国家大事，主导经济增长。咱
乡亲们升级换代的消费观念反映的不
仅仅是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是体现
出消费环境的畅通安全。当然，消费
领域取得的成绩不是终点，而是新水
平、新气象的起点，征途漫漫，唯有奋
斗，我们要乘势而上、砥砺前行，发挥
维权平台作用，营造安全消费环境，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

作者单位：曲堤街道

题记：声陋室门。新冠无情，山水皆昏。街头巷
尾客人稀，爆仗难言，炉火添温。佳节居家煮酒论。
谈笑今朝，振兴家乡。济阳田野闹春耕。鸟语花香，
牛转乾坤。姹紫嫣红待时开，龙飞凤舞听令挥。国
泰民安更上楼，笑朝云阙晒富贵。全民尽扫饕冠日，
龙凤呈祥福满门。

一、这个春天
这个春天，多么令人神往的季节啊
我要用满腔的热情，展开双臂拥抱这个春天
寒冬终于过了，春天大踏步的向我们走来
我驻足在柳岸，和你一起走进春天
这个春天来之不易，尤当珍惜
她冲破慢严冬的封锁，顶着凛冽的寒风
越过的崇山峻岭，历尽千难万险
带着满身的伤痕和无奈姗姗地向我们走来

当窗台上最后一片窗花消逝
当小溪里最后一片冰凌消尽
当你发现了小院里樱花含情绽放
枝头的桃花向你展开了笑颜
河边的瘦柳挂上了鹅黄长串
我们已经走进明媚春天

这个春天来之不易，本应该和许多春天一样
花红柳绿，草长莺飞，蜇伏了整整一个冬天的人们
流连于青山绿水，向往着诗与远方
这个春天踏雪而来的春天
再一次，新冠肺炎的病毒撕裂了人们的安宁
我们按下了暂停键
暂停是御敌的堡垒，居家是避难的港湾
可是寒风中分明有人头攒动
雪白的战袍是那么耀眼
这是守护安全，这是爱的呼唤
是生命的召唤，这是无私奉献的典范
这个春天，有一种挚爱叫作无私无畏
有一种感激叫作温暖人间
迎难而上的岂止是白衣战士，还有那耄耋老人
他们的字典里没有疲倦，只有无怨无悔，奋力向前
这个春天，本应该和去年春天一样去庭前散步
他们却捡起一副重担
有多少人为了阳光走向了雾霾

为了平安走向了危险
这座城市、乡村
再一次塑造了千千万万平凡的英雄
一个伟大的国度
再一次高扬起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风帆
把大爱写进人心写满大地
写出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
这个春天，明媚的春光终于驱走了阴霾
冰雪的消融汇聚成溪流的潺湲
披上绿装的柳枝又恢复了往日的温柔与缠绵
生命力顽强的小草正推开身上的冻土绿遍旷原
遍野的迎春花，呼唤着花仙子们群芳争艳
一起拥抱这生机盎然的春天。
这个春天，我们已经听到了大雁的吟唱
我们已经看到了绿水青山、草长莺飞、百花争艳
在这诗情画意里，桃红柳绿，鸟语花妍
春风到处，万物欣然，春满河山，福满人间
人们沐浴着温馥的春风，感受着春光的柔情
领悟着春的伟大，相拥美丽的春天。

二、戴口罩
捧在手上的口罩
是一块小小的布料
戴在脸上
感觉是那么轻巧
不是首饰
也不是珠宝
只是防护的工具
阻挡着病疫的侵扰
不仅是白衣天使的佩戴
也是广大民众的需要
面对再次突发的新冠病毒
总是把抗击的防线筑牢
面对患者的病痛
却掩饰着抗争的心焦
面对患者的康复
却遮不住医者成功的微笑
在防护疫情的日日夜夜
始终传递着人间大爱的美好

三、守护安全 畅享生活
美心月饼检测出新冠病毒
俄进口的冻鸡爪测出新冠病毒

假注射液风波浪潮升起
假疫苗横行让花朵凋谢
转基因让人对原生态的怀念

季节腿拌一碗陈月饼汤圆
和着染色馒头
孩子看得嘴馋
父母急得心酸
筷子夹着毒海带
碗里盛着民工粮
酒杯装着甲醛酒
毒鱼翅放点硫磺姜
吃口致癌油炒出的瘦肉精
毒奶粉到毒大米
吃着吃着不知不觉
你就成了“毒王”

这是个美好的世界
诚实守信，本是基本准则
爱护生命，更是最后底线
食品安全，是生命重要防线
却因你的贪婪与自私
变的混乱一片
那些只想着钱的人啊
能否放下你的屠刀
还蓝天一片晴好
让游鱼奔向大海
让山河回归蓝天
让百姓消费在阳光下

四、我爱你 家乡
你田园秀丽
是多么辽阔宽广
你充盈着慈爱、温馨的怀抱
比花园更加芬芳
我是花园的一棵棵小草
春天，你赐予我喜雨
夏天，你给予我热情
秋天，你让我分享
冬天，你教我如梅坚强
我生活的四季
你时刻放在心上
我爱你，家乡济阳
我决心坚定地走在大路上
美丽富饶的家乡
我爱你，心明眼亮
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作者系区法院退休干部

2021 年的消费维权年主题“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要求凝聚全社会力量，营造更
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能消费、
愿消费、敢消费，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
增长，畅通消费助力国家经济循环。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加强监管
执法，发挥职能作用，守护安全，保障畅通
消费。

为保障节假日期间市场繁荣有序，加
强市场交易行为监管工作。严格市场价格
监管，加大对粮油肉禽蛋菜等生活必需品
和旅游、停车收费、交通等价格的监管力
度。指导经营者做好明码标价、收费公示
工作。重点对农贸市场、超市等交易场所
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
进行价格检查，指导经营者加强政策宣传，
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倡导诚信经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
务。督促引导网络交易平台、网络交易经
营主体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节日期
间网络促销活动的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切
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节日
市场秩序。

开展春运期间交通运输价格监管。
重点部署对客运枢纽、客运场站等区域
的价格监管，着重对车站交通运输价格
进行了检查。检查车站票价收费、明码
标价情况，规范客运行业价格秩序，落实
儿童乘车等优惠政策。提升综合监管效

能，规范价格秩序，为群众营造良好的价
格环境。

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电商产业园开展
法律法规的宣传指导，规范网络市场竞争
秩序。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防疫用品、
化妆品、儿童用品、服装鞋帽、家居家装、汽
车及配件等舆情热点、社会反映集中、关系
公众生命健康安全的产品为重点，开展集
中整治。净化网络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
和经营者合法权益，促进网络经济健康发
展。

以强化监管执法为核心，以提高服务效
能为目标，不断提升乡村网络市场规范管理
水平，切实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开展乡村网
络交易监管工作，严格规范电子商务主体资
格。加强对网络经营主体的行政指导，做好
服务宣传工作，助推农村电商企业的发展。
帮助企业畅通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流通
渠道，对农特产品进行营销策划，提高营销服
务体系建设水平。

强化消费维权，严格落实投诉举报快
速回应机制要求，确保投诉渠道畅通，做到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切实维护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向广大消费者加强消费维权宣传，倡导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提倡便利消
费，引导消费预期，增强消费信心，保障畅
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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