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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父亲是一座大山，为家
里撑起一片晴空。他体格健壮，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为这个家庭默默
奉献着青春和力量。田间地头是他
挥洒汗水的战场，稻谷、蔬菜是褒奖
给他的战利品。作为十里八村的一
个劳动好把式，父亲的身影总是与
晨曦、余晖和土地交织在一起，交织
出美好幸福的生活。

父亲不仅是家中的主要劳动
力，更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每有大
事，母亲总是听从父亲的，由父亲作
最后决定。例如，姐姐初中毕业后，
按照村中的习惯，一般是外出打
工。然而父亲有自己的打算。他对
我们说：“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方
法。只要我在一天，我就会让你们
继续读下去！”他说到做到。为了增
加收入，挣够姐姐和我的学费，他边
学边做，当了一个烧砖师傅，在烈日
下摆弄红砖。后来，姐姐发愤读书，
考上了大专，毕业后成为一名人民
教师。回想往事，姐姐感慨地说：
“我的农村姐妹们都早早外出打
工，而我是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女
大学生，其中的差别，都是父亲给
予的，没有父亲，就没有我今天的
幸福人生！”

岁月流淌，父亲一天天老去，两
鬓堆雪，眼神浑浊，皱纹如蠕动的虫
子爬满脸庞。但是，父亲的精神不
老。正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父亲逐渐退出了家庭舞台的中心，但是，每每遇到大事，我们总
是第一个征求父亲的意见。2000年，家乡县城的房子价位很
低。当时我看中了一套房子，地段、格局都很好，离单位也不
远，就把自己的想法告知父亲。父亲认真地倾听，沉默了片刻，
然后笑着对我说：“买房子是大事，拖不得，也等不得，越快越
好，错过了时机，就会后悔一辈子！”说完，他从箱底拿出一个存
折给我，还告诉我密码，表示对我最大的支持！最终，在全家的
共同努力下，我拿着七凑八凑的房款买下了心仪的房子。第二
年，房价就噌噌往上涨，每涨一次，父亲就高兴一次。高兴起来
了，他就抿上一小口酒，砸吧着嘴，乐呵呵地四处转转。

如今，古稀之年的父亲仍然劳动不辍。他在菜园里一年四
季种着时蔬，为家里提供绿色食品。还密切关注着家庭的发
展，特别是孙子们的成长。他说：“只要在一天，就要为家庭尽
一份责，发一分光！”

很多年以后，我们才能读懂父亲。父亲就是那个拼尽全力
扛起家庭重担的人；就是那个在寒风侵袭时为家人遮风挡雨的
人；就是那个苦难袭来时给全家人力量的人！父亲容颜老去，
背微驼，但他从未放弃对家庭的责任担当。在全家人的心中，
他是高大的，宛如一座巍峨的巨山！

第一次坐飞机还被旅游团安排在晚上，当我们被民
航接送乘客的摆渡车拉到GS6509 跟前，姐说了一句登时
让我心怀诚意来亲近眼前这只银色巨鸟的话来。她说:
“每次登机我就把自己交给它啦！”瞅瞅深邃的夜空，竟有
些感觉无话可说。

在空姐软绵甜美的问候语中，我们一行 3 人走进机
舱。由于是第一次乘机，姐把靠近舷窗的座位让给了我，
陆续登机的乘客使得宽大的机舱里暖烘烘的。窗外远近
的灯光也泛着橘黄的色调，烘烤着黯淡的夜……

8 点 55 分，随着空姐一声“舱门已关闭，您乘坐的
GS6509 次航班即将起飞，开始我们的本次行程，请各位
旅客坐好并系好安全带！”于是我们乘坐的飞机开始在跑
道上滑行，先是缓慢地滑行，后是开足马力前冲，渐渐的
机身离开地面腾空而起，远近的楼宇、树木被抛在身下，
巨鸟的扶遥直上，一下就打破素常在地面仰望它时的羡
慕，进而给人带来莫名的快乐。

飞机越往上爬升，窗外的影像越模糊，最后道路变成
橘黄的亮带，一些高层建筑物的夜景灯光亦如花似锦般
点缀在我们脚下，那些或张扬升腾，或低调匍匐的景观，
要人想说被定格在水晶球里的童话世界也不过如此吧！

飞机继续爬升，那些亮点，亮带被逐一抛下，偶尔感
觉机身颤动一下，就有甜美的声音告诉你，前方遇到气
流，爬升过程中机身会颠簸，请旅客系好安全带,以免给
您带来伤害……

在爬升过程中耳朵也有被什么东西挤压后，鼓鼓胀
胀的感觉。听后排一位男士告诉身边小孩说：“耳朵不舒
服，咽口水就能缓解。”我也跟着试做，果然奏效。渐渐的
飞机平稳下来，耳朵也恢复正常。此时，空姐告诉大家，
我们已到达万米高空。

夜间的万米高空，那份幽邃静谧简直让人无法想
象。又大又亮的星星就在眼前，仿佛推窗就能摘一颗下
来。星光下是灰白的云层，让人不禁想起儿时清夜里的
月亮地儿，那时的月亮会和我们一起疯玩疯跑，守护神似
的把一个个忘了疲倦的孩子送回家，如今这些星星亦如
此，跟随着我们在深夜里前行，尤其还有那在北方不常见
的猎户座。

万米高空里，猎户座的静谧让人一时忘记他可是张
扬、勇猛的星空图腾，此时此刻只有机翼上明灭闪烁的指
示灯才是我们和他互动交流的唯一。

由于我们的座位在机翼处，所以能看到飞机一侧展
翅的样子，也能感觉它飞快的速度。看着，看着冥冥中不
觉想起儿时看过的一部动画片《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
场面和那画面多雷同，我们坐在机舱里，也是处于它羽翼
之上，一路向南飞翔而来，唯一区别是那个孩子没目标，
而我们是有方向的。

历经4个小时，飞机终于上扬着两翼的减速板在三亚
机场平安着陆，走出舱门那一刻顿时一股温热，潮湿扑面
而来，我闻到了夏的气息……

老伴儿去世后，老头整天以泪洗面，
饭茶不思，人也一下瘦了很多。女儿很担
心，把老人接到身边，百般抚慰，想方设法
让老人从悲痛中走出来。

有一天，女儿对父亲说：“今天，咱们
去公园走走吧，那里的花儿开得正艳。”老
人勉强同意。

公园里，花香鸟语，景色宜人。女儿
挽着父亲一边说一边走，不觉来到公园广
场。那里，有一群老戏迷正在唱越剧，唱
得字正腔圆，韵味十足。

父女俩止了脚步，站在一旁静静地听
了起来。听着听着，老人眼睛润湿了，女
儿心里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如此动感情。

老伴儿生前也是个越剧迷，每天曲不
离口，老头爱屋及乌，也爱上了越剧，却不
会唱。老伴儿常对老头说：“越剧是咱们
的国宝，你也学学，以后咱们一起唱。”他
总是摆摆手，说：“年轻时没学，现在年纪
大了，学不会了。你唱我听，做你的忠实
听众也很好。”

父女俩就这样默默地听着，直到演唱
结束了才离开。

接下来的日子，女儿每次陪着父亲去

公园散步，父亲都要去听老人们唱戏。
有一天，父亲对女儿说：“今天，我想一

个人走走。你不必为我担心，我知道今后
的路怎么走了。”女儿听了，真替父亲高兴，
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激动地点点头。

从那以后，老人便每天自己去公园，
心情也渐渐开朗起来。

一天，老人很早就出门了，女儿发现
父亲忘了带钥匙，便匆匆给父亲送去。

清晨，公园里还很安静，仿佛一切都
还没睡醒，但从公园广场里却传来阵阵的
歌声。是谁这么早就在唱歌？等走近了，
才发现原来是父亲。女儿生平第一次听
父亲唱歌，既惊奇、又高兴，一曲唱毕，不
由轻轻鼓起掌来。父亲回头见是女儿，不
好意思地笑笑说：“唱得不好，还在学。”

女儿说：“是谁教你的？”
“我在这儿结识了许多老年朋友，是

他们教的……瞧，他们来了。”
顺着父亲的指点，女儿看见一群老人

们说说笑笑地朝这边走来，老远地就跟父
亲打着招呼。

随后，大伙围成一个圈子，激情地
唱了起来。歌声驱散了初冬的寒冷，笑

意挂在每位老人的脸上。女儿的心也
跟着一起跳动，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起，
弥漫全身，感谢这些叔叔阿姨们，给父
亲带来快乐……

从那以后，女儿发现父亲就像变了个
人似的，迷上了唱戏，每天曲不离口。

有一次，女儿出差回来，都快中午了，
发现父亲还没回家，心想，父亲一定还在
公园里唱戏，便出门去找。

到了公园广场，不见父亲，大伙儿说，
老人今天没来唱戏。父亲上哪儿去了？
她忽然想起今天是母亲的忌辰，父亲会不
会去了母亲的墓地？

走进陵园，果然发现了父亲的身影。
父亲正站在母亲墓前唱戏呢，唱得那么深
情、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仿佛天底下只有
他和母亲两个人，直到女儿走近身边他才
回过神来。此刻，父亲已是泪眼婆娑。他
抹了抹眼泪，对女儿，说：“你出差回来
了？今天是你妈去世一周年，我在用歌声
纪念她。”女儿恍然大悟，说：“爸，原来你
为了我妈生前夙愿……”老人点点头，说：
“我亏欠你妈太多，她生前一直想听我唱
戏。直到病重时，她还对我说，现在学也
不晚，等你学会了，咱俩一起唱……”

老人哽咽得说不下去，停了一会，又
对着墓碑说：“老伴儿，我终于学会了，咱
俩一起唱一首《梁山伯与祝英台》吧。”说
罢又深情唱起来。

女儿听了，不禁潸然泪下，情不自禁
地跟着父亲唱了起来。

动人的戏曲声在墓园上空久久回荡。

电力技工学校毕业的我没有参加过
高考，但4年前，我迈进高考考点，参加的
那场特殊“高考”，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感到
心潮澎湃。

那年高考期间，我作为供电公司的高
考保电人员，全程参加了高考保电工作。
当时，我所在的城市共设有3个高考考点，
考生有3933人。为保障高考期间供电万
无一失，我们将此次保电级别列为一级保
电，提前做足功课，开启“5+2”、白加黑的
工作模式展开工作。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6月7日早晨7
点半，我和另一名同事头戴安全帽、身穿
工作服，到达保电考场时，已有考生和家

长在门外等待，那一刻，我倍感重任在
肩。我们到达配电房，迅速与考点值班电
工对接，检查仪表运行情况，了解用电实
时负荷等。当开考的铃声响起时，我们的
心也随之一紧，我们的“保电大考”也已来
临。当时，我们配电间对面的楼就是考
场，我们离考生那么近，近得我仿佛能听
到考生笔尖“沙沙沙”的解题声，近得我似
乎能看到考生苦思冥想的神情，高考对这
些苦读10多年的考生来说是何等的重
要。我们在配电间来回巡视，只要仪表数
字有异常波动，我们都会进行及时分析判
断，确认与考场用电无关时，我们才放下
心。一场考试两个半小时下来，竟然发现

我的微信步数超过了10000步。
我们在室内值守，还有一些保电人员

一直坚守在考场外面，电线杆下、铁塔之
下。当第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时，我
快速在保电微信群进行了保电落实零报
告汇报：“一中考点保电正常！”当时的我，
犹如士兵打了胜仗那般兴奋。

6月9日下午16点40分，随着高考
最后一场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莘莘学子
纷纷走出高考考点，为期3天的高考降下
帷幕。而在另一个“特殊考场”的我们和
参加完高考的学子们一样，长长地松了
一口气。

那次高考保电，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
次经历，更是我引以为荣的一次“人生高
考”！如今，我虽然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
位，但每年到高考时，依然情不自禁要关
注单位工作群里的信息，我知道我的同事
们每年都还要走进这个“特殊考场”，继续
默默为学子们“保驾护航”。我骄傲，自己
也曾经是“高考大军”中特殊的一员。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家才有国，
有国才有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
每次听到这首《国家》，我总会想到姥爷一家
共产党员的家国情怀。

姥爷当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
团的一名战士，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立
过功，受过奖，家里至今还珍藏着他的奖
章。他的小腿中过弹，曾遗留着一块弹
壳，后来虽然取出来了，可一到阴雨天，总
是感觉不舒服。每当看到有关抗美援朝
的电视剧，他总是平静地说，比起电视剧，
真实的战场可是残酷得多了。再问当年
战场上的实况，他总是摇头不说。他总是
说：“现在的生活多好啊，比起当年，真是

神仙一样的日子。”平时，他喜欢唱着：“雄
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们都知
道，他想再去看一眼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遗憾的是，从战场下来后，直至两年前病
逝，这么多年竟没能再去一趟朝鲜，没能
再看一眼鸭绿江。

姥姥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也是一名
共产党员，打得一手好算盘，年轻时是公社
的会计员。她做的账总是详细而明了，没
有糊涂账。在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姥姥
总是勤于劳作，采来各种野菜做成食物，力
求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正是这样，全家人才
渡过了那段困难时期。家人的衣服、鞋子
也是她亲手做成，虽然补丁甚多，但总是干

净整洁。面对困难，她总是说：“没有过不
去的火焰山，只要动脑筋勤劳作，办法总比
困难多。现在有困难，大家克服一下，也就
过去了。”

二舅曾是老山防御战的一名战士。在
部队里，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步兵，却也凭着
自己过硬的本领荣立了三等功。问及战争
详情，他也总是和姥爷一样说着：“那是机
密，不能随意告知。”退役后，二舅在一家工
厂当了厂长，听同去打工的老乡说，二舅的
威严是不容置疑的，他的一句话比老板还管
用。因为他严于律己，一心为公，一直用高
标准要求自己，从来也不为自己谋得哪怕是
一丝一毫的利益，所以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三舅也曾当过兵，退役后，去打工了。
不同的是，他没有选择在二舅的工厂上班，
因为他说怕别人觉得两兄弟一起打工是走
后门。三舅去了一家家具厂工作，开始的时
候当学徒，很是辛苦，出师后自己单干，也不
比那些师傅弱。后来，自己当了师傅，带了
徒弟，也是严格要求自己和徒弟。他们成了
家具厂效率最高、满意度最高的师徒。三舅
常说：“当过一天兵，就永远是个军人，咱不
能让自己身上的橄榄绿变色。做人做事，要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小舅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一家外企做高
管。刚开始的时候，姥爷不同意，总觉得是
在给外国人做事。小舅解释说，国外有好的
地方我们就要学习，不能故步自封。小舅也
非常努力，除了自身过硬的专业素质，还主
动学习外语，经常去国外出差，给同事当翻
译。小舅说：“共产党员就是要以身作则，出
了问题要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搪塞
推脱。”他的优良作风也获得了外企老板的
赞赏和同事们的敬佩。

每次家庭聚餐的时候，姥爷家的党员们
总会一个个的总结发言，也会让我们这些小辈
说说自己的理想和生活现状。每当这个时候，
总觉得家里红星闪闪。正在上初中的表弟说：
“这就是严肃活泼。”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家国情怀，就在每个人身上，每个人心
里。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一样爱我们的
国，一样爱我们的家。

两代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
杨 柳

夜 航
韩荣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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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特殊的“高考”
王阿丽

夙 愿
王 辉

蜗居小城内，一年到头过着从家到单
位两点一线的日子，常常会忽略了时令的
变化。那天，带女儿去郊游，刚出城不远，
就看到一片片金黄的麦田，我不由地赶快
唤女儿：“快看啊，麦子熟了！”

女儿瞅了一眼，没啥反应，继续低头
玩手里的布娃娃。我就跟爱人说：“我们
小时候看到麦子丰收了是多么开心啊，因
为又可以吃白面馒头了！如今的孩子，哪
里会懂这些？”爱人点头微笑，因为同样
有着生活在农村的童年，他自然能明白我
此时的感受。

这时，风吹起层层麦浪，麦香似乎也
跟着悠悠涌来，我忍不住停下来，走到麦
田边，用手摸一摸那还没有长得十分硬实
的麦粒，回想起小时候，小麦快要收割前
的几天，父亲总是一天要去麦田好几趟，
时不时蹲下身子，用手捏一捏麦粒的软硬
程度，然后会喃喃自语着说：“火候没到
呢，还要再等等。”

小麦是农民家里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麦收也是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父亲负
责提前备好镰刀等各种农具，母亲则早就
提前腌了一罐咸鸡蛋，还会备些橘子粉之
类可以用水直接冲着喝的饮料，因为割小
麦时人们往往顾不上吃饭，把这些东西带
到田间地头去，就算是不错的补给了。在
我童年的记忆里，最开始割小麦还是用镰
刀，大人在前面把小麦割倒，我负责每割
一段距离就放下一根麦腰儿，方便父亲用
它把小麦捆扎起来，用小推车运送到地
头，再推到村里的打麦场去。

打麦场是村子边上一片很大的空地，
村民收的小麦都会运到这里来，用机器脱
粒后，把一袋袋沉甸甸的小麦运送回家，
连夜奋战的人们才能松一口气。我那时
不懂大人的辛苦，只盼着快点到饭点，就
可以吃那冒着油的咸鸡蛋，也可以喝那甜
甜的橘子汁水了。在那个物质贫瘠的年
代，这两样东西就是孩子们舌尖上的美
味，也是我和小伙伴唯一盼望麦收季节快
点到来的最大诱惑。

记得有一年麦收季，父亲突然发起了
高烧，浑身绵软没有力气。他躺在床上却
不时唉声叹气，因为母亲对地里的事情没
怎么操过心，他躺倒不起，小麦怎么收
割？麦收季节的天气变化无常，万一这即
将丰收的小麦遭遇了恶劣天气，之前所有
的辛苦都将付之东流，父亲怎能不急？

幸运的是邻居刘伯一家得知了父亲
生病的消息，他们收割完自己家的小麦，
又叫了村上几个平时和父亲关系不错的
人，一起帮着把我家的小麦也抢着收割
了。父亲高兴地连连感叹：“乡亲们可真
好，解决了俺家的大难题！”事后，父亲还
请刘伯等人在家里喝酒表示感谢，母亲把
那些没舍得吃的咸鸡蛋全都拿出来当下
酒菜，还破例割了肉来炒菜，我自然也跟
着又解了一回馋。

如今农村收麦，早就是机械化了，收
割机开进麦田，轰隆隆操作一番，就直接
把成熟的小麦变成了颗粒，人们只要把它
们运回家去晾晒就可以，真是太方便了。

记得就在去年的麦收季节，一位老同
学还曾专门给我发来一首李健演唱的
《风吹麦浪》：“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
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
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
脸庞……”我理解老同学的怀旧情结，因
为我也同样怀念故乡的麦田，麦穗新黄，
麦浪层叠，那是回忆里一道不会褪色的
风景……

风吹麦浪香
张军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