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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南湖的船头

问那烟波浩渺的湖水

你可曾记得百年前的七月

你怎样托起了中华的背脊

我们遥想当年南昌城头

问那弹孔斑驳仍屹立不倒的红旗

你飘扬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候

你的鲜艳如火染上了多少英烈的忠诚

我们登上雄伟的黄土高原

眺望长城的蜿蜒黄河的滔滔

我们钦敬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

因镰刀和锤头的加入而更加崇高

我们激动地来到罗浮桥头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堡垒

看巨人挥手的历史瞬间

听震荡世界风云的宏伟声音

我们更喜欢游玩在民族的百花园

在紫荆花的幽香中

怀抱水莲花的洁白

梦想阿里山的芬芳

我们回到百年后的今天

看青山绿水，走一带一路

港珠澳造就不可能的奇迹

神舟号彰显巨龙腾飞的速度

鲜红的初心越来越纯正

脱贫攻坚擂起响鼓重锤

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真切

啊，令人由衷赞叹的党

你冲破最黑暗的时空

凝聚了最先进的理念

团结了最优秀的人才

为民族插上复兴的梦想

创造了最辉煌的时代

啊，我们最可爱的党

让我拿什么来表达对你的忠诚

我们热爱你波澜壮阔的历史

我们钦敬你艰苦卓绝的奋斗

我们感激你我将无我的奉献

我们铭记你震铄古今的成就

我们愿把心中最美的诗句

献给你百岁的生日

你从苦难深重中走来

把中国带入繁荣富强

你昂然走过了一个世纪

必将在新世纪里更加辉煌

党的赞歌
郝清文 刘纯熙（约1928—1978年）是穆

家台人，20来岁时被国民党抓壮丁入
伍在傅作义军下。解放京津时，被解
放军俘虏，改编到解放军部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

主席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
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
备，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任
何挑衅”。中国根据朝鲜政府的请
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重大历史性决策。10月，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一批入朝参战部队，在没
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英勇进入朝
鲜战争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抗
击侵略者。刘纯熙作为步兵，随军
入朝作战。
志愿军武器落后，一个连装备的

枪都不一样，步枪还是日本的三八
式。为了鼓舞士气，入朝头天晚上
部队里做了动员会。连长告诉大
家，美军离不了飞机大炮，害怕夜战
和近战，只要悄悄围上去就不怕他
们了。第二日，大家斗志昂扬地开
赴朝鲜战场。
刘纯熙所在部队紧急参与工事

构筑工作，刚刚完工，美军就来了。
先头部队是三辆十轮大卡车，继而黑
压压的坦克装甲队接踵而至。上级
经过深思熟虑，命令撤退，避免正面
冲突，保存有生力量。
美军的飞机白天乌压压的一片

在上空盘旋，只要看到可疑的东西就
扔炸弹。起初志愿军部队没有空军
支援，也没有高射炮，只能暂时躲起
来，等敌机飞走后再接着行军。等天
一黑下来，志愿军就开始积极作战，
潜伏到敌人工事前，打突袭战。
战争持续到了冬天，天寒地冻，

志愿军只有普通的棉袄棉裤，根本难
以抵抗朝鲜的酷寒。刘纯熙部队在
战壕里待了很多天，食物奇缺，渴了
大家就抓一把雪在口里含一会儿再
咽下去，每吃一口忍不住打一个寒
颤。刘纯熙的部队里有一个小兵，已
经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这一日早
上，嘴唇发紫，眼皮抬不起来，刘纯
熙抱着小兵，想要把他摇醒，小兵醒
过来努力笑了笑，一会儿又睡过
去。等刘纯熙再叫他的时候，小兵
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刘纯熙抱着小
兵冷冷的身子，坐在一边愣了半
晌。他回过神来，看着周围，战壕里
坐着的伤员随处可见，缺手缺脚的，
还有的被燃烧弹烧光了头发，全身烧
破了皮……刘纯熙恨透了发动战争
的帝国主义势力。
他在被抓壮丁前，刚刚娶亲半

年，妻子已怀有身孕。在歇战期间，
他总是摸着衣服胸口绣的鸳鸯，惦念
着远在家乡的妻子，还有她肚子里的
孩子。刘纯熙和妻子青梅竹马，两家
几辈子都是邻居。后来，成了亲，本
想着过安稳日子，却被国民党拉去当
了兵，而如今又在这里生死未卜。但
是他知道，他不能做逃兵。只有打胜
了仗，才能活着回去，才能真正地过
上安稳日子。
终于，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结

束。刘纯熙急匆匆赶回了老家。朝
思暮想几年，终于见到了妻子，还有
儿子。

讲述人：刘建国 整理人：李芸

（摘自《正在消失的村庄》）

抗美援朝战士刘纯熙

健 康 生 活

□ 诗歌

□ 学生习作

□ 东丽记忆

□ 服务

桂花飘香的季节

庆祝建党100周年征稿选登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问：人为什么会中风？

答：中风又称脑卒中，是一种急
性脑血管事件。脑卒中是由于脑
部血管突然破裂，或者血管阻塞导
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脑组
织损伤的一组疾病，分为缺血性卒
中和出血性卒中。
缺血性卒中又称为脑梗死，发

病率高于出血性卒中，占脑卒中总
数的60%～70%。颈动脉、椎动脉的
狭窄或闭塞，可引起缺血性脑卒
中。患者年龄多在40岁以上，男性
多于女性，严重者可引起死亡。
调查显示，中风已成为我国人

口的第一位死亡原因，也是成年人
致残的首要原因。在我们国家，平
均每12秒就有一人发生中风，平均
每21秒就有一人因为中风而死亡。
中风后，轻症患者表现为肢体

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言语不清，重
症患者可出现昏迷，导致严重的残
疾，甚至死亡。不同类型的中风，治
疗方法不同。脑卒中可防可治，因
此预防发病很重要。

问：年轻人会得中风吗？

答：中风确实在老年人群中多
发，但年轻人也会发病，并且该病有
年轻化的趋势。
年轻人中风的危险因素与老年

人有所差异，外伤或粗暴的颈部按
摩所导致的颈动脉夹层，心脏病变
（如卵圆孔未闭、心脏瓣膜病和心内
膜病变），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动脉
炎、抗磷脂综合征）等，均可增加年
轻人发生中风的风险。不良的生活
习惯，如熬夜、高能量饮食、不运动、
压力大、大量饮酒等，可导致高血
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生概
率大大增加。这些疾病都是脑血管
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因此中风的患
病率也随之增加。

问：听说总加班会得中风，是

真的吗？

答：数据显示，年轻人如果每天
加班，中风的发生率会增加10%～
33%。前面提到中风的高危因素，那
为何加班会增加中风的发生风险
呢？这是因为如果加班成为工作常
态，经常久坐又不定期运动，加完班
还去喝啤酒、吃烧烤，身体不舒服也
不理会，不仅是中风，恐怕好多病都
要来找你了！

问：如何才能早期发现中风呢？

答：如果大家某一天突然觉得
浑身上下有点不对劲，要判断自己
是不是中风，可以对着镜子做下面
这三个简单的动作：一、露齿笑一
笑，看有没有口角歪斜；二、抬起双

手动一动，看有没有一侧肢体无力；
三、说几句话，看有没有言语不清。
如果有其中任何一项异常，都提示
可能发生了中风。

问：发生中风后怎么办？

答：中风发生后的6小时以内
（尤其是4.5小时之内），被称为抢救
的黄金时间。如果患者没有在这个
黄金救援时间内得到治疗，有可能
造成残疾，甚至死亡。所以，如果你
本人或者家里有人突然出现上面的
症状，高度怀疑是中风时，请立即拨
打“120”送到医院急诊科。
中风真的不能等！尤其是有高

血压、心脏病、年龄又在40岁以上的
朋友，出现异常时应高度警惕中风
的可能，就诊必须争分夺秒！大多
数中风患者发病之初出现的症状不
是很明显，或者症状一会儿重一点，
一会儿又恢复正常了。大家不要因
此就心存侥幸，当心错失了最宝贵
的抢救时间。
患者如果能在中风发生后的6

小时以内就诊，医生就能采取最积
极有效的治疗措施。以发病率最高
的缺血性脑卒中为例，医生可以采
取溶栓或者取栓的治疗方法，消除
堵塞在血管里的血栓。
溶栓：发病4.5小时内，通过静

脉注射溶栓药物，使血栓上的纤溶
酶原转化为纤溶酶，从而溶解血栓。
取栓：发病6小时内，从大动脉

穿刺，采用介入微创的方式对引起
大动脉闭塞的血栓进行机械取栓。

问：中风了，到最近的医院就诊

不好吗？

答：并非所有的医院都能进行
溶栓或者取栓的治疗。一旦怀疑中
风或者出现了中风的症状，需立即
送往最近的有卒中中心和绿色通道
的医院。选择医院有两个标准：一、
就近；二、具备卒中抢救资质。
当家人、朋友突然发生了中风，

我们可能会一时不知所措，哪还顾
得上搜索医院的卒中中心、绿色通
道？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拨打
“120”来运送患者，或者送到距离最
近的大型三甲医院，绝大多数都能
得到及时的救治。
不过，对于中风，预防远远重于

治疗。我们要重视中风预防的“五
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
限酒、心理平衡、治疗慢病。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远离中风。

东丽区疾控中心供稿

年轻人为啥也得中风

那缕沁人的花香

又一次悄然溜过鼻尖

我坐在小区的长椅上

回到了桂花飘香的岁月

我看桂花舒展着花瓣

静静飘落到您的身旁

我看夕阳慢慢地红晕

氤氲在那慈祥的脸上

哦，逝去的多少欢乐和憧憬

我仍然忆着那幅幅场景

哦！多少年来您哺育着我的生命

永远铭刻进年轻的心房

也许年幼的我不太懂事

曾跟您顶嘴吵闹

如今懂事的我长大成人

您的笑容却随着桂花飘散

但我们祖孙的一切

像桂花一样

封存在空气中

成了往日的回忆

又逢桂花盛开时

酿成一阵清香

咖啡加糖也不甜

东丽中学九年七班 商畅

咖啡酷似草原上蜷缩嚼草的野牛

我大把大把地向咖啡杯里撒糖

苦涩却令我头痛

于是我垫脚从空中摘了一朵云

又把地上的绵羊放上天空

任凭它飞呀飞

东瞧瞧西望望东嗅嗅西舔舔

我把那杯云彩咖啡装在了最贵的

杯子里

配上了昂贵的勺子

搅拌的旋律像是贝多芬的舞曲

但咖啡依旧是苦的

绵羊依旧在天上

杯中的云朵依旧没有融化……

指导教师 天津市东丽中学崔竹

东丽中学九年八班 牛雨晴

在每个人心中，总有一个地方让
你依恋，那就是自己的家乡。
我出生在这座城市东面的一个村

庄，年轻时趁着自由市场的开放，我离
开村办工厂去城市边缘的镇上经商。
当挣的钱能在城里买一所房子时，还
是将蜗居选在了镇上。有描写天气的
一句谚语：“东边太阳西边雨”，而我戏
谑我的居住策略是：“东边村子西边
城”，因镇夹在村与城之间，所以在镇
上居住，最符合我的一番小心思。
东边的村庄是我的守望，西边的

城市是我的热爱。幼时母亲常常把我
放到哪个姨家住一段时间，过后父亲
再骑自行车把我接回农村的家。上学
后的寒暑假，更要在城里的俩个姨家
轮流居住。还记得大姨家的萍姐带我
遛商场看电影，买新衣服新鞋的情
景。一件白底红碎花连衣裙，一双鞋
面带着两棵麦穗图案的塑料凉鞋，填
补了我做为一个小姑娘爱美的心。
辍学后，城市依旧吸引着我。白

天做完该做的事情，下半晌便坐车去
城里，在长春道倒一次车，最后在大丰
浮桥下车，二姨家在先春园街一条巷
子的尽头。每回坐在24路车上，我都
会扭头瞅向窗外。华灯初上的商业街
熙攘繁华，发廊的彩灯不停地旋转，三
洋录音机播放着最流行的歌曲，充斥
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流倜傥的青年
男子手挽吊耳环、烫卷发、穿牛仔裙的
时髦女人，他们一路走着笑着，脸上洋
溢着自信和热情。
商场的玻璃窗摆满新颖夺目的商

品，人力三轮车忙碌地穿行在街上，车
夫用洪亮的吆喝声提醒行人小心躲
避。与24路车并肩交错的无轨电车
发着叮铃叮铃的声音……这一切组合
起来便似生活里一幅行云流水的自
然，而这份自然却在无形中弹奏出这
个城市鲜活的乐章。

在这个城市里，我与姨妹有好多
不被人知晓的秘密。清晨，我俩轻手
轻脚起床梳洗过，然后穿过冒着烟火
气的胡同，到大福来吃早点，然后绕路
一个市场里，看城外的小贩们卖的鲜
活的鱼虾和莲藕还有其他新鲜玩意
儿。中午趁姨娘午睡，我们会去估衣
街、大胡同闲逛，甚至在傍晚偷偷跑去

河北大街的舞厅去学跳舞。
春天，我们常去西站闲坐。坐在

花坛边看广场上盛开的桃花，还有形
形色色背着一路风尘赶火车的人。而
旧城的巷子给我印象颇深，逢三姨姐
出嫁，我随送亲的队伍前行，一行人拐
过一条又一条胡同，直到悠长的胡同
拐进我的记忆，才到达新郎的家。
时间荏苒，姨娘们相继离世，只余

下一份难舍的空念恍若我的前世。从
那以后与姨姐妹们见面的机会少了，
我心中明白，不见只是不愿勾起痛楚
的怀念。时间久了，我们半生的亲情
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后来我和厂里要好的姐妹再坐车

去城里，习惯在东站广场附近下车，先
到龙门大厦一楼的阎记，买上两大套
烧饼夹牛肉放在包儿里，再步行到北
安桥或是解放桥过河，穿街过巷去商
场物色合适的商品。城市如林，我们
如索取山珍的小姑娘，兴冲冲带着自
己的薪水，一转就是一天。在太多阳
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与这座城又一次
加深了彼此的印象。
十八岁，我用自己挣的钱买了人

生的第一辆自行车，是飞鸽牌弯管单
梁的坤车。累并快乐的日子里，我骑
着它飞奔在家与工厂之间。每天工作
时守着四台哗哗转动的机器，生产下
来的纺织品，会被送到下一个车间清
洗定型贴上标签，最后运到城里的商
场和全国各地进行销售。
转眼结婚生子，孩子渐渐长大，我

牵着他的小手坐车到城里。我先是带
他从解放桥上走过，并让他记住这个
桥的名字，他仔细地看了看桥，然后煞
有介事地在桥上踩了又踩。我带他登
上几百米高的电视塔，稍稍懂事的他
就在塔上寻找家的方向。我带他去看
东站穹顶上的壁画，带他去沈阳道，南
市，文化街……好让他了解自己的城
市。
再过马路时早已是他牵着我的

手，他坚持要考这个城里的美术学院，
报名那天他兴奋地告诉我，考取这所
学校不仅仅是因为绘画，还因为喜欢
这所校园的历史。惊愕之余我才明
白，原来他早已爱上了这座城市。
偶尔，他会选择这座城市以外的

地方去旅游。他会因拍摄到沙漠成绿
洲的奇迹而兴奋，也会因从国外博物
馆，看到流失的珍宝国粹而缄默。毕
业后，我问他有打算走向其他地方？
他瞬间摇头，最后他选择在老城区做
了一名美术老师。闲暇时，他会遍访
周围古老的街巷，把内心的点点滴滴，
落在他与学生的画作。
随着飞速发展的时代，那些用于

居住的坑洼小巷，还有矮房窄屋早已
不见踪影，取代它们的是宽敞明亮的
高楼大厦。今天，这座城市一如既往
追赶新的时代，她变化得愈加美丽。
我会在雪后去海河边踏足，来感受这
座城市无垠的圣洁。我更喜欢倘佯在
城市夜晚的雨后，这时，拉长了身影的
灯光，使城市焕发温婉与宁静。
城市到处都嵌满历史的足迹，看

似云淡风轻，却裹有满腹的风潮云
涌。 这是一座波澜不惊的城市，一座
中西合璧的城市，请来这座城做客吧！
这里的河水波光盈盈，这里的人民热情
无比。站在海河的游轮上，听河水哗
哗，看两岸秀丽的风景。仅此，一个大
城市的风范瞬间展现你的眼前。
我的村庄，比之这座城小之又小，

我和一隅村庄过了一辈子。城太大，
每迷恋她的一角，定是我人生的一段
阶梯，走过一段阶梯回头看，就仿佛过
去了一辈子。这样算来我已和这个城
市过了几辈子，这感情有多深？已是
无法用笔一一赘述，只有在心中生了
根的爱，还在传递中继续成长。

纵横天下，总有万千星辉令人喜
爱。如，一层层浪的冲击，一层层沙的
铺垫，远古的海岸线空灵而美丽。云卷
云舒，叶生叶落，万物逃不过自然的洗
礼，海岸线在黄河一次又一次遗落的泥
与尘中骤然生长。数不清的贝，延着冲
击出的海岸线从鲜活到老去，它们用渺
小的身躯，在泥沙里筑起了一道道历史
的城墙。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子牙
河、漳卫南运河……九河下梢如流淌的
血液注入这片新生的平原。
土地日渐茁壮与坚实，生灵也被

日益滋养和孕育，吸收过日月星辰的
精华，经过了千锤百炼的磨砺，终于
生成了让我们热爱的一座城市，名
曰：天津卫。

西边的城
刘均红

东 丽 记 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