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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军装的样子
马庆民

从军10余年，从未穿着军装回家探亲，
以至于街坊四邻总调侃我是一个“假兵”，每
每让我哭笑不得。

去年八一，终于和相恋六年的女友牵手
走进婚姻殿堂。在部队驻地办完仪式后，遵
从父母的心愿，再赶回老家补办一个传统的
婚礼。临行前，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
军装带回去，让大伙儿看看我们两口子都是
名副其实的军人。

回家那天，老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父
母和亲戚邻居忙得不亦乐乎。唯独外婆一个
人孤单坐在屋内，侧头怯生生地上下打量着
我。我牵着爱人的手，走到外婆跟前，蹲下
来：“外婆，我是民民，这是您的外孙媳妇，您
看漂亮不？”

外婆木然地望着我们，而后又像拼命地
想着什么。

母亲走过来说：“外婆今年记忆力更差
了，连我是谁都转头就忘，别说你一年才回来
一趟了。”母亲的语气里满是无奈与伤感。

几年前，外婆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记
忆逐渐消退，时好时坏，去年还能认出我来，
想不到现在……看到外婆这个样子，总忍不
住想起我小时候，外婆是那么风风火火、快
人快语，教我读书写字唱歌，让我的童年丰
富而多彩。

我想，如果和外婆多相处一些日子，她也
许就会认出我的。

回家第二天，按照老家的习俗，我们办了
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礼成之后，母亲要求
我们换上军装拍一个全家福。待我和爱人换
好军装走出来时，大家接连夸赞：“真帅，真漂
亮，太般配了。”

就在这时，外婆突然跑过来抓住我的手
说：“民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这是你媳妇
吗？真漂亮啊！”外婆的目光里闪烁着昔日的
神采，令在场的人无不咋咋称奇，我和母亲更
是热泪盈眶。此刻，我终于明白，原来外婆认
得我穿军装的样子。

之后那几天，我一直穿着军装陪着外婆，
给外婆讲部队的事，她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
开怀大笑。外婆也反复讲我小时候的事，好
像岁月从未流失，好像她也并未遗忘。外婆

还拿出了藏在枕头下的“秘密”，那是一张我
刚到新兵连时拍的照片，都不记得是什么时
候寄回来的，却被外婆放在枕头下珍藏了这
些年。泛黄的相纸，因无数次抚摸而变得模
糊不清。看到这些，不禁令我潸然泪下。

外婆把思念凝聚在枕头下的军装照里，
等到双眼浑浊，等到满头华发，等到忘记了世
界、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亲朋，但她依然记得
穿着军装的我。

短暂的陪伴过后，离别又一次到来，一年
的时光，对我来说，是弹指一挥间，匆匆而
过。但我不能想象在外婆的世界里，是多么
漫长的等待与牵挂。

我已经把烫得笔挺的军装准备好了，等
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完成后，就申请休假。我
要穿上这身军装回家，我想，外婆一定不会忘
记我穿军装的样子！

书法 军魂 作者 杜文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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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褪色的“橄榄绿”
王晓阳

从小到大，堂兄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
我们大家庭的骄傲。堂兄曾是一名军人，现在
是一名交警。他经常以自己曾经是一名军人为
荣，并经常说：“一身‘橄榄绿’，退伍不褪色！”

上世纪九十年代，堂兄响应国家号召，投身
祖国国防事业，穿上了军装，成为守卫西藏边疆
的一名战士，也成为了家乡人的骄傲。

堂兄刚到西藏时，很不适应高原氧气稀薄
的环境。他所在部队驻地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身前身后都是一望无际的茫茫雪域，没有森林，
更没有鸟鸣。面对如此单调乏味的军旅生活环
境，堂兄没有退缩，他和战友们一样，整天以苦
为乐，刻苦训练。他们握紧手中的钢枪，风雪无
阻，日夜守卫巡逻在祖国的边疆，一干就是数
年。他表现突出，曾经多次受到表彰。

记得堂兄初入军营的第一个除夕，一封家
书从雪域高原飞抵家中。堂兄在信中说：“西藏
很好，虽然天气寒冷，雪域茫茫，但是我穿得暖
和，伙食也很好，部队领导对我很关心，战友关
系很融洽，请父母不要担心。驻守边疆、报效国
家是我的一生夙愿……祝父母新年快乐，身体
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伯父伯母读完来信，热泪盈眶，既为
儿子担心，又为儿子骄傲，更为儿子的一
片孝心感动。堂兄可能不知道，伯父伯母
经常打听西藏的消息，事无巨细，追根问
底。伯母每天追踪西藏的天气预报，尤其
是堂兄所在的区域。当时我深受感动，梦想参
军，向堂兄学习，捍卫祖国边疆，保卫人民的幸
福和平。

后来，堂兄退伍返乡，被安置在交警支队，
成为了一名交警。他严格执法，兢兢业业，任劳
任怨，哪里有召唤，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深受单
位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特别是每年春节，春运
大幕开启，在外的游子陆续返乡，来往车辆倍
增，交通压力陡增。堂兄每天风雨无阻，执勤在
疏通人流车流的第一线。

有一年冬天，天降大雪，我坐车经过城市，看
见一名交警站在国道边，不时挥舞着手臂，指挥着
过往车辆安全通行。雪花落在他的双肩、手臂，有
的甚至融化成水，浸湿了他的衣服，但他毫不在
意。当他转过头来时，我才发现他就是堂兄，我的
眼睛有些湿润了。

为了让外地的同事早日回家团聚，堂兄主

动值班，坚守岗位。别人回家欢度春节，吃着热
气腾腾的团圆饭，他却吃着简单的盒饭。有人
说他傻，他不以为然。他曾对我说，以前参军是
在边疆保家卫国，现在是在交通岗位服务人
民。自己虽然辛苦一些，但只要人们能够安全
回家过年，他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去年抗疫期间，堂兄戴着口罩奔波在抗疫
一线，坚守在抗疫阵地，常常是半夜回家，第二
天一大早匆匆爬起投入工作。连日的劳累导致
眼窝深陷，体重下降了5公斤。但他毫不在意，
他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回家人的平安路，也
为人们筑起了一道抗疫的防线。

堂兄就是这样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退伍军
人。平凡的是工作岗位，不平凡的是退伍军人
本色永不褪，乐于奉献、爱岗敬业，责任担当、无
怨无悔。其实，像堂兄一样退伍不褪色的军人
还有很多，他们宛如夜空上的星星闪烁着微光，
护卫着国泰民安。

海河金汤桥
李少宗

天津海河之上的金汤桥对天津人来说，有
着一种特殊感情和纪念意义。

金汤桥，是一座见证历史进程的桥。此桥横
跨海河两岸，连接河北、南开两区，距今已有百余
年历史，取名“金汤桥”，有“固若金汤”之意。

金汤桥，是一座见证天津解放和英雄会师壮
举的桥。1949年1月，平津战役在天津打响。1
月14日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开始发起总攻，解
放军东、西方向两支主攻部队在金汤桥头与敌激
烈争夺，于1月15日凌晨约5点半，在金汤桥胜

利会师，并将红旗插上金汤桥。
金汤桥，是一座美丽壮观且与时俱进的

桥。1984年1月，在天津解放35周年之际，为
纪念人民解放军金汤桥胜利会师，天津市人民
政府在金汤桥东头树立起一座“解放天津会师
纪念碑”，赋予其重要的革命历史内涵。

如今，金汤桥已安装上镶有钢化玻璃的引
桥和全玻璃的楼梯，桥身也恢复了开启功能，
更加美丽壮观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着其“红
色传承”。

（上接第21版）
会议听取南开区二季度意识形态

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

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持续做好舆论引
导和新闻宣传，坚决打好意识形态领域
主动战。要强化责任担当，着力加强意
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分析研判，全面提
升意识形态工作质效，确保全区意识形

态领域绝对安全。
会议听取南开区上半年安全生产工

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企
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
责任，盯紧防火、防汛、防暑等重点工作，

全面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坚决遏制各类
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日常性检查和专
项检查，坚决把“四铁”要求落到实处，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持续深化与京冀两地协同

（上接第 21版）深入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常态开展“情系
边海防官兵”拥军优属活动。广泛
开展“关爱功臣”“双拥在基层”活
动，对全区享受定期抚恤三属、参战
参试退役军人、无工作残疾军人、老
复员军人、60 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

兵、先天性残疾子女、困难政治待遇
烈属、现役义务兵家属、老革命英雄
等发放慰问品。对南开区户籍的退
役军人、无军籍职工、南开区属企业
军转干部、军队离退休干部发放慰
问金。

推动新时代南开双拥工作再上

新水平，就要广泛开展拥政爱民活
动，积极投入到驻区建设中去。驻
区各部队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
色血脉，大力弘扬人民军队光荣传
统，自觉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广泛开
展“送温暖、献爱心”和学雷锋便民
服务活动，主动配合支持驻地开展
创文创卫等工作，积极为南开区建
设贡献力量。要持续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扎实做好定点帮扶工作，组织
官兵深入帮扶联系点开展义务巡
诊、结对助学、智力帮扶等活动，帮
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密切党
和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
充分发挥组织、人力和技术等优势，
参与驻地重点项目建设，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区作
出新贡献。

（上接第21版）并希望大家在日常工
作中要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工作，
加强自身防护，同时，鼓励队员们继续
攻坚克难，持续巩固创卫成果，助力全
国文明城区创建。

随后，孙剑楠深入南开交警支队
南马路大队，对广大交警不惧高温，忠
诚履职，为确保全区道路交通畅通有
序和市民群众安全出行付出的辛勤劳
动表示感谢。他表示，交管部门要在
高温时段合理安排执勤交警的工作时
间，落实好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同时加
强执勤值守，着力提升全区道路交通
环境，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在南开区五马路消防救援站，孙
剑楠详细询问了消防指战员训练、学
习、生活等情况，感谢他们多年来为维
护南开区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作出的积极贡献。他表示，消防指
战员24小时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面对险情勇往直前，为社会经济发展
作出了很大贡献，希望大家继续保持
优良作风，既要练好本领、尽责值守，
也要注意休息和自身防护，为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城区安全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区领导敖立功、赵年伏、薛彤
参加。

（上接第21版）要大力提升碳汇能力，
积极开展造林绿化，持续推进老旧居住
区、次支里巷道路绿化提升改造，打造
“城在林中、绿在城中、天蓝水清、郁郁
葱葱”的美丽南开。要强化科技创新和
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引进培育一批绿色
技术成果转化示范企业，加快制定形成
有利于全区“双碳”工作的制度机制，运
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激励引导各类市
场主体积极参与“双碳”工作。

杨兵强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主动担当作为，不断提
高做好“双碳”工作的事功本领，以“功
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
的担当，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确保各项
目标任务有序推进。要加大督促检查
和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对敷衍塞责、落
实工作不力，慢作为、不作为和乱作为
的，及时执纪亮剑、严肃处理问责。

孙剑楠强调，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上来，结合南开实际，从绿色
建筑、绿色出行、商业楼宇、招商引资、
科技支撑、园林绿化、绿色生活七个领
域着手，努力探索一条以更少碳排放实
现更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新路径。要
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大力推动
能源结构调整，全面提升建筑领域绿色
低碳水平，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着
力塑造绿色能源、建筑、生活体系，构建
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的发展结构。要严格落实碳排放考核

机制，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纳入目标责
任考核体系；积极推动减污与增绿双管
齐下，提升生态碳汇能力；大力支持低
碳减排新技术、新产品示范推广，积极
推进成果落地。要多渠道开展“双碳”
主题宣传，广泛普及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思想理念、法律法规、科学知识，努
力引导全民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和低碳
生产生活素养。

全体区级领导，区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参加。

（上接第21版）进一步感受到了党的伟
大，深刻感悟到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
民的初心宗旨，今后要把学习体悟融入
到生活、工作和学习当中，永远跟党走。

南开区长虹街建华里社区组织下
沉党员干部及社区党员们在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开展专题宣讲，引导党员干
部深刻领会“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实
质，准确把握实践要求。开展学习研

讨，党员干部们从不同角度畅谈学习
体会和感受，分享平时工作中为社区
居民服务的工作经验，表示要把学习
宣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与工作实际
结合起来，吃透精髓要义、把握精神实
质、做到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效转
化为推动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共产党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

享受优质环境带来的幸福感

看望坚守岗位一线职工

凝聚干事创业正能量
推动新时代南开双拥工作再上新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