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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

花开芳菲，俏丽怡人。久居城区，
无论是公园还是路旁都会有林林总总
的花应季绽放。其中少不了百花之王
的牡丹花，还有招摇若仙的芍药花，更
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花，一朵有一朵的
姿态，一朵比一朵招摇，姹紫嫣红，争
奇斗艳。特别是小区一侧那一丛丛茂
密的花束，不知不觉地打开了我的记
忆之门，想起摇曳在自己童年记忆里
的那片给我带领无比幸福快乐的花
——大麦熟。

大麦熟，是我们农村最常见的一种
宿根类草花，虽然名字显得很俗气，对
我来说却像是童年的一束彩色画笔，让
我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自己纯洁的心灵
留下一段段幸福美好的回忆。大麦熟
顾名思义与麦收有关，该花开放在盛夏
芒种时令，有红的、粉的、白的、红的，颜
色都是那么自然、真实、朴素、温馨。随
着花茎一节节地长高，那些花也会越开
越高，一丛丛、一片片，盛夏的阳光灼灼
似火，它们却开放得愈加灿烂。

当年，我和几个伙伴凑在一起，摘
下一些大麦熟花朵，撕下一片片花瓣，

放到嘴里使劲吮吸几下，立刻嘴里会甜
丝丝的。或者把花瓣的根部撕开一点，
然后贴在脸上，五颜六色的花瓣顿时绽
放在我们脸上，互相嬉笑着。或者用针
线把花瓣穿在一起套在手腕上，纯色
的、彩色的，爱不释手地带回家炫耀给
父母看。

大麦熟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而且
不会对土壤挑肥拣瘦的，更不需要人去
为它浇灌、修剪，一年一茬，悄然生长，
激情绽放。

在我住的小区花园的一角，不知是
谁家种下的大麦熟，这几年越长越旺，
每到盛夏都开得五颜六色艳丽迷人，成
为自然形成的一道最美风景，那片密密
的花丛在以一种特有的朴实和热情吸
引着休闲漫步和摄影写生的族群，久而
久之也便变成了叔叔阿姨们启蒙孙子
孙女牙牙学语的天然乐园。

眼下，我以一位赏花人的身份徜徉
其间，成为这个乐园里的受益者和幸福
者。需要一提的是，这里的人们特别讲
文明、懂规矩、爱惜花草，没有像我孩提
时代那样随性而为毫无顾忌地擅自摘
花朵、撕花瓣、吸吮花蕊和无端折枝踩
踏。而这花团锦簇的大麦熟，在这色彩
缤纷的百花园里从不矫揉造作，也从不
在意和计较自己有没有出现在大妈们
的抖音里，反正这些大麦熟自己笃定自
信，今年花开似火，明年簇簇更新。

如今，每当我置身城乡、社区或公
园广场的欣赏那些蔷薇、月季、芍药等
美不胜收的花朵时，总感觉美中有一点
不足，那就是大麦熟花给我们的那份亲
切与朴实。尤其是在我们当下享福美
好的生活中，社会文明的领域越宽，文
明的程度越高，越是不要忽略最最基本
的基因，就是朴实的美和美的朴实。

今年的7月1日，自己在耄耋之年
有幸能够坐在温馨融融的家中和全国人
民一起共享了首都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实况直播，感受很
深。为了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数以万计的革
命烈士流血牺牲，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全面胜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同心
同德坚定不移地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拼搏，艰苦奋斗，
终于结出了丰硕的发展成果。

作为一名入党60多年的老党员，自
己虽然没经历战争年代血与火的考验，
但是从建国初期的1958年到1980年，
经历了23年的“人民公社”，从1978年
至2018年长达40年的改革开放，经历
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激情燃烧岁月的
洗礼和改革开放不断探索的全过程，更
是这两个时间段的亲历者见证人和受
益者。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只要
经济速度到质量、效益并重，再到科学发
展观，进而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会推动经济
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今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仍有较深

感触。作为一个从艰苦岁月中走来的
人，对经过的历史念兹在兹，切身体会
到国泰民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其中有三件大事
让我难以忘怀。一是1963年特大洪水
使静海遭遇灾难，洪水淹没了村庄，房
屋倒塌，道路冲毁。30万被水围困的
灾民及时得到救助并转移到安全地带，
无一人在水灾面前受到伤害，突出显示
了中国社会制度和静海干群一心防灾
抗灾优越性。灾后生产救灾、重建家
园，让所有社员吃住不愁，使人心稳定，
坚定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洪水灾难信
心。二是1958年后的20多年时间内，
静海就有80多万劳动大军转战南北，
根治海河，彻底解除洪涝灾害对下游的
威胁，是建国初期又一重大贡献。三是
全面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搞沟渠河
网化，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更是造福子
孙后代，见证了人定胜天的奋斗精神和
时代伟力。

另一个让我感受深刻的，是改革开
放给静海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4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党和国家
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上来，以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

标，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到贫穷不
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
济。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规模建设开
发区，再到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水平全
面提高，主要表现为多方面：

一是经济腾飞。国有经济和民营
经济比翼齐飞，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同
步发展，国家税收和人民收入同时稳
增。以民营经济为例，改革开放前，全
县在工商局登记注册商户不足百户，现
在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近10万家，既有
工业、农业，也有商贸、运输等服务业。
各种社会需要的服务行业应有尽有，既
繁荣了市场，又满足了群众，还对国家
作出了贡献。

二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日
俱增，全县50万人提前脱贫摘帽，人均
年收入由 1978 年百元左右提高到
2018年1.7万元，人均寿命增9岁，城
乡居民居住面积平均达30平方米，柴
米油盐，吃穿烧住，就学就医等各种生
活难题都已成为历史。人们祖祖辈辈
期望的“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已成为
现实。农民种地向国家交税是几千年
惯例，如今农业税全免，而且对种粮农
民实行各种优惠补贴，对农村五保户、

特困户按月发放生活补贴，对60岁以
上老人，每月发放百元以上补贴。

三是全方位发展。历史性变革，改
革开放40年，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
交通、运输都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高速
公路的飞速发展，使过去人们头脑内潜
存的在家千般好,出门儿步步难已成为
历史的记忆。外出旅游已成大多数人
的喜好，乘上高铁，早晨从天津出发去杭
州西湖往返4000多公里，还能赶回家
睡觉，不用在外夜宿。从静海去天津市、
北京市，单程只用一个小时左右。

实践是伟大的书写者，也见证极不
平凡的奋斗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面
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
国家发展建设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励精图治、克难攻坚，以巨大
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引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短短几年，一系列重大方针政
策密集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相继推出，
许多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许多
长期想办的大事终于办成，经济的稳定
发展，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满意度与日俱
增。政治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越来
越好，风清气正，青山绿水，整洁城镇，美
丽乡村，蓝天白云，让人心情开朗。今
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崇高目标。

作为退休多年的老党员，老干部，
回首往事，充满自豪感，展望前景，信心
百倍。自己虽近暮年，但始终不忘初心
使命，愿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和人民
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党旗增辉。

我早年生长在农村，所以生活的记
忆中总是少不了那些关于收麦的情结。
我的老家跟收麦子的季节叫“麦场”。
每到芒种，麦子成熟，广袤无边的田原，
一片片金黄，西南风吹过，此起彼伏，麦
浪翻滚。凝神远望，一帧帧画面随麦浪
翻滚。

麦场，也是一个时间节点。记得父
母当年经常说：过了麦场就上小学了
……过了麦场就上中学了……其实，说
这话时离我升学还隔着一个漫长的暑
假，麦场过后就是期末考试，所以如是
说。于是，小时候的我感觉麦场也是一
个人生的起点。

麦收时节是令人兴奋的。记忆中的
童年是贫寒的，那时能吃的主食主要是棒
子面，每天不是蒸窝头，就是贴饽饽！偶
尔有高粱面，刚出锅软软糯糯的还比较好
吃，到凉了就硬的如同铁疙瘩，根本咬不
动。用麦子磨的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或家
里来客人时才能吃到。那时候，麦子熟
了，就意味着可以放肆地吃几顿白面馒头
和香喷喷的烙大饼了。那时候，我们盼麦
场，就如同盼过节，让人望眼欲穿。

其实麦场，应该算是一年当中最忙
碌、最劳累的日子。到了芒种，麦子一黄
三天内就得开镰收割，不然强烈的阳光曝
晒很容易麦粒爆开脱落。割下来的麦子
还得赶紧运麦场打轧、脱粒，家家户户男
女老少齐上阵，你追我赶，热火朝天，人们
几乎夜以继日连续作战，丰收的喜悦溢满
生活，乐此不疲。因为，夏天雨多，麦子怕

受潮，淋了雨会容易发霉，所以每逢麦收，
乡亲们有一句形象的口号，就是：“龙口夺
粮，快收快打，颗粒归仓。”

我在14岁那年就开始跟着父亲割
麦子。父亲割4行负责“出腰儿”，我割两
行负责“拾腰儿”。只记得烈日当头，黄
灿灿的一片。弯腰挥舞着镰刀，沙沙前
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躺，父亲弯曲的
后背也是一片濡湿。相邻田地里的蝈蝈
拉长声音叫着，表示对炎热的控诉。

中午吃饭前要把割下来的麦子运到
打麦场去晒，下午趁日头暴烈，把磟碡套
在牲畜上赶紧碾轧，一圈一圈，直到把麦
秆碾轧得扁扁的、滑滑的，麦粒才会全部
脱落。接着把麦芒和麦粒分开，这一步
叫“扬场”，需要有风才行。天黑了，干净
的麦粒装进口袋拉回家，一天的工作才
算完成。
麦场时节最怕下雨，一阵风，几团云，

呼噜噜的聚拢，一声雷，一道闪，豆大的
雨点砸下。天气一变，地里干活的人都
跑回来“抢场”。过路的乡邻也不赶着回
家避雨，主动加入“抢场”的队伍中。一
只只“落汤鸡”，一身身薄泥后，雨停了，
过一会儿天就晴了。

进入新时代，还是家乡那一望无边
的麦田，又见那片金灿灿麦浪。但曾经
那历历在目的麦场和那繁忙的麦收场景
已经永远地成为故事里的故事。如今，
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开进麦田，直接把麦
秸粉碎还田、麦粒打包入库。农业的机
械化，让当今农民的麦场，没有辛苦的付
出，只有丰收的喜悦。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

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
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
热，但惜夏日长……”这是唐代诗人白居
易在《观刈麦》中记述古人的“麦场”，阐释
了古代劳动人民所处的社会现实和那一
代人生活的苦与乐，并以古代文学经典的
形式载入历史文献，供后人借鉴、赏读。

看到小推车，就使我想起许多和小推车有
关的故事，故事中有高兴的、有心酸的，但无论
如何都和劳动有关，和辛苦有关。在老家时，我
从10来岁就尝试着像大人一样推小推车。那
时，毕竟人小力单薄，不可能左右整个独轮车
身，推起车来东倒西歪是常有的事，磕磕碰碰也
是家常便饭。渐渐长大了，力气大了，驾驭小推
车的能力也增强了，才正式驾车干活儿。不是
去村外取土回家泥房，就是到离家很远的大洼
打柴割草、或收割庄稼。总之，放学后的一切时
间都是帮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在我的散文《拾柴打草的回忆》中有过一些
描述，那就是周末或者假期推着小推车带着妹
妹去野外拾柴打草。妹妹年龄小，来回只能坐
在车上，不为别的，就是做个伴儿。同时，车上
坐个人，还可以调解车把的轻重，把手沉重时，
车上人可以前移，把手轻时，车上人可以往后移
动，去时的空车更是这样。无论去往，推车人永
远靠自己的双腿走路并和车轮一起支撑推车保
持平衡，用双臂和双手把控着车的方向，只要使
用小推车干活儿，推车人永远没有轻松的时候，
除非小推车途中暂停休息或被闲置在家中。

根据需要，小推车如同马车一样也有自己
配套的物件，最基本的有“头套儿”、圆木杠和麻
绳。所谓的“头套儿”就是一个套在小推车前头
的木架子，底部两边各有一个直径约三四寸的
眼孔，用时一根圆木杠就插入木架的眼孔里，另
一根木杠放在小推车后腿加固铁丝上，整个小
推车形成前后相搭、左右对称的四方形，捆成捆
的柴草、高粱秸秆儿等农作物稳稳地放置在上
面，最后用麻绳捆紧拴牢。这样，小推车不仅能
装载很多东西，而且还能保证其四平八稳。

在农村，小推车用途非常大，基本上家家
户户都有。人们去远处干活儿，或带上各种农
具、或装运较多东西时，小推车的优势就呈现
出来了。同时，小推车又因为其车身不大，小

巧玲珑，使用就更广泛了，尤其是大车用不上、
到不了的地方，小推车便成了得心应手的唯一
选择。

在老家时，我家的那辆小推车陪伴家人一
起劳作几十年，可谓含辛茹苦，贡献不小。就是
后来我在县城立业安家，尤其是盖平房时，跟随
我一道运输土石、搬运砖瓦、移物搬家等，无所
不能，无所不做，它默不作声、任劳任怨，可以说

功不可没。
人们空载推动小推车时，由于没有负荷，小

推车便捷轻松就像人的一个伴，在推法上有时
还会创新出各种花样儿。除了正常推动外，还
可以借助车袢和双臂，实现空手推车；也可以提
起车身，双手握住两个车腿推车，更有高超者还
可单手握把儿推车；人车正常向前行走，也可人
握车把儿背着车向后行走；可直行也可就地转
圈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人们取乐玩耍而已。

随着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的加快，广大
农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农具等也在与时
俱进，有的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逐步退出了历
史舞台。如今，小推车在农户家中的使用率在
下降，有的基本上不用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
样大小不等的电动车。这样的电动车不仅提高
了劳动效率，最主要的是大大减轻了人们的劳
动强度，让人们从人力车的辛劳中解放出来，感

受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的加快以及
生活水平的提高。

西瓜那些事

在炎炎夏日，西瓜是人们消暑祛火、清爽解
渴的最好瓜果。它含有大量葡萄糖、苹果酸、果
糖、蛋白氨基酸、番茄素及丰富的维生素C等营
养物质，同时，西瓜还有防暑降温，消夏祛暑，生

津解渴，利尿除烦，还能刺激肠蠕动、促进大便
通畅。总之，夏天多吃西瓜，好处多多。

在生产队时期，我的父亲多半时间从事园
田耕种，掌握了一定的瓜果蔬菜培植技术。上
个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
村打破多年的集体所有制，家庭联产承包制正
式实施后，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责任田，可以按
照自己的意愿在所承包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
小麦、高粱、玉米、大豆、芝麻比比皆是。同时，
农民们还根据需要种植各种瓜果蔬菜，丰富人
们的物质生活，剩余的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卖掉，
赚点零花钱。

自从有了土地自主权，为了改变家贫的现
状，父亲决定在不足 2亩的自留地里种西瓜。
先是选定西瓜种子，浸泡发芽，再移栽到横平
竖直的一个个小土坑儿里。种西瓜最需要的
就是水源，这里没有机井，只能在条田沟里再

深挖一口水井，用这口井水浇灌西瓜秧苗。当
年，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哥哥和我就常常来到
西瓜地，帮助父亲干活儿，不是挖井就是用水
桶打水，不是担水浇秧就是帮助施肥。父亲主
要负责栽培瓜种、剪秧压秧等技术含量高的工
序，待西瓜快成熟时再搭建一个简易的看瓜
棚，日夜看护。

经过两个多月的漫长等待，绿绿的西瓜
秧爬满一地，一个个硕大滚圆的西瓜可以说令
全家喜上眉梢。西瓜，不同于粮食作物，必须
在八九分成熟时就得采摘，因为成熟过了容易
裂口，不利于运输和储藏。摘瓜时，全家老少
齐上阵，有摘西瓜的、有筐背肩挑的，把一个个
西瓜完整无损地装上租来的农用运输车上，还
得顶着烈日骄阳运到城市或郊区的西瓜批发
市场去交易。

改革开发初期，大型的农贸市场不是很
多。市场内外来自农村的装满各种西瓜的农用
车排成长队，迫不及待地等着有人来买自家的
西瓜。接近中午，好不容易轮到个儿了，市场收
购人员才对我家的西瓜进行验收、评估、划价，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本分的父亲抱着随行就市
的心态点了头，视为成交，当父亲那双粗糙的老
手颤抖着点完了卖瓜所得的钱，欣慰地一笑，才
算是完成了一次望眼欲穿的收获。

西瓜的确是夏季人民消暑养生的最佳食
品。尤其是现在，随着人民生活品位的越来越
高，在西瓜地里现摘现吃，不光清新甘甜、爽心
爽口，还会享受到一种浪漫的自然情调。虽然
现在远离故土，时过境迁，享受田园采摘西瓜的
机会越来越少，但每年夏天，西瓜上市时，我都
要买上几个西瓜，回味当年生活原生滋味。的
确，西瓜浑身都是宝，瓜瓤香甜爽口，瓜子当种
子或晾干后炒着吃，瓜皮的内层还可以切成片
或小炒做菜、或做成菜馅包饺子蒸包子等，别有
一番味道。

有太多贴心的话
好想对你说
我亲亲的团泊洼
还有弯弯的南运河
渤海的血脉
津沽的品格
你的醇厚博大凝聚塑造了我
啊 静海之歌
啊 波澜壮阔
啊 静海之歌
啊 大气磅礴
伴着你奔腾的乐章雄起
陪着你悲怆的音符蹉跎
跟着你的喜怒哀乐
砥砺求索
砥砺求索

有太多感人的事
历数着世代贤哲
与时俱进的静海人
灿若繁星熠熠闪烁
开拓创新的睿智
敢为人先的气魄
你的光荣梦想引领激励着我
啊 静海之歌
啊 欢乐祥和
啊 静海之歌
啊 朝气蓬勃
踏着你铿锵的节奏奋进
舞着你优美的旋律生活
唱着你的辉煌
擘画我的中国
我的大中国

温故知新感党恩
刘恩纯

释文：国策鼎新人心皆向
党风淳正众望所归

回忆小推车（外一篇）

马洪星

又见大麦熟
李树芳

关于“麦场”

刘彦君

静海之歌
周晓东

蒸蒸日上（国画） 杨秀英 作

李会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