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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丽 记 忆

或许，我的墨笔绘不出你的大气豪迈

或许，我的思维触不到你的厚重悠久

就让我凭单纯的记忆

描摹你的秀美勾勒你的写意

我触摸渤海湾的潮汐

沿津塘路寻觅雅馨幽芳

那是连接中心城与滨海的虹

映射着朝气与活力

于是，发展与机遇光耀碧宇

土沃水晶润树青草萌绿

无瑕生态园花繁果流丹

东丽广场释放着舒适与安逸

鼻翼轻吸非遗文化醇厚浓郁

明眸善睐宫灯祥和剪纸神奇

宝辇舞动新生活的欢喜

高跷跳出中国梦的瑰丽

昔日窄小的街道已成条条通衢

诗意的延伸与外环挽臂

向东西辐射智慧的琼章

向南北传承文明的妙笔

云霞中劳动者的身影分外靓丽

霓虹下市井繁华光彩四溢

我的视线沿着津汉公路东移

创新与挑战铸造奇迹

空港如珠高新科技园吸睛

长材茂学将美好的愿景演绎

我的足迹再向北方延展

金钟河素湍衔玉

滋养带状公园的闲适和惬意

东湖翠盖盈岸深情绵延远古的碧色

那是青春的朝气

丽湖荷风扑面袅娜地诉说岁月的雅致

那是奋斗的希冀

流连湖畔捡拾沧桑巨变的旖旎

昔日塌河淀的湿地

绿如黛香如海漾动情怀的涟漪

蒲兰馨香暗送芦荻撷趣

天鹅栖止嬉戏沙鸥翔集

欢乐谷的喧声笑语

传递着民安国泰的祥瑞

日月恒静无语开启腾飞盛世

河流奔腾不息满怀敬意和感激

我的画布太小难以描摹你的工笔

挥毫泼墨也只是勾画你的一隅

我看到了你的速度和实力

时刻与祖国同呼吸

我相信你的积淀和进取

正在赓续惊艳时光的新履历

庆 生
王玉霞

东丽写意
沙彩虹

庆祝建党100周年征稿选登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南程林村有一位28岁便去世的年轻共
产党地下党员，人们只知道他姓孙。因为
工作的保密性，他长期在阴暗潮湿的地窖
中生活，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后不治而亡。
孙某本是天津北站的一名铁路工作人

员，会多国外语，负责接待各国旅客。1937
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天津沦陷，日本人
建立了由汉奸组成的天津伪政权。北站是
津浦线的起点站，也是天津与北京、上海、东
北等地连接的重要交通枢纽，自然处于日本
人的严密监控之下。天天看着日军在车站
耍威风，孙某的铁路工作做得很不舒心。
为了对中国人进行洗脑，日军想尽一

切办法进行思想灌输，连在北站过路的旅
客都不放过。他们公布了许多口号，还印
成小布条强行发给人们，并强迫大家背诵
和佩戴。所有出行旅客都要接受日军的检
查，如若未佩戴袖标或者背不出来，轻则罚
款，重则被毒打一顿，有的甚至会被扣上反
日罪名押送到宪兵队。
某日，一名来津探亲的耄耋老人因为

背不出口号，遭到日军的拳打脚踢，不仅手
杖被踹断，连身上背的包袱都被扯烂了，老
人在地上疼得直哼哼。孙某看不下去，上
前帮老人解围，希望能像往常与外国旅客
交流那般和日本人和平沟通。日军哪是通
情达理的人，根本不听孙某的解释，抡起枪
杆又是一顿暴打，孙某也差点被抓起来。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孙某的心，他觉得自己
不能再沉默懦弱下去，要奋起反抗，哪怕是
飞蛾扑火，也要去做些抗日工作。
恰好，孙某曾经帮助天津的地下党员

利用火车传递过信息，而他们也曾多次向
孙某发出邀请。考虑到家中尚有娇妻弱
子，孙某原本一直拿不定主意。但此次，他
铁了心，决定舍小家为大家，加入到地下党
的队伍中来。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懂得
莫尔斯电码，更熟练掌握多国语言，是不可

多得的人才。有了孙某的加入，天津地下
党开展起工作来更加如鱼得水。
孙某白日里照常在北站工作，没有露

出一丝破绽，晚上则在北站旁的地窖里发
送和接收情报。地窖里藏有一个小电台，
孙某凭借高超的密码分析能力和语言水
平，总能截获很多日军向外发送的讯息，再
转码发送给敌后根据地的党领导，帮助他
们掌握日本人的最新动态，日军情报不断
被泄露。他还协助党中央抓住了潜伏在根
据地多年的日伪间谍，为保卫根据地做了
突出贡献。
利用职务之便，孙某经常将传递讯息

的密码条塞进火车运输的货物里，曾多
次掩护共产党躲过日军的检查，顺利进
出天津。上级领导很重视孙某，想要培
养提拔他。
只可惜，天妒英才，因为长期在地窖中

工作生活，孙某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这在
当时可以说是不治之症，鉴于这种情况，党
组织批准他回乡养病。临死前，孙某紧紧
握着妻子的手，悄悄将代表自己党员身份
的小红本交给了她，并千叮咛万嘱咐一定
要将其烧毁，否则自己的身份有可能会暴
露，亲人也会一并遭殃。年轻的妻子伤心
欲绝，她将党员证烧毁后，把灰烬与丈夫的
尸首一并埋葬，希望他能带着自己的信仰
入土为安。孙某的亲戚看寡妇可怜，主动
领养了她两名年幼的孩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级党组织

派人来村里寻找孙某的遗孀和孩子，想要
给予他们高额的补贴。只可惜经历过多次
战乱，人早已搬走了，没人知道去了哪里。

讲述人：张凤华 整理人：聂文斐

(摘自《正在消失的村庄》)

为国献身的地下党员

近年来，东丽区委、区政府在优
化营商环境方面下了大力气，张贵
庄街道也在上门服务、靠前服务、精
准服务上提升了水平，使天津卓立
然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有了更多的获
得感。特别是今年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以来，营商环境进
一步得到优化，东丽区许多部门都
在积极推广“网上办”、推进“线上
办”、应用“马上办”、拓展“掌上办”，
利用信息化手段方便企业，全面减
少企业办事的时间、环节、成本。

此前，公司经常穿梭在各部门
之间，时间、人力成本很高，办事效
率不高，但在办理涉税业务时，区税
务局通过提前电话告知办理要求，
并积极协调财政、银行等部门，现在
仅在办税大厅一个窗口提交资料即
可，省去诸多不便。此外，张贵庄街
道包联干部通过“双万双服促发展”
等活动为公司解决招工、政策咨询等
8项问题，切实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特别是街道干部主动服务、靠前
服务意识让我们深刻感觉到服务意

识的改变。通过经常性的交流，公司
建立了党组织、加入了张贵庄街小微
企业联合区工会和街道商会，给我们
搭建了更多的交流平台。
下一步，公司将按照“四个全员

抓”工作要求，结合企业自身职能，
配合政府共同开展好相关工作，为
东丽区“科创绿谷 临空新城”贡献
力量。

政府稳基石 企业做服务
——天津卓立然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不要说这个时节渐近苍凉

谁不曾在年少时

与春天撞个满怀

谁不曾在绿色的夏天

在心田种下一米阳光

秋风把落叶铺满山路

窸簌的声音

汇成生命的河流

在黄昏的余辉中

守望星辰

不要在这个时节说忧伤

翻开岁月的日记

泛黄处

依稀可见泪滴的碎痕

不要在这个时节问短长

金色的秋天

在漫山留下过火红记忆

捡拾一枚枫叶

夹在书的扉页

回首每一次的笑颜

岁月里依旧闪着光茫

落叶问秋
刘梅

优化营商环境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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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村别说在中国地图上拿放
大镜找不到影子，就是在区县地图上
眼神儿好的也得搜摸半天。所以说，
在这个百十户、三百多口人的小村也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有个上级通告，
村书记在大喇叭里一喊，连地里干活
的村民都能听见，赶上书记那阵时间
清闲点儿腿勤快点儿连喇叭都不用，
串上几个门，有事村民就都知晓了，不
能说消息传得比电波快，反正不用像等
新闻联播一样，那些悠闲自在的大爷大
妈们就是不戴红袖章的义务政策宣传
员，保证给原稿上加详解批注另带个人
点评，事来了不吃饭也得把指示精神传
达给下一家。像娘生日孩儿满月，那虽
是自家的事，但从来不用自己记挂，大
伙儿就都替你想着啦，所以这村书记好
当，活儿也好干。

这些年小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在外
上学工作，老人们过着安定恬淡的日
子，村子有点儿像小桃源。要说热闹也
就是每年的七八月份，孩子们升学高考
那段，谁家孩子考了多少分，报的哪所
学校，哪所学校离家有多远，毕业以后
会做哪方面的工作，哪天安排全村吃喜
面……远远近近一番讨论猜想，那叫个
心里美！

今年却不同往常，一过年忠民书记
就给全村开会：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咱
村要用实际行动给党庆生。这可是头等
大事，你看村里最年长的二爷都九十六
岁了，笑起来时长寿眉和山羊胡像风中
的小旗子一样随着笑声一起飘起来，等
风稍稍停歇，二爷才清了清沙哑的喉咙，
用他那只百年沧桑的老手很权威地冲着
大伙儿一挥：这个事，我有发言权……从
那天起，街头巷末少了仨一群俩一伙的
闲谈，二爷的家里和大门口一改往日的
冷清，大家都去听二爷讲八路军路过村
子时给过谁家一本抗日宣传册，哪位村
民曾保护过地下党情报员等。唉！这岁
数大了就是个故事篓子！也别说，这都
九十多岁了，嘛事没经着过呢！故事，好
像是很多电影里的情节，但二爷非说就
是在咱村里谁谁他父亲或者爷爷身上发
生过的事。没人跟他老人家抬杠，无论
怎样反正大家都爱听，二爷也乐得讲，据
说二爷的爷爷曾是村里的老私塾先生，
二爷呢老了老了也算继承祖业，过把先
生瘾，这故事是越讲越多没有个完。

来二爷家听故事的六叔总是迟到或
早退，为嘛呢？六叔是村里的清洁员，村
里要求每天早晨大街清扫一次，垃圾每
天晚上清理一次。六叔本身就是个老实
本分人，做事到边到沿，向来是不让人说
话的主，用六婶的话说就是一根筋，给他
根鸡毛当令箭。今年这令箭在六叔手里
可就攥得更紧了。不仅清扫，看那街边
的月季花打理得像跟刚出水的娃娃，清
新发亮笑意盈盈。看十字街墙上的大红
漆刷的宣传标语每天被六叔用清水擦得
不染半点尘埃。字体颜色日渐浅淡，还
没到“七一”，书记就找村里美术老师又
用油漆描了好几次，累得美术老师只好
到医疗站要了几贴膏药备着。对这件
事，一向只会干活很少言语的六叔振振

有词：谁说我，活也得按照标准干！你们
不认得那墙上写的嘛字啊？一边说，六
叔还一边用他粗糙的手指当当响地敲着
墙面大声读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然后哼地一声，一甩袖子继续一丝不苟
干他的活去了。

咱再说那位讲故事的二爷，从来在
人们眼里说一不二，这回不知太阳从哪
边转了个圈，竟然改变了以往权威式的
倔强，依从了一根筋儿六叔的建议，改成
了中午讲故事。村里的事就是这样，有
大风起就有云彩散，有些意见相左来得
快去得也快，二爷说得好：一笔写不出俩
王字，谁还不都是这块土疙瘩上长起来
的娃！这回六叔心满意足了，干活听故
事两不误，那活儿干得更地道了！

说完六叔咱还得说说六婶，那可是
亲戚邻居之间说媒的一把好手，没别的，
最大毛病就是热心肠，不把谁安排妥当
了她都睡不好觉。六婶哪都好就是那年
头赶上家庭条件不好，娘家妈又没得早，
因为操持一家吃用，一天学没上过，用村
里话说叫瞎字儿不识，枉费了她一番心
灵手巧侠肝义胆。说起来也奇了怪了，
有三个字六婶每次看到都会愣怔在那
里端详半天时间，然后幼儿园学生一样
用手指头指着一字一顿地认真读出来：
“共——产——党”，年轻小媳妇们打趣
地问她：您不是不认识字吗？六婶一下
子严肃起来，板着脸一本正经地字句有
声：都不认得我也认得共产党这仨字，没
有共产党咱今儿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吗？他是咱的大恩人！要不是共产党你
们今天没吃没穿还不知在哪一角上漂着
呢？更别提读书识字挣国家钱！活个人
别没良心，哼！然后头一甩，嘴一撇不说
了，一群人竟被六婶训得老老实实。

这么热爱共产党的六婶，人们猜想
今年给党庆生她得发挥她的巨大潜能。
果不其然，村书记开会的第二天一早，六
婶就梳洗整齐开始了她的串联工作。她
先到自学成才会弹电子琴的四爷家里，
一进屋先掀开锅盖看看饭食，叨叨着：我
说他四爷，虽说您老一个人过日子，但国
家低保一月也好几千拿着，吃饭可别就
待，咱身体好了，就是给国家减轻负担不
是？好容易盼到这好年头，别看不开。
这充其量只是开场白，正题在后面呐：您
老看今年这么大个事，咱不能在旁边扇
扇儿让书记一个人忙活啊！事是国家
的，更是咱大家的，咱爷几个娘儿几个得
合计合计，您这电子琴加上好唱的大奶
奶、二娘他们几个，咱得表演个节目，别
看我不识字，唱歌我能算上一个……然
后凑近叔公耳朵边上神秘而自豪地说：
我只会唱一个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叔公四爷点点头自然心领神
会。六婶接着铺排：那群小媳妇们呢，经

常跳广场舞，谁让她们年轻爱赶兴时呢，
就来一个连唱带跳的，我看《我和我的祖
国》那个歌好听。呵呵，要不说六婶灵透
呢，连这歌都知道！让我再想想啊，六婶
一边用小发簪挠着头皮一边以三百六十
转的速度搜寻着她头脑里的信息库。对
啦！还有咱村库房里那年过年去区里扭
秧歌用的扇子，抖落抖落尘土也能排练个
节目。说是商量，四爷咽了半天唾沫也没
机会插上一个字，六婶就这么串个门的
功夫自导自演地完成了“七一”节目的策
划，同时也等于是给四爷留了家庭作业。

转眼到了“七一”那天。人们一大早
起来，像过年，今天人们给二爷准假一
天，因为今天没空听他讲故事，大家都要
一起到村委会看电视上习近平总书记在
天安门城楼上讲话。六叔在公鸡还没叫
头遍时就把大街村口抠扫得砖缝比平时
都深了几分，他觉得只有这样才叫拿着
事当事，给党过生日态度很重要。打扫
完一抬头看天东边才刚放亮，又打了一
车清水把路面洒了一遍，当然忘不了浇
浇那些路边的小花和大树。一边洒水嘴
也不闲着，一边叨叨：这大过节的，人们
都新鞋新袜新裤褂，这路上我得让它一
个土珠都不能有。活儿都干妥当了，又
使劲儿在地上蹦了几蹦跺了几脚，这可
是今天新加的动作，看地上干净潮乎真
的没有一粒土珠蹿出来，这才满意地拉
着他的小水车往家走，一路还破天荒地
哼唱起来……树上的小鸟被吓得扑棱一
声飞老远，它可能在想：这多年，在这村
还从来没听过木讷的六叔唱过歌，唱得
还蛮好听唻！

六叔到家，炕上早放好了六婶提前
给他准备好的新衣裳，桌子上晾好了早
饭，不凉也不热正可口。六叔一边吃饭
一边瞥着炕上叠得整齐的白衬衣，嘟囔
着：你们穿吧，我这干活的衣服挺好，坐
哪随便儿。六婶一听两条眼眉竖起来一
对：你也不看看今天是嘛日子！咱丑话
说在前头，今儿可比过年重要，过年是自
家的事，您爱穿嘛我不爱搭理你。今儿
可是咱党的生日，你懂吗？有切（客）有
人的咱可得体面点，你别给咱好日子抹
黑。咱得跟国家汇报汇报咱的好生活不
是？真服了六婶这张嘴了。六叔连紧带
忙地吃完饭，乖乖地穿上白衬衣，系上大
皮带，还把衣摆扎在皮带里，嘿，这不一
位老干部么！六婶噗嗤一下笑出了声，
拉拽着六叔像拉拽个孩子一样一溜烟跑
到村委会大院里。

大院里早就聚满了男女老少，今天
大家都放下了手里的活计，每个人手里
都拿着一面画着镰刀锤头的小红旗。扭
秧歌和舞扇子的也都提前换上了演出
服，一个个描眉打脸儿的，别管年轻媳妇
老年大妈一律黑眉毛红嘴唇粉嘟嘟的脸

蛋儿，一片浓郁的乡俗气息，那么喜庆好
看。统一的粉红蝴蝶袖上衣，葱心儿绿
的灯笼裤，走起路来飘飘忽忽仿佛一群
蝴蝶纷飞嬉闹。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相互辨认着，笑谑着，夸赞着。

咦，宣传栏那聚了一群人仿若蝴蝶
叮住一朵从未品尝过的花。凑过去一
看，哇，村里的“秀才”耀群爷不知何时利
用工余蔫不声响地把村里历代忠义爱国
人士的事例都整理出来，用毛笔楷书整
整齐齐写了两块展板，人们一边认真读
一边唏嘘不已……王某增，共产党员，在
抗日战争中为掩护全村群众被残杀，时
年十八岁；王某平，共产党员在1947年
解放战争中被围困胜芳芦苇淀光荣牺
牲，时年22岁。还有一些实物和证书的
照片，字字含血泪，图图做铁证！人们仰
头看着不约而同地端正肃立，含悲带敬，
攥紧拳头！

八点四十分广播喇叭在招呼大家
到礼堂观看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活动。人们坐在
一排排椅子上跟着学生一起唱《我们
是社会主义接班人》，跟所有中国同胞
一起唱《歌唱祖国》，唱《我和我的祖
国》……活动正式开始，习近平总书记
站在天安门城楼讲话，引发人们一阵
阵发自内心的掌声，大家的手都拍红
了还使劲拍，当听到：“没有中国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时”，二爷乐得张着没几颗牙齿
的大嘴哈喇子都流老长也不知道，他
是在想，没有共产党他活不到这么大
年纪也享受不到这么舒心的日子啊。
二爷哪还顾得上哈喇子，二爷实实在
在是醉了，醉在这个好社会了！当
讲到：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
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
载史册……此时没多大学问不善表
达的六叔眼睛仿佛被揉进了沙子，红
红的，用大手抹了几次，然后在雪白的
衬衣上擦落下好几块灰乎乎的手印
子。讲话最后，当大家听到：“中国共
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时，都站
立起来，欢呼，跳跃！几千年的外侮内
患被剥削受压迫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了！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广大人民群
众由站起来、富起来到今天的强起
来！无论怎样的兴奋和激动都不足以
表达人们此时此刻心中的感情！

那就唱起来吧！跳起来吧！四爷
的琴响起了过门音乐，全场人们唱起
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上岁
数的每个人手中拿着一张歌词，他们
有的认字，有的不认得字，但都像真认
识一样，一行一行跟着唱，就像六婶说
的，是我心里都认得！这张歌词大多
被老人家一遍遍练习磋磨得皱巴毛边
了，就跟四爷说得一样：我在被窝睡不
着觉都在背谱子！每个人举在手里都
像在举着一张奖状，唱得那么卖力气，
满头的白发亢奋得像一团团吐着白絮
的棉桃张扬在秋收的麦场上。

下一个节目是扇子舞《走进新时
代》，这可以归为中年队，那整齐那招式
跟专业训练过一样。看三婶那小扇子
抖得颤颤巍巍翻飞自如。不对啊，三婶
不是前两年脑梗有点手脚不利索了
吗？虽说不很严重，今天这表现也是个
奇迹啊！六婶在台下一边欣赏着她策
划导演的这些得意作品一边说：神不？
看他三婶非要跟着练，拦不住。你猜怎
么着？这小扇子一抖起来，从此手抖的
毛病都好啦！再看台上这个节目已经
表演到了收尾，十来个人正抖着小扇子
摆个造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八个大
字仿若绽开在花丛中！

第三个节目是青年队表演的歌伴
舞《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个淑身长裙，深
沉大气，人们不断地喝彩，还挥舞着手
中鲜红的党旗一起跟着唱。远远望去，
院里如飞落一片漫卷的红霞。歌伴舞
结束，领舞小嫂子家五岁的儿子，上幼
儿园中班的图图蹭蹭几步跑上台来，抢
过话筒大方地说：今天是党的生日，我
给大家唱支歌：……党是太阳我是花，
没有太阳哪有我的芳华；党是妈妈我是
娃，没有妈妈哪有幸福的家……稚嫩的
心中已经栽下了中国共产党的种子，已
经沐浴在感恩的阳光中，人们的手掌和
眼窝又一次红了起来。

人们又即兴表演几个节目，表达
自己抑制不住的感情。之后，全村人
们在村委会大厅里吃喜面，庆祝我们
党百岁生日，人们端着盘子一边吃一
边说，回忆着以前的光景，说着当下的
生活，畅想着美好的未来，说着说着就
忘了吃面，说着说着就像小孩子一样
忘了年龄：你说再过五十年，咱村，咱
们国家会是什么样子？然后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呵呵地笑着眼泪都淌出
来了……

这时咚咚两声，二爷的拐棍发了
令，大厅顿时安静下来，照例是清清嗓
子表示权威：我提议，明年“七一”，我们
继续！忠民书记立马大步走到二爷身
边一手搂着二爷的肩膀，另一手高举过
头：我赞同！

全场异口同声，顷刻间掌声雷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