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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挚爱的土地
杨学敏

乡音·乡情
征文投稿：jnqrmt03@tj.gov.cn

一望无际的水田里，男人们你呼我
应，挑着稻秧飞快地走在地垄上。 女人
们抓起被水覆盖的肥沃的黄胶泥，笑闹
着投向对方，松软的黄胶泥在空中划过
一道优美的弧线， 簌簌落在水田里，激
起几朵小水花， 伴着劳动者们的笑声，
是那样的惬意舒爽。 这，就是我童年记
忆中的土地。
一
我家祖上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
爷爷和奶奶成亲后就落户在小站镇。
奶奶说：我的父亲、叔叔们是吃着
喷香的小站稻米长大的。
一望无际的田地里，绿油油的稻秧
在蔚蓝的天空下茁壮地成长着，清凌凌
的河水泛着粼粼波光，欢快的小鱼小虾
在秧田间、在河水中上蹿下跳着。 勤劳
的农民们在稻田间辛勤地劳作着，不时
飞出清脆的歌声。 甜甜的海河水滋润着
小站稻，肥沃的黄胶泥孕育着饱满的生
命。 水稻拔节吐穗时，淡淡的稻花香气
氤氲着整个村庄。
稻花香里说丰年。 丰收的季节到来
时，打谷场上，灯火通明，你挑我抬，你
收我装。 一捆捆的稻子次第塞进摞子里
（类似于现在的脱粒机）， 不一会儿，稻
谷就堆成了小山一样的形状。 女人们赶
紧用簸箕收起装进麻袋里，男人们迅速
扎紧麻袋口，抬起麻袋，放进村中粮囤

中堆放整齐。
一连劳累了几天的男人们带着
甜甜的笑意沉沉地入睡了。 村里的电
磨坊有节奏地唱起了欢快的曲子，白
花花的稻米粒带着温度， 带着清香，
装满了一袋袋。 家家户户的锅灶间热
气腾腾，鱼香、小站稻新米的香气扑
面而来。 接着，一家人开始尽情享受
这肥沃土地赐予的美味佳肴。
二
父亲说：他的少年时期是在泥土
中、水田间度过的。
稻子快成熟时，金黄的稻穗压弯
了稻秆， 与肥沃的土地亲密地接触
着。 大河小沟中的水已不再向水田间
输送了， 秋日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水
田间的土地已经不再那么松软了。 这
时节就成了男孩子们的天下了。
父亲提着网兜，光着两脚，和小
伙伴们小心翼翼地在水田间走着，他
们可是知道不能踩坏即将收割的稻
子的。 父亲一手提兜，一手准确地伸
向水田间的一个个圆洞，几乎是百分
百，每一个圆洞中，都有一条肥硕粗
大的泥鳅。 吃着稻田间的微生物和泥
土长大的泥鳅，鲜美异常。
一两个小时左右，父亲就提着满
满一网兜泥鳅回家了。 小个的喂鸭
子，大个的不是在大铁锅中红烧就是
剁碎做成丸子吃，那味道，鲜香肥美，
回味无穷。
父亲说， 现在大饭店做的油炸泥

鳅，几乎都是养殖的，和他少年时代在水田
间所抓的泥鳅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三
我说：我的童年是在泥土中“摸爬
滚打”过来的。
记忆中， 每家每户都拥有自己的土
地，到了种植水稻时节，村委会的大喇叭
就会通知村民们到自家的地里去劳作，
因为队里要统一灌溉水田。 纵横交错的
大河小沟中， 泛黄的河水夹杂着泥土流
向水田。我和小伙伴们欢叫着，在田垄上
跳跃着。 母亲拿着铁锨不时修整着田里
的土坷垃、田埂。旁边的田地里是一畦畦
的稻芽， 黑绿黑绿的稻芽们都在争先恐
后地探着头， 期盼着农民们赶快把自己
“
一生的价值”。
栽种到水田里，实现
我穿着奶奶做的布鞋，跟在母亲身
后，一会儿把手伸进小河沟中，捞起水
中的杂草扔向远处；一会儿又抓起一把
水田中的泥土，抟成泥球，砸向河水中，
看溅起的水花四溢开来， 便哈哈大笑
着。 母亲一边干活一边叮嘱着：“小心别
把鞋子弄湿了，鞋湿了就打滑。 ”话音刚
落，正在玩耍跳跃的我已经一个大马趴
摔进水田里， 而且还来了个狗啃泥，脸
全埋进了泥土中。
母亲一边斥责着一边顺手把我薅
起来，放在田垄上。 我尴尬地站着，双手
胡乱地抹掉脸上的泥和水哭笑不得。 母
亲赌气不理我，不远处的小伙伴们哈哈
大笑着。 我赶紧把脚上的布鞋脱下来，
在小河沟中洗涮着，又把两脚放在河水

中轻轻涤荡着……
童年时代与泥土的“摸爬滚打”的场
景，现在想来还觉得可笑，也太难忘了！
四
生长于城市中的女儿吃着香喷喷的
稻米饭说：妈妈，这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听着女儿的问话，我感到她们这一代离土
地已经遥远了。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周末，我开车载
着女儿回到了家乡小站。 放眼四望，一望
无际的稻秧随风摇曳，碧绿的秧田间，不时
有鸟儿掠过，清亮的河水潺潺流动着，映衬
着蓝天白云， 分外美丽。 女儿不禁惊呼起
来：太美了！ 太让人心旷神怡了！
徜徉在稻田间， 我为女儿细细讲解着
一篙御河桃花汛，十里村
小站稻的历史。“
熶玉粒香。 一家煮饭，四邻飘香。 ”近年来，
津南区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小站
稻发展为动力，大力实施小站稻振兴计划，
做优做强小站稻，全力在小站稻“源”“魂”
“种”上下功夫，重塑小站稻昔日辉煌。 目
前，小站稻的种植面积 3 万多亩，小站稻示
范种植 7200 亩， 培育的金稻 919 等品种
以其晶莹剔透的外观、特别优异的食味、较
高的产量潜力，已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女儿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无比自豪
的神情。
回去的路上，女儿精心地捧起一把泥
土，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纸袋中。
我不禁大为感动，心中激荡不已……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最挚爱的就
是它——
—土地！ 而它，又是每一个生存于
世的人所不可或缺的，因为，土地——
—是
每一个生命体的根源！ 捧着这把泥土，我
热泪盈眶：我的奶奶、父亲、我、女儿，一家
四代，真正见证了新中国从成立到发展到
兴盛富强的历程。 祖国，是我们的母亲；而
土地，是我们生存的根。 我，永远挚爱着她
们——
—母亲、土地！

时讯

英雄归来才是春
李秀芹

家乡援助湖北的医疗队顺利完成
方舱医院的救治工作，结束修整，近日
凯旋而归。 老伴从新闻里看到这个消
息，忙喊我取出家中珍藏多年的好酒，
要同我喝一杯。 我这人滴酒不沾，但不
想破坏老伴的兴致， 便也给自己倒了
一杯。
我和老伴边喝酒边一遍一遍翻看
英雄返程的视频，“你走我不送你,你
来多大风雨我都去接你”，这种情感我
再次体会到了。 看着他们整整齐齐一
个不少地归来， 这是这个春天最好的
消息。
吃完晚饭， 老伴让我和他到外面
走走， 说想看看门口那棵玉兰树开花
了没，这老头，真是的，玉兰花早开多
时，他天天出门都没发现。 老伴说，知
道花开满树了，花还是那树花，但看花
的心情却不同了。
英雄归来才是春。 我们附近的公

园也陆续开放，几位老伙计约我清明节
一同去游玩，老伴说，不去，今年就在家
过清明，心情好了在哪里也能感受到春
天的美丽。
老伴已经嘱咐好了儿女，单位刚开
工不久， 清明节放假也不用回来看我
们，有时间多学习，多研究业务。 老伴和
我商量好了，清明时我俩在家里做几个
小菜，煮一壶新茶，就坐院子里，晒晒太
阳，说说话。
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有啥好说的
呢？ 老伴说，谈谈过去我们经历的每一
个春天。 我和老伴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生
人，经历了很多年代，见证了祖国的发
展、进步、繁荣和强大，单春天发生的故
事细数起来就得说上三天三夜。
老伴说，我负责怀旧，他负责总结，
特别是今年这个春天， 这场突发的疫
情，我们的国家、医务人员和人民都表
现得让世界尊敬。 这么大一个国家，人
口如此之多，又赶上春运，能很快把疫
情控制住，一个个“清零”的好消息频
频传来，一个个驰援湖北的医疗队凯旋
返乡，能不让人激动吗？
现在疫情蔓延全球， 我们国家更
是勇担大国责任， 不但援助医疗物
资， 而且派出医疗专家前往相助，这
让我越发感觉生为中国人的骄傲和
自豪。
这个春天终于有了春天的模样，明
亮、清新、美丽、温暖。

族谱相见 ，“宅”家祭扫
马海霞

“温暖的回响”
征文启事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
为充分展示本区脱贫攻坚取得的
成果和感人事迹，更好地弘扬脱贫
攻坚精神，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同奔
小康，以文学的力量致敬这一伟大
工程，《天津日报·津南时讯》 在副
刊版面推出“温暖的回响”栏目，特
向各界人士征稿。
一、征文主题
对津南人在脱贫攻坚中，积极
奋发向上，勇于挑战困难，扎实苦
干的一段难忘的时光、铭刻于心的
瞬间， 以及特定的人或事有感而
发， 可以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也
可以对所见所闻的人或事有所感
悟、致敬、抒怀。
二、征文要求
1、征文题目自拟，体裁为小说、
诗歌、散文等。
2、主题突出，积极健康向上，情
感真， 文笔美， 文学和思想价值兼
具。 所有作品均为原创。
3、 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止。
4、作品篇数不限，一律要求电
子文档，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杜绝
抄袭，文责自负。
四、投稿方式
投稿邮箱：
jnqrmt03@tj.gov.cn
所有稿件请在标题前注明“温
暖的回响征文”，文末注明作者真实
姓名、联系地址、手机号码、中国农
业银行账号等。
五、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28532915
天津日报·津南时讯编辑部
2020 年 4 月 2 日

稻乡风云

戏水

乔良国 摄

◆ 乡情·津南印记
田连元
田连元 1941 年出生于吉林省
长春市。 童年时随父母浪迹江湖。
1948 年， 定居咸水沽镇， 读书 5
年， 辍学从艺。
初次登台说长
篇评书是在小
站镇， 书名为
《 粉 妆 楼 》。
1960 年， 入辽
宁本溪市曲艺
高向增 刻

团， 后任业务团长， 1976 年任本溪市
歌舞团副团长。
30 多年来，田连元创作演出了长、
中、短篇评书一百数十部，出版长篇评
书《刘秀传》《杨家将》《孙膑演义》等百
余万字，并有多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和全国各省、市电台播放。 他首开先河，
把长篇评书搬上电视荧屏在全国各地
播出，成为一个新栏目。 他曾是中央电
视台《曲苑杂坛》栏目的开播主持人和
撰稿人，多次参加建国大庆、中国艺术
节、全国曲艺优秀节目、中央电视台春
节晚会等国家级大型文艺演出， 并获

一次难忘的侦察任务

津南区革命斗争史资料选登

边华英

归途遇敌 化险为夷
我们对马汝真讲了形势， 做了些工
作后便趁夜动身返回。 归途中，我们先
到村东草禾垛里看望了周仁田的妈妈
和妹妹， 对她们进行了安慰：“俊田哥
(周仁田的哥哥，大邱庄党支部委员)也
和我们在一起，在减河南都很安全，不
用惦念。 ”说了几句简短的话后就告别
了她们。
这时天也放晴了。我们避开大屯岗
楼走大屯村东的一条小道， 当走到距
减河两公里处亚庄子村时， 想找个人

领路，便去了村公所。 临近了就看见村
公所的大门敞开着，里面灯明火亮，人
声嘈杂。 屋里都是背枪的国民党军队。
我们赶忙转身出了村， 到了路口见有
一人手持扎枪在站岗， 一看是熟人杨
宝福。 他过去经常给我们打粮米，买东
西， 是村里的服务人员。 虽不是村干
部，但政治态度倾向我们，被迫应酬敌
人。 我对他说：“这 不是杨宝福同志
吗？ ”他见到我们很害怕，小声地说：
“
哎哟! 你们干什么来了， 村里有敌人
呐。 你们快走吧!”我说：
“你领我们过减
河吧。 ”杨宝福说：“那可不行呀，一会
儿查岗的来了见不到我， 我命可就难

保了。 ”我再三动员，他还是不去。 我只好
把匣子手枪对着他的脑袋， 严厉地说：
“
你去不去!”他害怕了，马上跟我们走了。
到了村外， 我还开导他：“你给我们领路
有什么危险？ 回来敌人查问你，你就说是
八路军用枪逼着你， 把你嘴堵上后被他
们抓走的。 半路上趁着他们不注意才跑
回来的。 如果敌人问你八路军有多少人，
你可以多说点。 ”杨宝福听了我的话，心
里有了数， 这才消除了顾虑。 他说：“那
行。 我领你们过河，保证出不了危险。 我
熟悉情况，知道什么地方有岗铺，给你们
找个安全地方过河。 ” 我说：“我找你领
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高兴地

通讯地址：天津市津南区融媒体中心（咸水沽镇津沽路 35 号）

奖。 其创作演出的《贾科长买马》《新的采
访》等，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被《中国
文学》译载发行海外，并被中国科学院编
入《建国以来新故事选》。 1991 年，他被
文化部、 人事部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先进
工作者称号。 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辽宁
分会主席、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说唱中
心常务理事、辽宁省人大代表、辽宁省政
协委员、本溪市文联副主席、本溪市副局
级艺术研究员、本溪市歌舞团名誉团长、
国家一级演员。
(本栏长期征集“津南印记”篆刻，投
稿邮箱：jnqrmt03@tj.gov.cn)

把我们领到了减河边。 这时，我让杨宝福
一人到河堤上看看是否有敌人， 我和周
仁田隐蔽在河堤下。 还告诉他如果遇上
敌人，就说是来换岗的。 如果没有发现村
自卫团在河堤岗铺站岗的，就以“一蹲”
作暗号，我们就上河堤过河。 他走到了河
堤上四下张望，没有发现敌情后，发出暗
号，我们立即上了河堤，安全地过了河。
临别时，我对动枪之事向杨宝福道了
歉。 ，他说：“
没什么，只要你们不出事我就
高兴。 ”后来听说他回去也没出什么问题。
过了减河就是赵齐庄， 这时天快亮
了， 我们稍作休息后就直奔姚庄子。 后
来， 县委书记李悦农同志在会上讲了我
们到减河北侦察的情况， 并对我们进行
了表扬。
会后，根据县委的指示，河北四个区
都纷纷派人过河开展对敌斗争，摸清各区
敌情，配合解放军主力部队，迎接天津市
的解放。
（完）

今年我们配合疫情防控，清明节
施行
“云”祭扫。 公公听后立马搬出了
族谱，说，这个倡议好，今年咱家就读
族谱
“祭奠祖先”。
我们家族分支多， 又四散各地，
族谱修缮经历了几代人，最后在公公
这代才最终落实下来。 公公是族谱修
缮的参与者，当年为了修缮族谱他自
己出资跑了好几个省，用了两年多的
时间才完成。
我们晚辈当时特别不理解，修族
谱意义何在， 现在人各自忙各自生
活，即便一个村子住着，五服以内的
人有的也不太走动。
每当我们吐槽起族谱，公公都很
生气：“人不知道来处，就是忘本。 ”
清明节还未到，公公已经开始在
家推广族谱“云”祭扫了。 从家族发
源、发展以及流布历史开始讲起，原
来我们家族在汉代还是名门望族，
东汉时已有家乘谱牒。 公公指着族
谱给我们讲述， 家族里历朝历代的
名人， 有的官居高位， 有的才高八
斗，远的不说，就是清末家族里还出
过一位举人。 公公打开了话匣子便
刹不住了， 祖父有一年逃荒逃到外
省， 路遇土匪， 被捆到山上逼他入
伙，祖父报上籍贯姓氏后，一个土匪
头问，你们家族可出过举人？ 祖父忙
回答出同族举人的名字， 土匪头立
马上前给祖父松绑， 并好酒好菜招
待一番，临走还给了一些干粮盘缠，
让祖父回家。
原来祖上的这位举人是位清官，
在土匪头的家乡做过县令，深受百姓
爱戴。 公公说，家族出一个好人可以
恩泽同族人甚至几代人。 我们家族还
出过民族英雄， 抗击日寇牺牲的烈
士。 新中国成立后还出过一位全国劳
动模范。 公公提起这些脸上掩饰不住

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其实这些人并非我
们近枝， 但公公说往上倒几代都是一个
祖先。
公公的一位堂兄是大学教授， 可公
公很少提及，公公说，他虽然学术上成绩
斐然，但人品不佳，不孝顺父母，不善待
弟妹，瞧不起乡亲，这样的人即便血缘再
近，再有成就也不值得后辈学习。 这位教
授伯伯已经去世五年了， 公公还念念不
忘他的“缺点”。
公公说，修族谱时，他特意提出将一
位普通长辈的事迹记录了上去， 此长辈
智商不高， 一辈子未婚， 但为人特别厚
道，街坊四邻谁家有活儿他也搭把手，饥
荒之年， 把自己的口粮省下送给胡同里
的小孩子吃。 他一生短暂，五十岁便去世
了。 但每年扫墓时，大家都要去他墓地祭
拜一下。 今年的
“云”祭扫，公公特意讲起
了他的故事， 小人物小事件却也闪现人
性光芒，值得后人学习和怀念。
最后公公还特意讲起了今年抗疫一
线牺牲的医护人员，国家不会忘记他们，
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是我们这个“大家
庭”里的亲人，值得我们永远追思、学习
和敬仰。
以往清明， 扫墓只是一种对逝者追
思的仪式而已，今年这场特殊的“宅”家
祭扫，却让我走进了“大家”“小家”里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学习他们之长，规避短
处，做一个让后人提起时竖大拇指的人，
才不枉人世走一遭。

又是一年清明时
程 咏
清明节作为一种节日和文化传
承，已经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了。 清明扫
墓是对故去先人的一种祭祀和纪念的
形式，也是中华文明中的仁孝理念的
具体表现。 清明节和前一天的寒食
节，都是来源于西周晋文公时期的介
子推。 介子推“士甘焚死不公侯”的故
事，千百年来为后人皆知。 介子推淡
泊名利， 忠孝清烈的道德品质和人格
魅力， 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的一
种诠释。
《岁时百问》中道：万物生长此时，
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清明”本
为节气名，在仲春与暮春之交，正值草
木繁盛，鲜花盛开，云淡风轻，虫鸟旺
鸣。 后来加入寒食禁火及扫墓的习俗，
逐渐形成了清明节。 扫墓和踏青，是清
明的两大主题。 唐朝白居易诗
“
乌啼鹊
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说的是
扫墓。 宋吴惟信诗“梨花风起正清明，
游子寻春半出城”，说的是踏青。 清明
节与端午节、重阳节一样，都是一种源
远流长的文化活动和风俗传承， 是中
国文化中精粹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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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清明节，我在杭州西冷桥畔
凭吊秋瑾墓。 青冢静静，晨风轻轻，可是
墓周却早已摆满了鲜花、烛灯，还有斟
满的祭酒。 这位舍小爱，求大爱，为了民
族的自由解放， 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视
死如归的巾帼英雄， 虽然已逝百年，依
然为后人祭拜着怀念着。 正赶上走来一
队少先队员，沐一身阳光，展一脸稚气，
鲜艳的红领巾在胸口随风飘扬。 少先队
员们队列整齐地伫立在墓前，高高地举
着小手行少先队队礼。 神情是那么的肃
穆，目光是那么的坚定，也许他们并不
太了解秋瑾的生平和故事，可是在他们
幼小的心灵中却知道这里长眠着一位
伟大的女性、慈爱的母亲、中华民族的
脊梁。
年年祭扫先人墓， 处处犹存长者
风。 清明祭祀，大孝至爱，深切缅怀，一
杯酒、一束花、一拢土，不仅是对先人
的敬仰和怀念，更是继往开来，传承和
发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优秀的文化传
统。 谨记先辈的惟诚惟信，不忘亲人的
谆谆教导，这才是清明节现实中最积极
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