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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100周年征稿选登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 诗歌

□ 东丽记忆

弯的镰与直的锤
嵌在红色的旗面

那是我的父辈们
曾经长年累月握在手的
割着茅柴草的一柄弯镰
曾经是炉火沉重锻打下
无计生存的奴隶的辛酸

终被无产者挥起在头顶
砸开脚跟上血渍的锁链
要将命运握紧在自己手中
从一粒棉种的萌发
寻求全人类共有的信念

于是在云翳四围的南湖
一个崭新阶段抖开旗帜
庄严宣告自己钢铁的图案
灾难而古老的东方大陆
从此划破了无边的黑暗

中国是一块伟大的土地
它有镰刀与铁锤的后裔
从那个金色和成熟的七月
再没有任何一种暴戾
能折断创世者的旗杆

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旗帜

因新一代的血液而愈发光灿
它无愧于历史的织机
高扬着创建新世界的热情
期待着我们，瞩望着明天

闪光的镰刀与锤头
谛听着后继者的宣言

誓词
在充满阳光的七月
我的生命开始成熟
站在这面红色的旗帜下
我不再是无知的孩子

而是一个远途而来的
执著的追求者
我读过你浸血的履历
景仰你伟大的民族抱负
我高声复述的誓言
已在心中默念了几十年
今天终于放出心声
我是你红色经纬中的一缕
千百万无产者中的一员
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后继者
我是在向未来宣誓
每一个字都清晰响亮
因为我擎举着人类的信仰

镰 与 锤 （外一首）

宋曙光

好久未见面了。妈妈，我想念您。
半夜，醒来的我望着一轮皎洁的月

亮，再无睡意。那高远的天空像小时候
家乡的小河，我们在河边玩耍，妈妈们
洗菜、洗衣，捣衣杵有节奏地敲击在衣
服上……后来，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
拿几双袜子，带上自家做的“猪胰子”(猪
油做的肥皂)，呼朋唤友地来到小河边，
在石板上搓洗。那袜子没穿破，却被我
洗破了，可您从来也不生气。如今，河
边再也听不到阵阵捣衣声，洗衣机代替
了妈妈们辛苦的搓洗，自来水代替了你
们挑水的辛劳。

妈妈有一双巧手，绣花、纺线、做
衣、做鞋……样样在行。村里的大姑
娘、小媳妇都来找您学，您手把手教她
们。我记得妈妈纳的千层底儿的鞋穿
着舒服，妈妈做的衣服穿着好看。如
今，生活好了，可我还是怀念穿千层底
儿布鞋的时光。因为那时妈妈年轻、健
康、漂亮，乌黑的大辫子垂在身后，像歌
里唱的小芳姑娘。

打我记事起，家里总是养两头猪，
我们就掐着指头盼过年。因为只有到
过年才能杀猪吃肉，才能有新衣服穿。

如今，吃穿不用愁，妈妈再也不用一瓢
瓢喂猪了，一针针纳鞋底了。
夏收时节，大人们拿着镰刀忙着抢

收麦子，晒干后拉到大队的场上，排队
用脱粒机脱粒，再扬场晾晒。遇雷雨
天气，要用很大的塑料布把麦子垛苫
避起来。连雨天，麦子就会在麦穗上
发芽了。现在收割机直接脱粒，秸秆
直接还田，麦粒儿直接拉回家。省时
省力，而且环保。妈妈再也不用头顶
烈日，挥汗如雨，胳膊再也没有麦芒刺
破的红点点了。
收割完麦子，您牵着我的手，在田

边捉蚱蜢。回家，把蚱蜢放到锅里炒，
等它通体金黄时盛出来，放到盘子里，
撒上一点盐面，摇匀。夹一只，放到嘴
里，酥酥脆脆甚是美味。妈妈包的饺
子，妈妈做的扣肉，妈妈炒的野菜……

独具特色，这就是妈妈的味道。那鲜香
的味道早已融进我的血液里。

常常听村里人说，您是村里有名的
“铁脚板”。曾当过民兵连长，带着姑娘
们往火车里装沙子、煤块等等，为祖国
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如今，您得了脑栓
塞，留下了后遗症，只能拄拐缓慢前
行。想到这里，我很内疚。在您发病住
院期间，我刚生完宝宝，没能陪护您。
那时的您只有右手和头部会动，思维清
晰，能说话，是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父亲
精心的护理，让您又重新站了起来。

去年年底，大宝被人撞伤。生活的
负重，使我也累病了，体重减轻近 20
斤。过年回家时，您看到苗条的我，眼
圈都红了，喃喃地说：“自己要是再好一
点，就能给我搭把手。”您出院不到一
周，爸爸去做了疝气手术。当天，爸爸

忍着术后的疼痛就出院了，因为心里惦
记着不能自理的您。这些，你们都没有
告诉我。你们说：“自己能做的事情，就
自己解决，不给其他人添麻烦。”坚强、
质朴、勤劳、善良的父母，是我一生学习
的榜样。

月光如银，小区的水泥地面泛着
灰蒙蒙的光。我又想起上学的小土
路。学校在村东的小山上，一天来回
就是十几里。学校是我心中的圣土，
每天吃完您做的饭，朝圣般怀揣希望，
高高兴兴去上学。遇到雨雪天，小路
泥泞不堪，路上不知道要摔多少个跟
头，手都划破了，衣服上满是泥浆。妈
妈鼓励我：“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会
好起来。好好上学，多学知识，长大改
变家乡的面貌。”

我如愿考上了大学，留在城市求学、
工作，同时我的家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路，变成了柏油路和水泥路，学校也
搬迁到了平坦的村中心，宽敞明亮的教
学楼，传出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妈妈，过几天我们就回家，火车票
都买好了。梦境中，我坐上悠悠的绿皮
火车，晃晃当当地向着老家进发。

电视连续剧《光荣与梦想》的导
演刘江说：“无论花费多么巨大，也要
把这部党史剧拍出历史的真实，尽最
大努力还原历史原貌。”

因为真实，对观众的心理和视觉
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和震撼，那炮火连
天、子弹横飞、战友中弹血肉飞溅的
“红”，那身中数弹血流如注依然坚
持战斗的烈血勇士，让我夜不能寐。
一闭眼，满眼的血红，为英雄们的流
血牺牲感痛不已，特别是红军长征途
中的“湘江之役”，更是让人惊心动
魄……

当时，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有八
万余名，在“湘江战役”后只剩下三
万余名。史称“湘江战役”是长征史
上“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一次
战役。

蒋介石动用三十万国民党军，要
在湘江东岸把红军“包了饺子”，坚决
阻挠红军的长征。

面对十几倍的强敌，师长陈树湘
毫无惧色，率领全师战士奋勇抵抗，
誓死不让一分一毫的阵地，全师战士
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血肉城墙”，与
敌人血战四天五夜，硬是为主力红军
渡江赢得了宝贵时间，而陈师长自己
却身负重伤被俘，敌人用担架抬着他
去邀功途中，他苏醒了，拼尽全力从
腹部伤口掏出肠子，扯断……鲜血渗
透担架不断流淌在山路上，山路被血
染红……陈师长壮烈牺牲。

被阻击在东岸的红军战士拼死
抵抗，没有丝毫的畏惧，没有一个人
退缩，最后弹尽粮绝，全部英勇就义。

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染
红了东岸，天空变成了暗红色，月亮
也被血色染红。天地间浸漫着腥冽
的血液味儿。

过了江的毛泽东，悲痛不已地凝
视着血红的江水和江水中牺牲的战
士遗体，泪水潸然而下，整整七个昼
夜啊！牺牲的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为
他们铺平了道路，主力部队才冲出包
围。毛泽东擦干眼泪，和剩下的三万
余名指战员，坚定地向北方出发。

他白色的鞋底也已被战士们的
鲜血染红，走一步，一个红色脚印
……红色脚印，扎扎实实地印在了崎
岖的山路，印在了长征路上。当地老
百姓流传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
十年不食湘江鱼”。
“我们的党伟大，我们的党光

荣”，绝不是一句空话，是一路血拼，
一路牺牲，一路奋斗拼搏出来的。这
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久久凝视着国旗和党旗，那红
艳艳的色彩那样令人景仰，令人崇
敬，那是无数先烈们的鲜血和牺牲染
红的！那感觉始终令人震撼。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每一段血染的革命历史，每一个
红色足迹，革命圣地，都是我们要牢
牢铭记于心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把我们党的红色基因，永远传承
下去。

月夜想妈妈
张悦华

中医对更年期的认识不同，有独
到的调理经验可借鉴。

1.保持心态平和。
《黄帝内经》上说：“恬澹虚无，真

气从之”，思想上保持安闲清静，“气”
就能顺从。过度的情绪变化会影响
脏腑和气血的运行，造成病理改变，
加速身体衰退。做事宜大度，做人宜
宽厚，多帮助别人，遇到不开心的事，
多想想美好生活。只有心态平和、情
绪稳定，气血才能畅通，脏腑功能才
会协调。

2.保持良好睡眠。
很多人加班熬夜是常事，而睡眠

不足会导致阴血亏损，虚火内炽，加
快女性更年期衰老。

中医提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入夜则寐，入昼则寤”的生理规律。
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晚上11点前
上床入睡，晚餐不宜过饱，清淡饮食，
入睡前不要喝咖啡、浓茶等饮品。

睡前不加餐，晚上吃夜宵会加重
肠胃的负担，“胃不和则寐不安”，会
严重影响睡眠质量。

临睡前不宜说话过多，不宜过度
兴奋，情绪不宜过度波动，“心不藏
神，肝不藏魂”会影响睡眠质量。睡

眠中应闭口而睡，以保持人体元气的
蓄养。

3.膳食均衡。
女性在更年期要保持好体态不

变形、不走样，保持均衡的膳食至关
重要。平时饮食宜清淡，辛辣、生
冷、咸味重的食物要少摄入，不要偏
食，更不能暴食(七分饱为宜)，谷果
肉蔬要合理搭配，早餐宜食鸡蛋、牛
奶、面包；午餐宜肉类、鱼类及绿叶
蔬菜；晚餐应少食肉类，以松软食物
为主(粥类、饺子等)。吃饭时细嚼慢
咽，少说话，不生气，以免影响脾胃
的运化吸收。

4.保养气血。
女性更年期的保养，需要格外重

视月经的变化，月经一旦出现周期的
前后不规则，经量的减少或过多，要
及时到医院检查和治疗。很多职业
女性由于工作压力大，工作节奏快，
严重影响了气血脏腑和冲任的功能，
导致了更年期的提早来临。学好中
医四招，能调理更年期症状。

（区疾控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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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的眼泪
想洗净弥漫在夜空的
枪炮的烟雾
是谁的誓言
想种下无产阶级革命的
炙热的种子

一颗大星划落在东方
一片红色大地上
冲破层层迷雾
举起一杆革命的旌旗

是谁的眼神
充满了安居乐业的渴望
是谁的笑容
充满了当家做主的自信

许多小星星追随着大星
开垦荒地
培育幼苗
看苍茫大地勃勃生机

红色大地激情澎湃
丰收的果实
就像星星的笑脸
美丽的旗帜高高飘扬

是谁的构想
让改革的春风吹遍大地
是谁的梦想
让民族的复兴迈进征程

那颗大星星屹立在东方
指点迷津
指引方向
无数小星星举起锤头镰刀

小星星挥舞着趁手的工具
修剪荆棘密布的丛林
前方的征程有万里
那是越来越平坦的梦

是谁沐浴着春风
尝试着新的命题
是谁启动了行程
坚定着奔向小康

你听这红色大地用百年的沧桑
谱写出最动人的歌谣
你看红色的旗帜随风摇曳
金色的镰刀锤头闪着耀眼的光

是 谁
刘君梅

新袁长利高跷项目位于东丽区无瑕
街道新袁村，起源于1916年。1949年新
中国成立初期，由葛沽长乐老高跷会传
人马田、孔照凤传入新袁村。新袁长利
高跷历经六代传承人的继承和发展，形
成了激情奔放、刚劲舒展、诙谐富趣的表
演形式。2009年被授予“天津市第二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代表性传
承人为潘洪利。

新袁长利高跷属于文高跷，其中有
头棒、买豆鹦哥、老座子、樵夫、白杆儿、
渔翁、青杆儿、公子等角色。表演节目分
为单夹篱笆、双夹篱笆、二龙吐须、渔翁
捕鱼、公子扑蝴蝶、摇橹扑风、樵夫砍柴
等。表演器具有腿子、行头、道具、头棒、
腰鼓等。音乐作品有八仙庆寿、桥夫下
山坡、渔人得利、鹦哥好贪玩等。

高跷演艺大多与妈祖（天后）民俗观
念和皇会活动有关，长利高跷动静相宜，
刚柔并济，特别注重技巧的展示，仅劈叉
动作有撂地叉、盘腿叉、摔叉、抱腿叉等
高难度的绝技。“粗而不野，柔而不媚，快
如鸡啄米，慢似风摆柳”是新袁长利高跷
的独特魅力。其精彩的演出，深受观众
的喜爱。 (区文化馆供馆)

北程林村参加革命队伍的人并不
算少，他们之中不乏屡立战功者，甚至
还出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大功臣张
宝富。

当年，张宝富是被国民党的壮丁队
抓走而参军的。跟他一同被抓去当壮
丁的同村村民，在被抓走的路上纷纷逃
离了国民党军营。

1948年，国民党军士兵厌战情绪愈
演愈烈。张宝富在国民党军队内亲眼
见到国民党官员欺压百姓、克扣士兵粮
饷、倒卖军中物资等行为，气愤不已。
一次，在国民党军队与革命军队遭遇
时，张宝富主动投诚加入了革命阵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朝鲜战争
爆发，张宝富又跟战友们一起坐上奔赴
朝鲜战场的火车。

张宝富生性耿直，说话有些结巴，
有些不通人情世故。别看他平时结结
巴巴，打起仗可从来不含糊。刚上朝鲜
战场，他所在的64军奉命直接穿插汉城

方向，大部队被阻挡在临津江一带。情
势危急，军团首长急电经迂回至敌人后
方道峰山制高点的部队（军团侦察队及
张宝富所在部队），务必阻拦住敌人退
路，为大部队全歼敌人争取时间。

前方侦查员传来信息，来犯的敌人
不仅是预期中的韩国军队，还有两辆坦
克和四辆军车组成的美军部队。这可
愁坏了志愿军阻击部队，部队穿插60多
公里，根本没带足够的反坦克装备，难
道要眼睁睁地放跑敌人吗？正当大家
犯愁时，副班长张宝富主动请缨。

张宝富提着冲锋枪，率领全班战士
隐蔽在道路两侧，他将数颗手榴弹用麻
绳捆在一起，放在身侧，耳朵紧贴着地
面，根据声音预判敌军装甲部队的行进
距离。美军以一辆坦克为先导、四辆军
车居中、另一辆坦克殿后的阵型向张宝
富所在之处缓缓驶来。当敌先导坦克
行驶到张宝富身前时，张宝富一声令
下，战士们纷纷将手榴弹抛向敌军车

辆，不断用速射火力压制敌车辆上的步
兵，防止敌军步兵对坦克进行支援。

在敌人还没搞清楚情况时，依靠战
友的掩护，张宝富一个箭步朝敌坦克冲
去，将集束手榴弹塞入敌坦克的履带之
中，而后顺势一滚又回到隐蔽处，一声
巨响后，敌坦克彻底瘫痪了。张宝富等
人身处敌坦克射界之外，敌坦克乘员弃
车逃窜，张宝富隐藏在路边，待敌六名
乘员均爬出坦克后，用冲锋枪将其全部
射杀。

眼见张宝富将先导坦克歼灭，后续
敌人彻底慌了手脚，疯狂向张宝富倾泻
火力。张宝富躲在敌人坦克车后面，指
挥战友们作战。在张宝富的指挥下，美
军四名驾驶员陆续被打死，但幸存的美
军还在奋力反抗。

此时，又一声巨响，美军殿后坦克
也被击毁。趁敌人失去坦克支援时，张
宝富将另一捆集束手榴弹抛向敌军卡
车。一声巨响后，车上数名美军士兵被
当场炸死，侥幸没死的两名美军刚爬起
来就被张宝富射杀。

张宝富冒着弹雨冲向另一辆军车，
车上美军看见张宝富，吓得魂飞魄散，
生怕他又抛出一捆手榴弹，急忙跳车逃
跑。张宝富一个短点射又击毙三名美
军士兵。

这一战不过是道峰山阻击战的一
个片段，之后张宝富所在部队依托地形
寸步不让，整整阻击了美军部队三天三
夜，让南北美军无法会合。道峰山狭窄
的山路只能让一辆车辆通过，张宝富等
人击毁的美军坦克，更成为后续美军无
法逾越道峰山的关键所在。美国人怎
么也想不到，自己平时耀武扬威的坦克
竟然会成为阻碍自己逃亡的绊脚石。

朝鲜战争结束后，张宝富被授予二
级英雄称号，后回到天津市地震局工
作。转业后的张宝富惦记着北程林村，
尽自己所能为村里办了许多实事。

时至今日，在三条石博物馆中，仍
清晰地记载着张宝富的英雄事迹：张宝
富，天津市人，1926年出生，1948年2月
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第
64军第190师第569团第9连副班长。
1951年4月23日，第五次战役开始，他
所在营奉命插向道峰山，堵截美军逃向
汉城的退路。途中，第9连与敌人南逃
2辆坦克、4辆汽车遭遇。他机智地炸毁
第一辆坦克，并将从坦克中爬出的6个
敌人和汽车上的十几个敌人歼灭。张
宝富立一等功，获二级英雄称号。

讲述人：许家树 李家芬 刘玉梅
整理人：冯牧野

（摘自《正在消失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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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富的革命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