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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时刻

那天，去图书馆看书的计划被一场不期而至的特展打乱了。
刚到图书馆广场，就被一幕喜庆的场景所吸引：整个广场无数面红

旗迎风飘扬，广场中间耸立着一幅巨大的红边黄底的宣传展标，展标
上“百年党建百人百事”八个红色大字分外引人注目。原来图书馆正
在进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馆藏文献专题特展”，我立马改
变看书计划，去展厅观展。
来到一楼展厅，展厅正中一艘扬帆起航的红船展标引人注目。红

船上印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黄色字样，船舷是光芒四
射的“100”红色立体字样，党徽镶嵌其上，两个“0”中分别标有“1921”
和“2021”，红船展标色彩搭配相得益彰，动感十足，令人心潮澎湃。
步入展板区，我立刻被图文并茂的展图所吸引。“李大钊与马克思

主义传播方式”是本次主题特展的开篇，超过4平方米的展图内容实在
是太丰富了：有李大钊的生平简介；有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
科学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向青年学生灌输新思想、新理论，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传播开来；整幅展图还配有8张照片，照片下方
都有文字说明。展图浓缩了李大钊的一生，方寸之中彰显了他作为中
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对整整一代青年的影响。
沿着展板我慢读前移，沉醉在其人其事中，由于注意力太集中，冷

不丁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位60出头的大爷连忙向我道歉：“对不
起！我特意将这个桶放在墙角，没想到还是绊到了你。”我看了看，是个
漆桶，桶内放着一个热水瓶和一个纯净水瓶。“没事没事，都怪我自己不
小心！”我向大爷抱歉地笑了笑。“今天上午听说图书馆有党史展，我专
门来看看。”我看着大爷手中的纸上写得满满的，“大爷，您把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都抄下来啦？真用心！”“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抄下来，回去
再对照找些党史材料看看，这样就学得更深了。还有，我那6岁的孙子
老是缠着我讲红色故事呢！你看，‘贺龙与南昌起义’这幅图，周恩来任
书记，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今天晚上回去就跟孙子讲这个故事。”
“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
开始，是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我俩共同小声读着……
整个展厅六个展间，百幅展图，聚焦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这28年，从中精选出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100个中共党史
人物及其所经历的100件重要的事，勾勒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历史脉络。让我接受了一次系统的党史学习，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清
晰的认识，从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起航，带我走进那个战火纷飞、刀光
剑影的峥嵘岁月，感受到党史人物的忠诚、担当、作为、牺牲精神。
回望展厅，每个展间两旁矗立的火炬柱，似闪烁着真理的光芒，照

耀着我们高举锤头、镰刀，一路前行！百年历程，波澜壮阔；百年党史，
催人奋进！当下的中国，正处在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提出了实现
“中国梦”的伟大构想，实施了脱贫攻坚的战略，设计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远景规划，更彰显了党的伟大。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们居家过日子，
离不开一日三餐。餐饮质量是衡量生活质量
的重要指标。每当我想起上世纪20年代以来，
人们一日三餐的巨大变化时，就思绪奔涌，感
慨万千。

1953年5月，我出生在一个子女众多的家
庭里。父母养育了大哥、二哥、姐姐、我和妹
妹。那时，父亲在一家木器厂工作，母亲在家务
农。因为新中国是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脱胎而
来的，自然难以在短时间内摆脱贫穷落后的状
况。再加上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生
产力不够发达，因此人民生活仍然比较艰苦。
因为物资短缺，我们家与大多数人家一样，生活
并不富裕。小时候，我们非常盼望过年，因为过
年可以吃平时吃不到的肉。平时就餐虽有米、
面或粗粮，但下饭菜常常是白菜、萝卜等素菜，
很少吃到荤菜。我们兄弟姐妹有时埋怨生活太
艰苦了。但父母却总是对我们说：“如今这样的

生活，已经很不错了。解放前，我们过的日子，
那才真正是黄连般的苦日子呀！”

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父母经
常忆苦思甜，讲述那些黄连般的日子。父亲于
1920 年 10 月出生在一个贫困农民的家庭
里。当时，农业落后，产量不高。因此，大多
数农民的生活都非常困难，每天只能半饥半
饱地吃两顿饭。如果遇到旱灾、水灾或虫灾
的话，粮食歉收或绝收，更是雪上加霜。饿极
了的穷苦人，吃野菜野果、草根树皮。灾荒年
间饿死人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在父亲14岁
那年，因旱灾使庄稼严重减产，秋收之后不
久，全家人就陷入了饥荒困境。为了生存，父
亲被迫前往远离老家的一个小镇拜师学木
工。出徒后，父亲在小镇上以木工手艺为
生。父亲25岁时与母亲结婚。母亲的年纪和
家庭背景与父亲差不多。随后，父亲继续做
木工，母亲则在小镇附近租地当了农民。他

们收入有限，只能吃稀饭或粗粮苦度岁月。
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小镇经济萧条，父母的
收入减少，有时缺米下锅，只能用瓜菜充饥。
他们忧心忡忡，度日如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父母和家人也与全
国人民一样，翻身解放获得了新生。从此以后，
生活才逐渐好了起来。父母的忆苦思甜，让我们
兄弟姐妹真正懂得了“不忘过去，珍惜当下，好好
学习，长大以后努力建设新中国”的道理。

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期间，我们兄弟姐
妹先后参加了工作，我家的生活水平逐渐提
高。只是当时物资供应短缺，各种生活消费品
都要凭“票证”购买。当时，虽然城镇职工的粮
食供应尚可，可肉食供应却很缺乏，基本上一
个月或半个月才可购买到一点肉。直到上世
纪70年代末，党和国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粮
食和肉食的供应才逐渐丰富起来。我们家和
千家万户一样，餐饮质量逐渐有了相应的提

高。上述变化使生活充满了阳光，人们学习工
作的热情逐渐高涨起来。

当然，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日子还得从
改革开放说起。上世纪80至90年代期间，改
革开放硕果累累，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因整个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我所就职的企业与时代同
频共振，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
我也因工作技能和业绩的持续提高，工资收入
也相应增加，家里的生活水平自然水涨船高
了：优质粮食随意购买，新鲜的蔬菜、水果和鱼
虾、鸡鸭、猪牛羊肉等，也轮换着买回家里。膳
食的改善，促进了家人的身心健康和工作学
习。在此期间，我们兄弟姐妹多次被评为先进
工作者，子女也品学皆优，健康成长。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
展，不仅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鸡鸭鹅，甚至海鲜等高档菜肴也常被端上餐桌。
随着超市营销方式的创新发展，人们足不出户，
通过手机网购，就能轻松“摆满”餐桌，购货特别
方便。值得点赞的是，普遍富裕起来的人们非常
讲究营养平衡，青睐绿色食品。我们兄弟姐妹的
各个小家庭也与千家万户一样，一日三餐注重荤
素搭配，吃得营养健康，吃得心情舒畅。

建党百年，成就辉煌。人们一日三餐里的
可喜变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富
起来、强起来的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一个亮丽
标志。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望望将来，我坚信，
在奋进新时代历程中，我们的餐饮将会更加脍
炙人口，我们的前程必将更加灿烂辉煌。

一日三餐里的时代记忆
荣光友

晚上一回到家，就看到父
亲正摊开信纸，一笔一划地在
桔黄色的灯光下写着什么。我
趋前一看，只见洁白的信纸上
赫然写着“思想汇报”四个大
字。我问父亲，你不是年初就
入党了吗，还写这些干嘛？父
亲见我不解的样子，停了笔，严
肃地说：“只有思想上入了党，
才是一名好党员，我有什么好
的想法，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也
是应该的。再说，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在这么一个特殊的
年份，向党组织吐露自己的心
声，多么有意义呀！”听完父亲
的表白，我不由朝他伸出了大
拇指。

我知道父亲在对待入党的
问题上，从来就没有含糊过。
父亲是个苦出身，水深火热

的旧社会，让他吃了许多的苦。
两岁那年，爷爷就被国民党抓了

壮丁，从此杳无音信。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里，奶奶又
狠心地撇下父亲，只身一人离家出走。此后，父亲与姑
妈相依与命，饱尝了人间艰辛。解放后，党和政府把父
亲和姑妈送进了学校，父亲初中毕业后，当了一名会
计。为了把父亲培养成社会有用的人才，党和政府又把
父亲送进了军营去锻造、锤炼。
入伍后的父亲，勤学苦练，很快成了训练场上的标

兵。分到连队后，他更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越是艰
苦的地方，他越是冲锋在前。父亲先后转战湖北、沈
阳、新疆，干过通信兵，修过铁路，下过油田，尽管饱经
风霜，但他无怨无悔，始终把满腔的热情都投入到祖
国的建设中。由于父亲工作积极肯干，表现优异，部
队各级领导都给予了他充分肯定。后来，部队首长和
党组织知道了父亲的身世后，更是在生活和工作上给
予他无微不至的关照。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父亲沐
浴着党的温暖，迅速成长起来，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两次。

退伍回到地方，上级有关部门把父亲安排进了一
家企业。退伍不褪色，父亲把军人的优良作风又带到
了新的岗位上。脏活累活抢着干，从不计较个人得
失。后来，在一次闲谈中，当地党组织知道父亲还没
有成家，便积极为父亲牵线搭桥，帮助他解决了婚姻
大事。成家后的父亲，把党组织的关怀化作前进的动
力，不管工作岗位如何变动，只要组织上需要，父亲都
坚决服从安排，全身心地投入到各项工作中，深得领
导和同事们的好评。

许多人退休后，都想着把家安在大城市，然而到了
正常退休年龄的父亲，却丝毫不恋城里的舒适生活。
他毅然回到乡下老家，承包了20亩坑塘，带领乡亲们一
起搞起了水产养殖。几经波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用了3年时间，不仅还清了所有的
贷款，还创收20余万元。致富后的父亲，始终没有忘记
多年来各级党组织对他的关怀和培养，前年，在经过慎
重考虑后，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父亲的入党申请始终
没有被批准。党小组长找父亲谈话，勉励父亲不要因
此背上思想包袱。父亲淡然一笑：“请组织上放心，我
一定会对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父亲是这么
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去年底，村里考虑到他年纪比
较大了，就给他安排了个顾问的闲职，希望他能在家
安心静养。但坐不住的父亲，依然一有空闲，就隔三
差五地往村里的养殖场跑，帮助大伙解决养殖中碰到
的各种难题。在父亲的带动下，很快村子里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通过实干加巧干，全部脱了贫，小日子越过
越红火。瞧着乡亲们都自信满满地奔走在小康路上，
父亲心里比喝了蜜还甜。此时，他入党的心愿更加强
烈了，于是，又连夜写了第二封入党申请书。

父亲的执著，让他收获了喜悦。今年一开春，在
暖风劲吹的时节，鉴于父亲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良好
表现，上级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终于批准了父亲的
入党申请。
年迈的父亲两次写入党申请，让我深切感受到他

对党组织的一腔真情。父亲入党，不仅彰显着他坚如
磐石般的政治信仰，更是他牢记党恩，扎根乡村，报效
家国的具体体现。愿父亲在党的光辉思想照耀下，在
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中，能成为一名“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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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四季分明，雨水充足。乡村的西面
是一口方形池塘，水草丰美，鱼虾成群；东南
面则有一口老水井，青苔长满圆形井口，井水
终年清澈，源源不断地哺育着乡亲。

水井周围曾经是一个热闹的地方。
清晨，乡亲们踩着晨露、沐着晨风叮叮当
当而来，担水、洗衣、洗菜，熙熙攘攘，打破
了清晨的沉静。
然而，为了挑水，乡亲们要走一段长

长的崎岖土路，晴天还好，一旦遇到雨雪
天气，泥路坑洼，行走艰难，一不小心，摔
倒在地，一身污泥。取水艰难成为了乡亲
们的一块心病。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

遍大地，乡亲们腰包渐渐鼓起来了，争先
恐后在家门口打一口压水井。压水井打

好后，乡亲们围着压水井，咯吱咯吱上下
抬压，一朵朵白色的水花喷涌而出，清凉
清凉的，取一碗水，浅尝慢饮，幸福感油然
而生。孩子们在压水边打起了水仗，欢乐
的笑声被风吹送得很远很远。
用上了压水井是一件幸福的事。然

而，时间一长，乡亲们发现水壶底部有一
层白色的残沫。这些残沫是什么呢，会不
会对身体产生危害呢？乡亲们疑惑着，却
不知如何应对。
21世纪以来，政府将解决农村人口

安全饮水工程纳入为民办实事的议程，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自来水工程
呼啦啦建设起来了。自来水穿过管道，顺
利抵达每家每户，不仅带来了便利，还带
来了健康。父亲用自来水浇花浇树、喂鸡

喂鸭，十分方便。母亲说水壶没有水垢
了，喝起来特别放心。只是乡亲们发现饮
用烧开的自来水时，总有一股漂白粉味，
令人感到不舒服。

后来，富裕的乡亲们用自来水洗衣
做饭，饮用天然的纯净桶装水。每次需要
喝开水时，只需要把饮水机电源按一下，
水就能几分钟之内自动烧开，十分方便。
用烧开的纯净水沏茶待客，茶汤正好，茶
香四溢。炎炎夏日，喉舌干渴，畅饮纯净
水，再也不怕闹肚子。
不只饮用水让人放心了，故乡的河流

池塘也变得更美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政
府加大投入，河长制落地生根，河流两岸的
污染源被连根拔起，鱼虾三三两两撒欢儿
游弋，穿梭于碧水绿草，荡起清波，仿佛游
进了人们的幸福心田。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故乡

饮水的变迁，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国家飞速发展的缩影，也映照出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的累累硕果。今年是建
党100周年，饮水思源，感谢党的英明领
导，感恩这个美好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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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百年党史
汲取奋进力量

王阿丽

饮水思源
王晓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