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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

庆祝建党100周年征稿选登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握牢一把锋利的镰刀
向大地俯下身子
向稻穗兑现诺言
攥紧一柄庄重的锤头
让烈焰炙烤信念的弦刃
淬火初心的光芒

来时你一路征尘两肩风霜
把真理的种子播进畦垄也植进理想
尽管前方有风有雨有更大的雾气
却挡不住壮阔的进军
压不垮钢铁熔铸的脊梁

大地深沉
任由你撸起袖子耕耘
原野辽阔
听凭你甩开膀子奔忙
百年的春种秋收
敢叫风雨化春光

这是结满颂扬和收获的节令
也是昭示点燃与打造的关口
心灵正撞击着心灵
激情正渲染着激情
梦想正联结着梦想
荣光正续写着荣光……

举头寰宇澄碧
放眼花开蓬勃
大地上你义无反顾地壮歌笃行
百折不挠地跋涉开辟
该是一首盛开绚丽的诗章吧
再丰富的修辞也道不尽

长歌恢宏
韵脚铿锵

用心用情梳理每一寸土壤和墒情
让每一颗果实都挂满无尽的欢悦
让每一垄庄稼都飘溢浓烈的馨香
让每一扇窗口都传达会心的笑容
让每一条街衢都生长骄傲的阳光

大地斑斓
抚摩着朴素而淳厚的田塍
我们了悟了
付出和给予是最高洁的品质
——必然承继千秋社稷
仰视着婆娑繁茂的姿态
我们懂得了
执着与坚定是最高尚的气度
——随时能抵万钧雷霆

大地深挚
枝叶关情
你为忠诚、热爱这些最温暖的字眼
加上了奋斗与担当的注脚

你在民心、父老这些最金贵的词汇里
掂出了沉甸甸的分量

几度风霜
山河无恙
在伟大的播种和耕作中
我们用生命感知到
天有多高
地就有多厚
汗有多咸
血就有多热
——一柄勇毅无双的巨锄
在剔除稗草蒺藜之后
在剜掉疽痈疮毒之后
在铲断饥馑贫困之后
我们会刷新更亮的自信和健硕
收获更多的饱满与芬芳

大地飞歌
前路无垠
回望你一路曾踢踏泥泞、嵯峨的足迹
我们会最稳健地选择遵循与坚诚
凝望那一面曾威扫阴霾、雾瘴的战旗

我们当坚贞不渝地承接纯正与鲜红

沐浴大地的春光秋色
我们要深情歌咏
歌你大道致远的千番壮志
咏你地负海涵的万般从容
我多情的土地上
每一次朝阳喷薄都是隆重的典礼
——清点荣耀
宣告奇迹
筑建神州锦绣
每一次集结出发都是簇新的引擎
——拓造视野
迸发伟力
领衔盛世气象

此刻我想我应该做一株茂盛的树
或一棵真诚的草
以顽韧的根须抓牢脚下的热土
让干净的叶子和着清风舞蹈
用透明的葱绿的姿态
伴着朝霞展演一曲
最和谐雄阔的交响

大地磅礴
中国磅礴
梦想磅礴
有一条大路总是连着最壮美的去处
有一面旗帜总是朝着最幸福的方向
让我们一个不少跟你闯
生死相依永不回头
走一趟令世人颔首惊叹的
万里康庄！

一
腊月，天刚蒙蒙亮，居住市中心的小夏和金珠两口子吵起来了，

起因是有位张大爷求助金珠，想把闹离婚一年多的老伴接回家，过个
团圆年。小夏一听急了：“今天是你的休息日啊，昨晚咱俩不是说好
的，带瑶瑶去儿童医院看病。现在，你却答应给人家办这儿事，简直
就是太平洋的警察——管得也太宽了!”
“我是他们的网格员，我不管谁管？”
小夏把眼一瞪：“当初，我推荐你这堂堂大学生去外企谋职，你不

去，偏要报考市郊街道的网格员，这网里能捞多少‘鱼’？”
“我这‘网’里有复兴小区7号楼、8号楼、9号楼，共366户居民，

相当于一个小村的人口。我为他们穿楼入户、嘘寒问暖，把各种矛盾
和隐患消灭在萌芽中，让老百姓在和谐的氛围里收获满满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我这大学生就值了!”
“好好好，你有理。你下午拉瑶瑶上医院吧!”
“行，你要不是瑶瑶的亲爹，你就这样办!”金珠说着拿起油条，使

劲儿地嚼。这时，手机响了，金珠一听还是张大爷。她几口油条下了
肚，背上包，拿起手机，下楼了。小夏望着她的背影：“你是‘格格’，我
惹不起！”

二
金珠认识张大爷，是去年小区为防控疫情实施封闭的第一天早

晨。老人出去买早点时跟门口保安吵翻了天：“我七十多岁的老头
子，不让出去，饿死我呀！”
“现在新型冠状病毒来了，没有特殊情况，谁也不能出小区！”
老人倔脾气上来了：“我就不信了，买个早点还能传染上病毒？”
“大爷，贵姓？您住这小区几号楼？几门？几层？”老人回头，是

一位亭亭玉立、眉目清秀、胸前佩戴党徽的姑娘，对她说：“你是户
警？出这个小门，还查户口？”

站在金珠身后的胖嫂抢话：“大爷，这位姐姐是网格员，小区今年
实行网格化管理了，专门为咱居民服务的!”
“有这种事？”他半信半疑地问：“你叫什么？汪格格？”
“大爷，我姓金，叫金珠。”
“哦，金珠格格。怎么，又回到清朝了？”大伙笑了。
金珠又问：“您住几号楼呀？”
“9号楼，1门，901。”
“1门，901，您叫张宏祥？”
“没错。”
胖嫂说：“瞧，金珠这脑子赛过电脑嘛！咱这1门四五十户，你记

得可真清楚，服了！”
“张大爷，我找您三回，您都没在家。”金珠说：“从今天起，为了抗

击疫情咱们正式封闭小区。为了您的安全，就别下楼了。买菜、购
物，我包了。”
“哎呀!金珠格格，我这不是进皇宫了吗？”大伙又是一阵欢笑。

三
通过几天买饭、购物、调查、走访，金珠得知张大爷和老伴现已分

居。老人因为年轻时学过烹饪，自己会做饭，所以吃饭不成问题。老
人脾气火爆，对个别村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看不惯，颇多微词。初衷是
好的，但他喝起酒来，嘴上就没了“把门的”，没少得罪人。闺女儿子
劝他，他不听。老伴说他，他还连骂带打，气得儿女不给他养老钱。
为这儿事，他几次找到乡政府，综治办的干部没少开导他。

搬入新楼房那两年，张大爷对楼门口堆积杂物、小区绿地被践
踏、夜间鸣笛等现象，没少跟当事人、居委会、物业吵闹。老伴本想住
进高楼享清福，谁知福没享几天，却生了一肚子气。张大爷一喝上小
酒，老伴不是挨骂就挨打。为此，老伴跑到区民政局要跟他离婚。张
大爷不理睬，老伴一赌气，住进了闺女家再也不回来了。儿女们借口
忙，也不看他了。

今夏，张大爷住的1号楼一楼大门，被邻居装修搬运木料时撞坏
了，关不严了，晚上蚊子飞进来了，引起周围邻居们的强烈不满。张
大爷中午找到正在装修的邻居，劈头盖脸就吼：“你自家门窗装修好
了，把楼下大门撞坏了，蚊子呼呼地往楼里飞，咬得大人孩子睡不好
觉，你们家可是安心？”
“你这人，老了说话积点德？”五十多岁的女主人答：“大门根本没

坏，就是有扇门的合页裂了，质量有问题……”你一言，我一语，张大
爷两眼通红，扬起手狠狠抽在女主人的脸上。女主人回厨房举起菜
刀冲过来……要不是胖嫂打电话，金珠及时赶到调解，说不定要闹出
人命。金珠知道，张大爷又喝酒了，狠狠地批评了张大爷。张大爷虛
心接受，决心痛改前非。

小区封闭期间，金珠给张大爷买菜买饭，有病帮他请大夫、拿药，
帮他买水、买电、买气。小区封闭解除，金珠又帮他做卫生……张大
爷很感激，说金珠这个共产党员是实打实帮老百姓做事。金珠也借
机开导他，逐渐地，老人爱发脾气的毛病也改了许多，心里有什么不
痛快的事，也愿意找金珠唠唠。金珠能解决就立即解决，难办的事逐
一记在小本子上，计划周全后再办。张大爷打心眼里信任金珠，就把
老伴的事托付给她。

四
小雪节气那天，张大爷偷偷去闺女家，恳求老伴的宽恕，被老伴

拒之门外。张大爷这才求助金珠帮忙。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社会才和谐。金珠立马给张大爷

的儿子建业打电话，召集到他姐家集合。金珠劝张大娘，说：“大娘，
张大爷他承认了错误，表示今后再也不……”

张大娘见金珠格格特意跑来解决他们两口子问题，就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地控诉起老头，死活不肯回去。金珠吃了个“闭门羹”。

金珠不甘心地对她的儿女说：“你们姐俩是啥想法？”
“哪个儿女不孝顺爹娘，哪个家庭不求团圆……”建业说着说着，

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和我姐，为老两口子的事都给我爸跪下，央求他
少喝酒，改掉爱管闲事的毛病，可他就不听啊!他给我妈造成的心理
伤害太深了。这回，我妈铁了心，我们也没办法呀!”

金珠不信自己心中的这股火热，融化不了张大娘心中那块冰。金
珠坐在床边，打开手机对张大娘说：“您看，今年八月一场倾盆大雨，小
区东面主干道变成了海洋。张大爷主动清理下水道井口堆积的杂物，
全身被雨淋透，然后感冒发烧不退……您说说这叫管闲事吗？”
“死老头子，打电话要救护车呀!”张大娘喊起来。
金珠接着说：“不是跟前没老伴嘛？出租车眼前一辆也没有，结

果我开车把他老人家送进医院。”
“现在，张大爷酒戒了，烟也不抽了，还主动报名参加了社区志愿

者队伍，中元节巡逻、社区大清扫、交通宣传日……积极参加社区活
动，他的事迹还上了报纸呢!”金珠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份本区报纸：
“看吧，还配着照片呢。”此时，金珠看到娘仨的眼睛都亮了。

“死老头子，瘦了!”大娘心疼地说。
金珠说：“大娘，就这样吧！我回去如实地跟大爷学舌，就说您的

原话是‘别说是金珠格格来说情，就是区长来我也不回去!’”
“你这个鬼丫头！”大娘一把搂过金珠：“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一

句话把大家逗笑了。
金珠手机再次响了，是胖嫂：“金珠，8号楼1门1301跑水了……”
“知道了。”
“弄不好，整个楼里变成水帘洞啊!”建业说。
金珠刚要动身，手机又响了，是小夏：“金珠，瑶瑶是肺炎……”
“肺炎！谁？”大娘问。
“我女儿。”
“快走吧！”
金珠抹了抹眼角的泪，跑下了楼。张大娘透过窗户，目送着

金珠远去的轿车，她没走去市里的西道，而向复兴小区的东道狂
奔起来……

几年前,我结识了一位老铁道兵，名叫傅
彦彬。他鹤发童颜，腰板挺拔，耳聪目明，给我
的第一印象是身强体壮，质实朴素。然而，去
年的一天，我得知这位老兵因病辞世，享年80
岁。为此，我写下这篇文章怀念这位老兵。

1963年农历正月十六，是傅彦彬人生的
转折点。这一天，风华正茂的他在天津应征入
伍，唱着那首《铁道兵志在四方》的歌，奔赴黑
龙江省牡丹江市郊的一处新兵营，从此开始了
为期五个春秋的铁道兵之旅。

入伍后，连指导员上了一堂政治课，强调
了“三荣”思想，即“以艰苦为荣、劳动为荣、当
铁道兵光荣”，傅彦彬时刻铭记在心。

巍巍兴安岭，积翠大森林，军营驻地常有
各种野兽出没。铁道兵白天施工，夜晚站岗值
勤。筑路施工，开通运输线是铁道兵的天职。
当兵期间，傅彦彬共接受了三项任务：第一项
在牡丹江市郊区修筑一条长度为10公里的公
路。在丘陵地带，逢山凿山，遇水建桥，路面要
起高垫洼，还要从河底挑沙、铺路面。傅彦彬
开始挑沙子时，竟一连压折了三根扁担。就是
这样，他硬是闯过了一道道难关。第二项在地
处亚布力的华山林场原始森林区修筑一条10
公里长的小铁道。白天施工时，战士们穿的棉
裤、绒裤以及鞋袜，全被没膝的雪水浸透，冰冷
刺骨。收工回帐篷后，必须先脱下衣服和鞋
袜，拧去雪水后在地火龙上烤干，以便转天再

穿。第三项在原始森林中抢修一条从加格达
奇到塔河全长90公里的铁路运输线，工期长
达三年。高寒区，一年中只有5月下旬到9月，
气温在零上20摄氏度上下，其余时间都在零
下50多摄氏度。他们边开路基，边筑路，用铁
铣、洋镐等农用工具，以连为单位，以蚂蚁啃骨
头的精神，分段施工。一次，在修建桥墩，开挖
基坑时，突然发现渗出的积水越来越深。为确
保施工顺利进行，必须用抽水机把积水抽干。
不料，当合上电闸抽水时，抽水机的皮带轮脱
落到基坑的水里。闻讯，连长现场查看基坑的
水深达两米多，没有备件，只能下坑打捞皮带
轮。傅彦彬说：“我会游泳，在深水区有寻找物
品的经历。”连长立即让通讯员把存放的白酒
拿来，叫他喝酒驱寒。两口白酒下肚，脱掉棉
衣，跳入刺骨的冷水中。他潜入水底用双手寻
找皮带轮，第一次没有摸到，于是浮出水面吸
了一口气，再潜入水底继续打捞，终于把皮带
轮摸了上来。不料，刚合闸抽水时，皮带轮又
一次脱落入水。傅彦彬二话没说，下水打捞。
第二次将皮带轮打捞后，采取了必要措施，确
保了抽水机的正常运转。

服从命令听指挥，哪里需要就到哪里
去。1965年5月16日，吃过早饭后，通讯员通
知傅彦彬，马上到连部去。那天，飘着鹅毛大
雪，积雪近一米深。傅彦彬到连部后，指导员
告诉他接到调令，调他到团部工作，并让他打

好背包，穿戴好“四皮”，即皮大衣、皮帽子、皮
手套、毛皮鞋。连长嘱咐：“不管路上有多大困
难，也要一次走到，中间不准休息，不然就会活
活冻死，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

傅彦彬背着沉重的背包，行进在漫天大
雪中，经过10公里艰难跋涉，终于走进团部。
傅彦彬接到工作任务是：为后勤系统人员理
发，在后勤处守电话、做卫生、烧取暖的地火
龙。他回忆说，第一天晚上的洗脚水留在盆里
没有倒，转天早晨一看盆里已结成厚厚的冰。
那一夜，尽管床上铺着棉褥子，盖着棉被，被上
又盖着脱下的绒衣、绒裤、棉衣、皮大衣，穿着
衬衣、衬裤躺在被窝里，只觉得跟躺在冰上一
个样，翻来覆去彻夜未眠。凌晨，他把地火龙
捅开，把火烧旺，坐壶烧水。处长问他：“小傅，
夜里冷吗？”“冷，实在太冷了！”他如实相告。

一次，傅彦彬在帐篷里打扫卫生时，无意
中铣把儿碰击了帐篷的墙体，发出铁板一样的
声音。他好奇地又敲了敲四周的墙体，发出的
都是这种音。经仔细捉摸后找出答案，原来这
是每天洗脸水的热气和人呼出的热气，穿过帐
篷将内布、中间的毡子和外层的苫布冻结在一
起，时间长了，积累的热气被冻实，一经敲打就
会发出钢铁般的声音。为提高帐篷内的温度，
他坚持每天把地火龙的炉火烧得旺旺的，确保
后勤处能正常工作。

1984年1月1日，铁道兵部队已集体转业
并入铁道部，铁道兵各师分别改称铁道部各工
程局。铁道兵是一个已经消失的兵种，昔日的
铁道兵如今都已进入中老年。当这位老铁道
兵回首往事时，深为自己曾将青春献给铁道兵
岁月，将“艰苦奋斗、志在四方”的铁道兵精神
得以发扬光大，感到无限欣慰，终生不悔。

大 地 歌 咏
王绍森

听姑姑提起，姑夫的父亲曾经是抗日英
雄，于是我请姑夫讲讲过去的事情，他爽快地
答应了。
“我的家庭是典型南北结合的革命家

庭。1937年刚满17岁的父亲就参加了八路军
120师，1938年在山西与日寇作战中身负重
伤，机枪弹片嵌入右腿的骨头缝里取不出来，
被直接送往延安治疗和养伤。在延安期间住
在伤残院，离毛主席居住地很近，偶尔会看到
主席和警卫员匆匆经过。后来，父亲与留守干
部从延安出发经过山东来到东北。他先在八
路军留守兵团，后来加入东北野战军。后在湖
南驻军时与母亲相遇、相爱，组成家庭。几十
年里，父亲拖着一条跛腿长期做着军队后勤工
作。”听着姑夫讲述着往事，我脑海里浮现出在
战火硝烟中那个少年的身影，“老父亲”的形象
在我心中高大起来。
“解放后，由于工作关系，母亲带着我们兄

弟姐妹随着父亲全国各地东奔西调，每到一个
地方，我们就被送进寄宿学校，很少再和父母
相聚。每次开家长会，都因父母工作繁忙，让
年迈的外婆踮着小脚去参加，但是外婆年龄
大，听力差，无法与老师正常交流。后来就由
同一个学校的姐姐替代了父母与老师保持联
系，长姐如母，我很小就感受到了。我一直没
有老家的观念，我出生在湖南，妹妹出生在武
汉，弟弟则在沈阳出生。所以父母在哪里，哪
里就是我的老家。当时我们全部家当只有两
个大皮箱，每到一个地区，就由部队临时分配
住房，简单的家具也都是公家调配的，至今我
对家具都没有什么概念。由于我父亲是伤残
军人，国家给予特殊照顾，年节能多买一些鱼
和肉，父母就拿出来一部分送给左邻右舍改善

伙食，剩下的留给我们解馋。”
姑夫沉浸在回忆里：在他入伍之前，父母

破例带他去“起士林”吃了一顿西餐，品尝了
“狗不理”的包子，这两件事让他终身难忘。他
与一般老百姓家里的孩子一样当兵、立功、退
伍。参加工作后，更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时刻
记着父亲在书信中对自己的鞭策。后来他被
委以重任，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他们兄弟
姐妹从来就没有过高干子女的优越感，反而是
在老父亲严厉的家风下各个低调、谨慎，工作
中任劳任怨，都是从基层做起。就连一直随着
老父亲奔波的母亲，也是在老父亲的要求下直
到退休也没有提干。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的生
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到城市建设，小至居家环
境，各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和提升。而他们

家里却一直保持着原貌，用老父亲的话说:有
个安稳的窝，吃穿不愁就行啦，把房子分给需
要的同志们。

姑夫告诉我，他父亲病重时从不以高干
自居，一直住的是普通病房，直到他病逝，医务
人员才得知，原来那个默默无语的跛腿老人竟
然是南征北战的老革命。他不但是享受国家
照顾的二等乙级残疾军人，还是曾经多次获得
过功勋章的英雄，他一生为我们国防工业、军
事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真是让众人感叹不
已。老父亲去世后，骨灰中还残留着星星点点
的子弹碎片，这些碎片记录着老人家的革命经
历，他的革命精神也让后人们铭记在心。

姑夫的回忆到了尾声，说起他父亲的去
世，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看军旅电视剧时经
常泪流满面，如果父亲不是受了重伤送往延
安，也许早就和那些舍身忘死的战友们一样牺
牲了，他们才是最值得纪念的英雄。”

我们生于华夏，恰逢盛世，见证百年，是何
等的幸运；我们长在红旗下，未经战乱，不缺衣
食，是何等的幸福；我们更要珍惜当下，不负韶
华，只争朝夕，用心去谱写美好新时代的篇章！

金珠“格格”
刘金镇

□ 小说

红色印记
文一

一

十月革命炮声隆，
中国大地起春风。
红船红旗映红日，
前赴后继为苍生。
井冈之火燎原势，
人民领袖毛泽东。
遵义会议定方向，
九死一生踏长征。

二

延河水畔饮战马，
宝塔山上耀群星。
西柏坡前绘蓝图，
雷霆万钧鬼神惊。
红旗飘上天安门，
扫尽阴霾现晴空。
镰刀锤头聚民心，
华夏高歌东方红。

三

中华大厦固基业，
改革开放春意浓。
努力建设新天地，
不忘初心人民情。
三个代表气豪迈，
科学发展保太平。
贫穷落后成以往，
中华民族展新容。

四

中国特色中国梦，
人民二字记心中。
承上启下站潮头，
强国富民世人惊。
九天揽月会嫦娥，
五洋捉鳖撼龙宫。
脱贫伟业铭千古，
一带一路五洲同。

庆祝党的

百年华诞
刘继彬

百年能有几度春，
凯歌高奏喜眉盈。
红船风起赴国难，
英雄血洒救沉沦。
埋首低吟脱贫计，
高歌平视寰宇惊。
万里江山都红遍，
前行砥砺有后人。

贺建党百年
郑鹏

追思一位老兵
宋硕义

海河之畔新东丽 王立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