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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钩沉 清晨，在温暖阳光照耀下，我满怀
着无限崇敬和向往之情，走进位于河
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景区，走进新中
国开始起步的地方，追寻老一辈革命
家们的光辉足迹，感受那一段波澜壮
阔、催人奋进的历史。

在这个即将迎来全国解放的最后
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和毛主席指
挥了决定解放战争走向的辽沈、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并召开了具有伟大历
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土地会
议，拉开了迎接解放全中国的序幕。
西柏坡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竖起了
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新中国，从这
里走来！

戒骄戒躁始终是共产党人的优
良品格。面对解放全中国即将胜利
的特殊形势，提出了全党务必继续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
作风。在“两个务必”的思想引领下，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
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取得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历史
性成就。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治国理念，体现
出了超凡的组织指挥和行政管理能
力。各级党组织体现出了超强的执行
力。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经
受住了这场艰苦卓绝的大考，最终取
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和英雄的中国人民又续写
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风风雨雨，
历经各种磨难，为什么能够始终屹立不倒？正是因为我们具备非常
优良的传统：在大灾大难面前，同心同德，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道路上，虽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和挑战，但我们有能力和信心
经受考验，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从胜利走
向更大的胜利！

三大战役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历史作用，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全
党在新时期的精神指针，形成于中国革命关键转折时期的西柏坡精
神，如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新时期新使命，继续保持一切为
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人民之
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全党上
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百年更加优异的答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党为人民谋利益，群众永
远跟党走。建党百年又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也是给党和人民的新
的历史考卷。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弘扬西柏坡精神，不
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强大精神动力。希望在前方，我们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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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7月初，身在农村家境困难的我
幸运地通过了当年中专预选考试，准备到县
城参加升学考试。老师要求预选上线的同
学，回家带100元钱到学校，作为考试费用。

我心如刀割，因为喜悦而膨胀的快乐瞬
间灰飞烟灭。我家一贫如洗，别说100元钱，
就是10元钱也拿不出来。父母见我回到家，
欢天喜地从田地里赶回来。当我告知老师要
求交100元钱时，他们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
堪比秋天的茄子。100元钱对于我那个四壁
皆空的家来说绝对就是天文数字。那天晚
上，夜死一般的静，但父母的争吵声与叹息声
一直未歇。最后，他们终于达成共识：天亮之
后去亲戚家借一借，看能否凑齐这个数字。

天刚吐鱼肚白，父亲就踩着露珠出发了。
暮色四合，父亲披着一身疲惫回家，从他

忧郁的表情中，我知道他一分钱也没借到。
七尺男儿的他居然号啕大哭起来。说什么自
己活得太窝囊，连孩子的考试费都掏不出

来。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我不想父母去向
别人低三下四，决定不去参加考试——哪里
黄土不养人！父母虽不同意，但也束手无
策。待在家中，我没有到学校去参加最后几
天的升学复习。

7月9日中午，我们村的李书记来到我
家。他冒着酷暑，顶着烈日来看望我一个学
生，让我们一家人感动不已。原来，李书记从
别人口中了解到我家的具体情况后，专门赶
来。他来不及喝一口水，从口袋中摸出100
元钱，交到父母手中。他说：“这100元钱是
我卖药材赚的，就算帮助这个孩子啦。”在父
母千恩万谢之后，我怀揣李书记给的100元
钱，立马返校。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发誓要以
优异的成绩回报他的恩情。我心怀对李书记
的感激，超常发挥，考出了优异的成绩。后
来，我顺利地踏入了师范学校。每次回村看
望李书记，我掏出皱巴巴的100元钱（当然是
元元角角凑足的）准备还给李书记，都被李书

记粗糙的大手一次又一次地挡回。他说：“你
正是读书期间，这点钱你拿去买些书，充实你
的大脑。以后毕业了，一定要回家乡，为家乡
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就这样，我受到了启发——读书期间，节
衣缩食，只要口袋里有钱，就跑到新华书店，
买回自己喜爱的书，游弋于知识的海洋。

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第一
次领了工资，我带上礼物去看望李书记。李
书记很高兴地收下礼物，而我执意要还的
100元钱他坚决不收。他希望我把100元钱
捐献给那些急需资助的学生，让家乡的孩子
都能多读点书。

在李书记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
员高大光辉的形象。我要向李书记一样，去
帮助那些贫寒的人，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尽早
渡过难关，步入康庄大道。

1994年秋，开学一周了，班上还有一名
叫徐东红的女生没有到校。周末，我放弃休

息，步行3个小时，终于见到了徐东红同学。
那个平时在班上一言不发的瘦弱女生，一见
我就如见到亲人一般，扑在我怀里抽噎不
止。周围邻居赶来，我才搞清楚徐东红没有
去学校的缘由——她的父亲在建筑工地干活
儿时摔死了，狠心的老板不但没给一分钱的
抚恤金，还扣留了她父亲几个月的工钱，而她
的母亲却抛弃女儿远逃。无依无靠的徐东红
只好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说实话，
看到徐东红那个破烂不堪的家，我心凉到了
脊背。我顾不上坐下休息，叫上徐东红返回
了学校。徐东红就像我的女儿一样住在我家
里，我包了她学习、生活的所有费用。

一年后，徐东红没有考上高中，我送她去
一所中专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她被深圳
一家企业看中。现在，徐东红有了自己幸福
的小家庭，有了丰厚的收入。她每次打来电
话，我告诫她一定要回报社会，在力所能及的
情况下，去扶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前年春节，徐东红一家三口从深圳回
到老家。她想找我联系一个贫困大学生
作为资助对象。看到自己的学生能有如
此感恩的心，我陡然感到自己当年的付出
是值得的。在众多的贫困大学生中，我选
择了李相同学。李相有着和徐东红相似
的人生坎坷。现在，就读大学的李相，每
月初都能收到远在深圳的徐东红1000元
的生活费。

爱心在延伸，党的光辉在照耀，在灿烂。

党的光辉在照耀
徐成文

小勇士

阳春三月，和煦的春风扑面而
来，乡野的池塘里泛起了微微的波
澜，倒映着河岸边的红花绿柳。远
处，田野里的油菜花开了，无边无际
的金黄，小路边，河沟里，村舍旁，到
处都是油菜花的芬芳。这时，猫了
一冬的野菜带着冰雪的温度和清婉
的旋律，在田埂上，在沟渠边，在麦
垄里，在杂草枯叶中探出头来，多得
炫目，多得晃眼：婆婆丁、曲曲菜、荠
菜……它们一簇簇鲜嫩肥硕，一丛
丛棵肥叶嫩，零零落落，连片成茵，
有的高高大大，有的紧贴着地面，青

翠的叶茎似乎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跃
出，迎风弄影，笑靥如花，醉在小村
深处。
最先上场的当是荠菜。雨水一

过，荠菜就开始返青，暗淡的灰紫
色渐渐褪去。那绿，好像皴染的水
墨画，一层层蔓延开来。荠菜之名
起于唐代孙思邈的《千金食治》，在
此之前称为荠，明代李时珍释其名
曰：“荠生济济，故谓之荠。”在随后
的《尔雅》中又有“荠味甘，人取其
叶作菹及羹亦佳。”春秋时代的乐
师师旷亦云：“岁欲甘，甘草先生，

荠是也。”意思是说荠菜的味道鲜
美得为菜中的甘草。唐朝时期，人
们吃荠菜已成风尚，每到立春，都
要吃以荠菜为馅的饼，同时以荠菜
与其他佐料配置的菜肴“春盘”作
为礼品互相遗赠。长安人乘车骑马
带着“春盘”到郊外野游，共进野
餐，称为“探春之宴”。
早春的荠菜是其一生中最肥嫩

多汁的时候，既保留了为越冬而储
备的浓郁醇香，又吸收为开花结果
而准备的新春雨露。正所谓春早荠
菜香。此时采来摘去干叶去掉根

须，清水洗净沸水烫过。荠菜一改
采来时的模样变得新鲜翠绿，淋上
麻油拌上葱姜蒜，夹一筷子放在嘴
里嚼一嚼，那感觉、那味道、岂是大
棚蔬菜所能比的。更妙的吃法是：
把烫过的荠菜切碎了与备好的鸡
蛋、木耳混合调成水饺馅，做成薄皮
素三鲜水饺。咬一口、品一下，哎呀
呀，真是满嘴荠菜香。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得了重
感冒，乡下医疗条件差，母亲挖来一
些新鲜碧绿的荠菜，包了些饺子，让
我蘸着辣椒油吃了，很快汗水淋漓，
感冒也好了。

曲曲菜紧随荠菜而露面。曲曲
菜，学名苣荬菜。阳春三月是吃曲
曲菜的最佳时节，这时的曲曲菜色
泽深绿，质地脆嫩，性味苦、微寒，不
但能够做菜，还能起到清湿热、利胆
保肝、降血脂、降血压和抗菌等作
用，具有很高的食疗价值。小时候，

一到春天，我都会拿着铲子，挎着篮
子，与小朋友们一起，到田间野地里
挖曲曲菜。新挖来的曲曲菜淘净
后，沥干水，切段装盘。母亲会提前
把大蒜捣烂后加水调匀，再加上油
盐糖醋，给我们做好调料。往往是
曲曲菜还没盛好，我便迫不及待地
夹上一筷子，再沾一点调料，往嘴里
一送，味道好极了。回想起来，那种
曲曲菜的苦香、调料的清香和香油
的醇香相融合的味道，让人越吃越
爱吃。

我是吃故乡的野菜长大的，因
此对故乡的野菜特有感情。至今，
我的唇齿之间仍有悠悠的野菜清
香。故乡的野菜，虽然只是一个概
念，但品的是滋味，念的是乡情。无
论家乡怎么改变，那里曾经的一景
一物都将深藏在我心里，那是对故
乡的记忆，是悠远的怀念，是说不尽
的乡愁。

几年前我买了一套50平方米的公寓当婚房，虽然
房子价格不便宜，但房子小，总价还能接受。这套房优
点是电梯房，而且在市中心，交通便捷，配套完善，出门
不远就是菜市场，周围还有公园、超市、医院、银行。

父亲住在市郊，他在新疆建设兵团的农场干了20
年，吃了很多苦。后来父亲回到了家乡，在市郊的工厂
当焊工，工作兢兢业业，一直到退休。父亲退休后身体
一直不好，他便有了自己的住房烦恼。由于心脏不好，
还有糖尿病，父亲每次回家上6楼都很吃力，中途要歇
上两三次，到家后总是累得气喘吁吁。父亲住的房子
周边生活配套设施不齐全，父亲曾无意中对我说，他住
在这里生活不方便倒没什么，他平时也很少去银行、餐
馆、商场，可他老了，三天两头要往医院跑，住的地方离
医院那么远，真是折磨人。父亲为子女操劳一生，现在
他头发花白，背也驼了，还饱受疾病折磨，我忙自己的
事业，呵护自己的小家，平时对父亲照顾的不够，甚至
陪父亲的时间都少之又少，我感到很内疚。

去年我买了辆私家车，自从城区到郊区的高速通
道贯通后，我开车从自己的家到父亲的家不过半小时
的车程，非常方便。于是我有种想法，我可以与父亲
换房住，这样父亲不但可以享受市中心生活的便利，
住上电梯房后也不用受爬6楼的罪了，而且他以后看
病只需步行5分钟，可以说是医院就在家门口，那多
好啊！

我跟妻子说了我的想法，通情达理的妻子非常支
持。当我们把换房的事告诉父亲时，他很开心，可父
亲随即又问：“这么大的事，你们商量好了吗？”妻子笑
着对父亲说：“爸，我们有私家车，距离就不是问题
了。城郊是天然氧吧，我们还可以每天呼吸新鲜的空
气呢！”父亲听了这话才放心地点点头高兴地说：“我
到了晚年还能过一把城里人的日子，能住上电梯房，
真是好福气啊！”

转眼一年过去了，父亲已逐渐适应了城里的生
活。由于有了电梯上下楼方便，父亲每天还去附近的
公园遛遛弯，锻炼一下身体。父亲进城后按时看病吃
药，再加上医生的精心治疗，身体恢复了不少，气色也
好了起来。我经常开车去看望父亲，看得出来父亲对
他现在住的小房子很满意，我也很开心，父亲脸上的笑
容是我最大的心愿。

父亲住上电梯房
余 平

小村深处野菜香
张 浩

我家有个感恩节，每年这天，我们都会想着父母的好，千方百计为
父母做点事。

那天大哥提议说，我们家设定一个节日吧。二哥、三哥、大姐、二姐
和我一下子生出疑问。节日是国家法定的，怎么说有就有呢？大哥一
本正经地说：“是谁把我们兄妹几个费心费力拉扯大？是谁从牙缝里挤
出钱来供养我们上大学？又是谁东借西借一个个给我们成了家？”我们
立马明白过来，父母一天天在变老，现在生活虽然好了，但平时都各做
各的事，一忙起来，就把父母撂在了一边。大哥今儿是想给我们提个
醒，再忙也不能忘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再忙也要想着年迈的父母，于是
我们家就有了一个感恩节。

我们家的感恩节又到了，我们兄妹几个“硬拉强拽”把父母“赶”出
家，到商场给他们挑选漂亮的衣服。我们要让父母永远年轻，挑选合适
的衣服便成了我们的大事情。大姐是位作家，平日里喜欢埋头在文字
里，这时的她却突然变得“唠叨”起来。她一会儿说这衣服袖口瘦了些，
一会儿又说这鞋子样式还行，就是还不够新潮。二姐眼光也很挑剔，一
件件新衣服换了又换，还不停地对店员说，把最新款的老年服装都拿
来。看那股挑选衣服的认真劲儿，全是出于对父母浓浓的爱。

把父母打扮漂亮了，我们又定做了两个大蛋糕。送上温馨的祝福
后，我故意和父母抢着吃，显得一点也不绅士，因为在父母面前，我们永
远是天真的孩子。

我们陪父母出去散步，逛公园，又到附近的湖边看柳林。我硬是让
父母摆出一个搞笑的姿势，趁他们不注意，“咔嚓”一下拍下来，惹得全
家人哈哈大笑。累了，我们就找一个悠闲的地方品茶、喝咖啡，和父母
共度美好时光。

今天是我家的节日，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感恩节里，我们兄妹几个打
算每人给父母做一道菜。厨房里一阵忙碌，大哥烹了一道糖醋菊花鱼，
二哥炒了一盘鸡柳，三哥炖了一碗牛肉，大姐、二姐也都做了自己的拿
手菜。我不怎么会做饭，但也要尽上一份孝心，就烧了一大碗海米汤。
我们兄妹几个，你一筷我一筷，都争着给父母夹菜。哥哥姐姐们做的菜
特适口，当我舀了一勺海米汤送到母亲嘴里时，母亲使劲点了一下头，
说：“虽然忘了放盐，却是孩子的一份心意啊！”几个哥哥和姐姐听了，一
个劲地朝我吐舌头，屋子里漾起一片笑声。

我们家设定了一个感恩节，我们也便成了一个个可爱的孩子。我
们时刻把父母的养育之恩埋在心里，用无私的爱来回馈父母。

我家有个感恩节
卜庆萍

回眸峥嵘岁月
一条红船载着民族之魂
穿透燃烧的时空和历史烟云
从南湖醒目地走来了

秋收暴动的长缨
八一起义的枪声
井冈山的号角
南泥湾劳动的号子
谱写出一曲曲豪迈的壮歌

一把镰刀虎啸而过
割断侵略者的喉舌
一把铁锤高声呐喊
砸碎了一个旧的岁月
一面高举的大帜喷薄出生命的光泽

在党旗的指引下
华夏儿女昂首挺胸 如松似柏
神州号遨游太空
南海深龙彰显雄风
国泰民安的复兴之路上
神州大地摇曳自豪和喜悦

七月党旗飘扬
七月流光溢彩
在点燃激情的时光里
我们豪情满怀
我们斗志昂扬
我们誓言铿锵
永远跟党走

永远跟党走
董 宁

李标 摄

明媚三月，阳光温软，窗外飘来《学
习雷锋好榜样》的嘹亮歌声，牵着我回到
了那些年一起学雷锋的日子。
20世纪80年代末，我正上小学，我

的班主任是一个中年妇女。她性格温
柔，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讲起课来头头是
道。我们最喜欢听她讲雷锋的故事，比
如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等
等。她对我们说：“雷锋是人民的勤务
员，走到哪里好事就做到哪里。雷锋是
平凡的，但是他艰苦朴素、乐于助人、无
私奉献的精神是伟大的，挺起了中华民
族的脊梁！”
那时，我们学的第一首歌就是《学习

雷锋好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
命忠于党……”我清晰地记得这首歌分
为4段，从各个方面讲述了雷锋的先进事
迹。我们学歌很兴奋，也很卖力，声音洪
亮，热情高涨，仿佛自己就是小雷锋！
记得学校经常组织学雷锋活动，鼓

励我们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为敬老
院打扫卫生、表演节目，帮助学习差的同
学，为五保户挑水捡柴等等。这些活动

很接地气，正适合我们这些少年。我们
兴趣高涨，感觉自己长大了，可以承担起
一份小男子汉的责任担当，大家常常是
相互鼓劲加油，做得热火朝天、乐在其
中。每个周末，我们都会自觉地从家里
带来扫帚、水桶，排好队，领头的同学举着
一面飘扬的旗帜，走在最前面，带着我们
雄赳赳、气昂昂从村头走过，从群众赞赏
的眼神中走过，带着少年的梦想，奔赴一
个又一个“战场”，挥动扫帚，提着水桶，浇
的浇，扫的扫，忙得满头大汗，把蜘蛛网清
扫得一丝不留，把玻璃擦得闪闪发亮，把
心灵也擦得如一团燃烧的火焰，照亮了
美好的时光。
为了丰富敬老院爷爷、奶奶的生活，

我们不定期组织文艺演出，有合唱，有舞
蹈，也有美文朗读，节目很稚嫩，却很接地
气。老人们笑得合不拢嘴，连连称赞。
这些爷爷、奶奶大都远离了亲人，内心寂
寞孤独，更需要亲情的陪伴。看他们笑
得那么开心，我们感到了学雷锋的乐趣
和付出的价值。正所谓“送人玫瑰，手留
余香”。

记得我和5个同学轮班为五保户王爷
爷送温暖，帮忙挑水、洗衣、铺床、打扫卫
生、种菜。王爷爷深受感动，拿出仅有的
一些糖果给我们。我们连说不要，却对王
爷爷的经历很感兴趣，有时缠着王爷爷，
要他讲革命故事。王爷爷很高兴，兴致盎
然地讲起抗战时期的烽火岁月。讲到情
深处，王爷爷眼眶里盈满了泪水，我们也
是一脸骄傲和感动，为王爷爷投身抗战杀
敌而骄傲，为革命烈士壮烈牺牲而伤心，
也为生活在幸福的今天而感恩。这些革
命故事就是一个个红色基因，在我们的芳
华中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生根，指引着
我们去努力奋斗！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

党……”嘹亮歌声中，我似乎又回到了青
春岁月，回到了奔走学习雷锋的路上。
30多年的时光，留下了那些岁月里难忘
的骄傲与不舍，也留下了被雷锋精神濯
洗过的初心。如今，我不忘初心，时刻提
醒自己，要向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热爱
生活努力学习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做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

那些年 我们一起学雷锋
王晓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