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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八九二期

祖国是培育我的母亲

祖国是繁花锦簇的家园

祖国是航行的巨舰

我站在祖国的土地上

就拥有了无尽的自豪

华夏文明辉煌数千年

巍峨的高山举着豪迈、举着自强

不息

穿透岁月的沧桑锻造了中国人的

——雄浑与刚坚

风蚀了一切凸起的残岩

看，东方亮起了曙光

祖国处处风光无限

听，家家户户对酒当歌

九州遍地载歌载舞

崭新的神州开启了历史新纪元

在这金色的十月

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我热血沸腾，深情款款

万物也在激情中生长

四面八方送来了惊叹的目光

迎面招展的国旗

山站起来了，水活起来了

大街小巷传来的歌声甜起来了

每个鲜活的生命庄严起来了

我跳动不已的心自豪起来了

我们这些五里公社山乡小学的孩子

围拢在操场上那根用松树打磨成的旗杆下

它的顶部装有一只滑轮，把旗帜固定在绳子上

缓缓地、高高地冉冉升起

我们列队在操场上，一边唱着国歌

一边眯缝起清澈的眼睛，向上仰望

乡村孩子的童年就这样变得明亮而美好

我们忘情地唱着，四周的大山屏住了呼吸

整个山村直起腰身，向操场这边凝望

朝霞从山岗上流淌下来，又以植物的形式

在每一寸土地和每一颗心中生长

50年后，那些童音唱出的歌声

仍在清风里清晰地荡漾

我的内心舒展着一帧明媚而辽阔的梦境

仰望国旗

站在堆满柴草、种着柿子树的院落

目光越过屋脊和烟囱

看到晴朗的天空，看到山坡上

五里公社山乡小学的国旗在飘动

那时候，我还小，装在口袋里的渴望

是打出一串水漂的几枚石子儿

它们被山脚下那条小河叮叮咚咚的音符

浣洗成一粒粒星光

我饥肠辘辘的童年，就此被甜美的梦

填充得十分饱满

向山坡上仰望的眼神，在一个个清晨

充满了灿烂的畅想

那时候，我就像一只驭风九天的鸟儿

展翅的姿影多么轻盈

亲吻国旗

捧在手中的这块红绸，因为镶着五颗星星

从而有了特殊的触感

透过经纬，我看到母亲埋首那盏油灯下

专注地飞针走线

彼时，窗外的寒风呼呼吹着挡雪的草帘

而她的眼神间，正在破土而出的春天

以顽强的长势茁壮着我们心头的希冀

将这块红绸轻轻捧起，依稀捧起了

一路壮歌的长江与黄河，那阕豪迈的韵脚

铺过两万五千里蜿蜒曲折的征途

抵达我们爱不释手的捧读

又从我们眼里泛起的晶莹起航，扬帆向远

在这块红绸迎风飘舞中，我的山村

坐落于群山之中，袅袅炊烟以草书的笔法

在广阔的天空铺陈我们心中的眷爱

在桥吊林立的码头上

看不到旖旎的春色

只有港口工人用忙碌身影

诠释的青春

海蓝色的工装涌起春潮

奔腾着雄浑的津港豪情

他们的笑容比春色更美

颗颗汗珠似春雨滑落

一簇簇浪花在掌心流转

起吊、落钩，箱起箱落

一轮轮旭日在肩头升起

靠泊、起锚，迎送八方来客

闲暇时，凝望海天深处

对着流云飞鸥凝重思索

向海图强的课题如远方的思念

始终盘踞在心头最贵重的角落

其实，他们也有“小我”

青春也将面对很多取舍

但不变的是他们的笑脸

再多难题也从不退缩

旭日临海时，他们是一叶白帆

无畏地向着海天进发

苍烟落照时，他们就是一片归舟

载回大海涛声，满船丰硕

那龙门吊的巨臂上

始终飞扬着他们最初的梦想

就算青春渐远，芳华日暮

他们也将践行对大海的允诺

每一块绿苔斑驳的礁石

都记下他们对海的情怀

每一道澎湃激昂的大潮

都回荡他们奋斗不息的浩天长歌

莽原，采油女穿着醒目的“中国红”

红艳艳的工装，红彤彤的笑脸

巡视着黄河岸边，那一片辽阔的石

油家园

黄澄澄的帽子、黑亮亮的眼眸

巡视着渤海湾畔，那一片郁郁葱葱

的石油森林

一座悬崖上的抽油机，遥望

一片海岸上的采油树

日出照亮海纳百川的渤海湾

落日晕染胸襟豪迈的黄土坡

走西口唱三十道坡、四十道拐

观沧海瞰千里江山、万里海岸

青春，亮堂堂唱着“信天游”

从“明珠”上的渤海一路走来

从“宝塔”上的延安一路走来

春天吹来绿莹莹的风

春意搭起明亮亮的舞台

她们来了，从黄河长江奔涌而来

从长城边塞驰骋而来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会聚而来

黝黑阳光的笑脸，自信神采的英姿

走向广阔的世界，走向光明的未来

黄土坡上的石油灯塔，黑土地上的

石油生涯

独流减河的石油号子，渤海湾畔的

石油船帆

天与地，生与死，爱与恨

一路相伴相行的石油

不知不觉间染白了忠诚的守望

土梁上不眠的“灯光”

浪花里腾飞的“石油”

黄土高原“兰花花”的心，连着

渤海湾畔“油哥哥”的情

石油已经起航，满载石油的蓝图扬

帆世界

为了心坎中，八百里秦川伟岸的“石

油梦”

为了山峁上，飘扬的一面党旗下

那一句对石油和祖国郑重的承诺

黄土地掷地有声的光阴

渤海湾千金一诺的岁月

石油和誓言，在《我为祖国献石油》

的歌声里

高擎一岁岁信仰

石油和青春，在《创业》的电影画面中

舞起红绸绸秧歌

一片黄土一首歌

一捧石油一生情

那是印在奖章上的青春

盛开在高原上的一朵

无愧于祖国的“石油花”

张嫂的农家院

张嫂的农家院

挨着盘山

看着干净，住着舒坦

饭菜呢，物美价廉

于是

来此住宿的人

就一拨接着一拨

如同溪流，源源不断

张嫂笑眯了眼

她家的鸡

也咕咕哒、咕咕哒

然后，比着赛着地下蛋

王哥的“六瓣红”大蒜

王哥能干

已是声名远播

100亩“六瓣红”大蒜

在他眼里

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他自豪地对记者说：

过去，种这么多的蒜

人累得要吐血

可现在，轻松得可以唱歌

因为有了高科技

下种时用“北斗导航”

控制自动播种机耕播

寻找买家时，手机联络

另有快手、抖音直播

半天销售几千斤，不是传说

我家的“六瓣红”

个匀、肉白、汁多

都远销到了外国

要是不亲口尝尝

就等于没上我们宝坻来过

养殖场的猫不馋腥

养殖场出了奇事一件

那里的十几只猫都不馋腥

鲫鱼、草鱼、白鲢……全不沾

就连大黄堡虾放到嘴边，看也不看

有人不信，亲自实地查验

结果张嘴结舌，傻了眼

有人把这一奇事拍成照片

刊发在农村报刊的头版

后来才明白事出有因

养殖场的鱼虾多得如繁星亮闪

不是猫们不馋腥

而是常吃鱼虾，有了味觉疲倦

本版题图 张宇尘

阿三来到这个村子里，承包了10
亩鱼塘。让阿三没想到的是，村子附
近的钓客真不少，钓客们根本不把阿
三这个外地人放在眼里，在塘边停车，
便抛竿垂钓。阿三赶钓客们走，钓客
反倒骂阿三不懂事。强龙压不过地头
蛇，阿三一时也没有办法。好在阿三
的几万尾小鱼苗，刚投下去没几天，没
什么大鱼，钓客们不久便怏怏而去。
到了第二年的秋冬之际，钓客们

知道鱼肥了，又都冒出来了。阿三急
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赶走一个，又来一
个。阿三灵机一动，宣布收费！阿三
在路口竖起一块木牌：钓鱼一天，收费
百元。
很多钓客不答应，说收费贵了。

阿三说：“你们都是钓鱼高手，一天能钓
我几十斤鱼，你们还嫌贵？”有的钓客趁
阿三午休时，提了渔获就跑路，等阿三
起床时，河边哪里还剩几个人？剩下的
人也坚持说没有钓到大鱼，不肯给百
元，只愿意给10元。阿三怒火中烧，提
起其中一个胖子的鱼篓子看了看，里面
果然只有几条小鲫鱼。胖子斜着眼睛
笑道：“你这外来客，还不信？”
阿三正在气头上，忍无可忍，抡

拳给了胖子一下，胖子趔趄着掉进了
鱼塘。爬出来时，成了泥人。胖子红
着眼睛跟阿三厮打在一起，幸亏村长
路过，跑过来拉开了两人。村长解决

的方案是：阿三不收胖子的钓鱼费，
还送上两条大青鱼作为补偿；胖子不
再追究阿三先打人的责任。
第二天，阿三找到了村长。阿三

的意思是，请村长帮自己驱赶这些垂钓
者，报酬是年底渔获的五分之一。村长
笑而不答。过了几天，路口的牌子上换
了字：鱼塘属村长，禁止钓鱼。钓客惧
怕村长，不敢再来了。村长自己则从家
里拿来鱼竿，坐在塘边钓鱼，而且钓上
来的都是二十多斤的大青鱼。阿三对
村长的钓技赞不绝口。几天后，阿三看
着村长每天提回去的大鱼，心急火燎，
只盼村长快点走，别再来了。
阿三没日没夜地守了这口鱼塘

两年，眼看要收获了，现在倒好，赶走
了一群狼，又来了一只虎！阿三看天
气似乎要下雪了，便走到村里，想找
几个人下鱼塘拉网捞鱼。偏偏，阿三
在村里又遇到了村长，可阿三懒得搭
理他。村长却笑着说：“找谁呢？”阿
三抬起头：“找人拉网捞鱼。”村长拍
着阿三的肩膀说：“别忘了，五分之

一。”阿三没有吭声，朝前面走去。等村
长的背影消失在拐弯处，阿三回过头，狠
狠地“啐”了一口，说：“还五分之一呢，鱼
鳞都不给你！”
阿三找齐了几个人，约定明天早上到

水塘边集合。第二天，大家都来了，可那
些招人厌的钓客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
了，一个个垂涎欲滴。此时，村长也来了，
他发了脾气，叫钓客们快滚，钓客们都灰
溜溜地走了。
阿三斜看了村长一眼，没有说话，转

身穿上下水裤，与其他人一起下塘拉网。
几个小时后，鱼贩子开着车来了，阿三不慌
不忙地将鱼过磅后，卖给了鱼贩子。傍晚，
阿三数着钞票，差点不到10万元。
阿三乐呵呵地刚躺下，就听到敲门

声，开门一看，是村长。村长说了一番
话，说他最近在这鱼塘钓的鱼，都送给了
城里的鱼贩子。今天招呼鱼贩子来，也是
他打的电话。他观察阿三很久了，认为阿
三很可靠，值得帮扶。他还说了村里正在
进行新农村建设，就是需要像阿三这样
肯干、能吃苦
的年轻人，还
问阿三想不想
扩大承包面
积。阿三此时
才豁然开朗，
高兴地回答村
长：“干！”

春天的时候，春天来到了城市，青涩的脸庞随着火
车站巨大的人流，一起向地铁拥去。春天的脸上，带着
希望的光芒。地铁将春天送达一个老乡处。老乡和春
天一样，也是个男孩子，比他早两年来到这里。老乡原
本是一个人住，两室一厅的屋子，住得有点奢侈。老乡
笑眯眯地说，你来了，刚好帮我分担房租。春天问，多
少钱？老乡说，一共4000元，咱俩一人一半。春天咬
了咬牙，这租个房，也太贵了吧？
第二天，春天就出去找工作了，坐着这个城市的地

铁，坐着这个城市的公交，这些交通工具将春天送达一
个个找工作的目的地。春天一路上看到了许多年轻美
丽的女孩儿，那些女孩儿不同于春天的大学同学，她们
生涩，像一枚枚还没熟透的果子，而地铁上、公交车上
的女孩儿们，她们都是披肩长发，又或是齐耳短发，一水儿精致的
脸庞，一身得体的职业装。春天不由多看了几眼，还看到一个女
孩儿在看他。莫名地，春天的脸红了。
春天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一家规模不大不小的公司，对方开出

了不高不低的待遇，问春天，有兴趣来吗？明天就可以上班。春天
犹豫了一会儿，答应了。春天带来的5000块钱，已经用掉一半，先
得让自己在这个城市待下来。春天已经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城市。
工作日，春天忙忙碌碌，上班下班，坐地铁、公交，出地铁、公

交，吃饭睡觉。休息天，春天也往外走。老乡谈了个女朋友，女朋
友休息天都要来。老乡提前给春
天打招呼，说，哥儿们，女朋友想和
我过二人世界。春天笑笑，懂了。

春天去了附近的公园，这是一
个新建的公园，面积很大，有大片的
树林，也有河流，崭新的步道。好多
附近的老人、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
年轻情侣，都在这暖暖的阳光下走

来走去。春天在步道上缓步行走，他走得并不快，平常
走路一样的步幅，所以没有汗，走得有几分气定神闲。
春天看到一个披肩长发女孩儿修长的背影，女孩

儿也在步道上走，走得很快，呼哧呼哧的，像阵风般。
春天突然有了追上去的冲动，说不上是什么原因，就
是想追上女孩儿。春天很快就追了上去，对于大学时
的长跑健将来说，这点速度真的不算什么。春天追过
女孩儿后，从眼角的余光，微微地打量了她一眼。女
孩儿似乎是看出了春天在赶超她，争一口气般地加速
了，修长的腿像小鹿的两只脚，风一样地向前跑去。
春天看愣了，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女孩儿就在前面

几十米处被绊了一下，整个人前倾的同时，踉跄着摔
倒在地上。女孩儿没有爬起来，坐在地上突然呜呜地

哭了起来……送女孩儿去社区卫生院的路上，春天知道了女孩儿
叫秋天。春天笑着说，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春天的幽默逗笑了
秋天。秋天不是因为摔倒而哭，她是因为在单位被领导责骂而哭，
秋天做错了事，领导说，你干不了就给我滚！秋天不想滚，她还要
付房租，还要吃饭，还要留在这个城市。秋天不想回老家，父亲已
经没有了，母亲也改嫁了，她没有回头路了。
春天和秋天成为了朋友。
春天的工作得到了老总的认可，老总发现春天除了懂计算机

外，居然还懂策划，策划也是春天比较擅长的。老总给春天又压了
新的担子，春天的收入也随着担子的加重在递增。秋天也很努力，
因为有了春天的鼓励，秋天的工作做得很主动，也更细致。一向苛
刻的领导有次还破天荒地夸了她，这可把秋天给乐坏了。
步道上，春天和秋天跑起的步伐本来是并排前行，跑着跑着，

春天就跑到了前面。春天停下来，等秋天跑上来，然后再并排前
行。不经意地，春天的手触碰到了秋天的手，秋天的手触电似的缩
了回去。很快，两只手牵在了一起，一起跑向未知的前方。这个大
城市里有春天，也有秋天，是那么的美好。

祖国，
我为你自豪

董国宾

山乡小学的升旗仪式

郑安江

祖国的“石油花”
曾凡胜

乡村新歌
郑万友

鱼 塘
安 频

春
天
和
秋
天

崔

立

（外二首）

（三首）

律师有大律师和小律师之分，律
师事务所也是有规模大小的区分，小
律师事务所多，大律师事务所较少。
大律师事务所中间，现在也有不少门
类齐全，就像全科医院那样，各个科室
都有，每个法律领域都可以涉及。有
不少律师事务所甚至出现了成千上万人
的，在全国和全球都有办事机构。传说中
的那些大律师，是不是一定都是在这样的
大律师事务所执业呢？那可不一定。很多
律师事务所就一位律师，一位大律师带上
一个秘书，人齐了。律师事务所的卖点就
是这位大律师本人的能力和资历。很多法
律业务确实不一定要靠群体作业，甚至比
较适合单打独斗，大律师往往个性张扬，比
较自我，如果合作伙伴多了，反而影响决
策。不要认为律师事务所的庙小就没有
大律师，不少人带着自己的秘书助理或者
徒弟，自得其乐，也干得很不错。大律师
这尊神，就是自己的庙，自己把自己装起
来供着。当然，这样的做法灵活而决策力
强，可是这样的律师事务所里的律师承接
的一般是传统诉讼法律服务，单兵作战能
力强，并不等于可以适合大兵团作战，很
多大公司的大型法律服务项目，还是要选
择那些团队作业的大律师事务所。尤其
是现在很多个法律服务项目都需要通过
招投标来选聘律师，对于律师事务所的人
员规模有硬指标，单打独斗的大律师甚至
不会被考虑。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律
师自有自己的市场和空间。

大律师事务所里的大律师多吗？那

当然啦，带领大律师事务所前进的领头人，
一般来说都是所谓大律师，专业上是带头
人，在业界的影响力也自然不小，有的人是
因为本来有影响力所以能做大做强，也有人
因为不断地做大做强所以才有了很大的影
响力。因为所做的案件类型不同，不管是诉
讼还是非诉讼，很多法律事务承接之前就需
要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不仅要看个人成
功案例和业绩，客户还要看过往综合成绩，
团队规模和业绩达不到，客户就免谈了。既
然团队规模大、人多，那就不可能都是领头
的，都是将军了，谁来当士兵呢？虽说千军
易得，一将难求，领头的很重要，但有一支精
兵，也还是很重要。很多律师适合做具体工
作，属于“工兵”类型，不一定有创意和魄力，
但是执行力强，能出色贯彻带头人的工作意
图，律师事务所就是讲究人和人合作的地
方，整体能力终归看的不是个人，看的还是
一支队伍的综合能力和水平。话再说回来，
一个领头人，一个一马当先的人，何其重
要。在讲究整体配合的前提下，一个摧城
拔寨的球星对于一支球队的带动作用是不
可低估的。看戏看的也是头牌，是“角儿”，
大律师之于大律师事务所也是如此。大律
师在哪里呢？大律师无处不在，认真做事，
不负重托，也就可以是大律师。

50 大律师无处不在

龚自琮道：“先祖经商，先伯
祖仕宦，宗支虽近，却显得疏远
了。这次也是万般无奈，我才找
到上海去的。”陈文俊道：“血浓于
水，不管怎么说，龚观察和令尊是
同一个祖父的亲堂兄弟。令叔权
高位重，现已是一方道台，不日还要大
用。他的弟弟已经升任礼部员外郎，
更是前途无量。你千万要尽心巴结。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何况是一
方道台！他们手指缝里漏掉的银子也
足够你们一家老小享用了！”龚自琮
说：“听说家叔为官十分清廉，薪俸有
限，府中花销极大。俗话说‘大有大的
难处’，咱也不能白白让人养活。我打
算让他老人家给我找一份差使，挣一
份薪水，能养家活口也就心满意足
了。”陈文俊道：“这哪能叫‘白养活’？
你是他没出五服的侄儿，这是你们龚
家的家风！当年还不是你大伯祖把龚
观察、龚礼部抚养成人的？什么叫清
廉？不贪赃受贿就叫清廉？像他们那
样的大官，谁是靠俸禄过日子的？”
“不靠薪俸他们靠什么？”自琮不解

地问道。陈文俊冷笑道：“靠什么？靠
‘火耗’，也就是‘耗羡’。朝廷规定，丁银
一两，加征五分至一钱五分，
算作征交、运输、保管的损耗，
这就叫‘火耗’。漕粮一石，加
征二升到一斗二升。你算算
这笔账，上海管辖几个府，每
府有多少县，每县有多少人要

收多少钱粮，仅‘火耗’一项何止十万！养
活你们一家三口，还不是九牛一毛？”自琮
听得咋舌。但是他还是说：“总是自食其力
的好。”陈文俊说：“其志可嘉。男子汉大丈
夫应该有这个志向。贤弟打算何时去上
海？”“有点事情办完之后。”自琮随口回
答。“什么事情？”陈文俊又问。“我正在为自
珍抄写诗文，抄写完毕给自珍送去，也算是
拜见叔父的一种借口。”自琮说道。陈文俊
说道：“久闻龚观察的大公子才高八斗，诗
文出众。他那‘怨去吹箫，狂来说剑’的名
句早已脍炙人口。可惜无缘拜会。既然他
的诗文在你家里，能否让为兄一饱眼福
呢？”自琮闻言犯起难来：自珍曾经交代，自
己的诗文不要轻易让外人借阅，更不能让
外人转抄。但面前要借阅的是自己的内
兄，如何能够断然拒绝呢？他踌躇一阵之
后，说道：“明天我给兄长送到府上。但不
要让外人借阅，动身前我亲自来取。”
陈文俊道：“听说上海道台衙门养了
许多清客，其实有几个有真才
实学的？我想龚观察如果肯延
我入幕，一定不会让他失望，我
自己又难以开口。我想给龚大
人写封信，托你给他带去，还请
你妥善表达我的意思。”

82 陈文俊好名好利 37 要保护住现场

高克己端起手里的酒杯，一饮
而尽，继续复盘：爆炸声响过之后，
顺着爆炸的冲击波和气浪的方向，
他和李正弘瞬间便朝现场冲去，爆
炸声响在他们前一节车厢的连接
处。他们两人举着枪，跑到前一节
车厢时，眼前的一幕让他们不寒而栗：
爆炸的冲击力是毁灭性的，车厢头顶上
的铁皮被整块地掀了起来，脚下的车底
板也被炸开一个大洞。许多负伤的旅
客哭喊着指着车厢连接处，而连接处因
为爆炸而形成了一个真空，旅客们纷纷
躲避，甚至打开车窗往外爬。他们俩的
第一反应就是保护现场。两人跑进风
挡，第一时间封闭了两边的车厢门，其
实说封闭车厢门，还不如说他们俩是用
身体挡在了车厢门口，因为连接处两边
的车门都被炸毁了。他们就这样举着
枪，站在车厢门边上，呼喊着旅客不要靠
近，以免造成踩踏。他回头看了一眼，倒
在地上的两个人都已经被炸得血肉模
糊，车厢连接处的挡板上，满是血迹和被
爆炸冲击力撕碎的附着物。他极力集
中精神，控制着自己的恐惧，蹲下身借着
微弱的灯光，收集现场可能提取的一切
证据，并仔细查看周围情况。车厢两个
被炸者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胸口以下
都被炸得血肉模糊，他无法判断两个人
是否还有气息，只能凑近去翻看他们的
躯体，刚一上手他的双手便已经黏得全
是血了，急得他直往车厢壁上抹。就在
这个时候，李正弘大声地喊叫他的名字，

问他能否确定倒在地上的人还活着。他先
试探了一下左边躺着的人，发觉已停止呼
吸，再转向右边时，他突然发现这个人的面
貌好熟悉，他用手捋开这个人面部的头发
并擦去血迹，竟“啊”的一声喊道：“是老
大！这个人是成玉坤！”李正弘浑身颤抖了
一下，紧跟着问道：“人怎么样，还有气儿
吗？”他使劲儿捂住成玉坤还在冒血的胸
口，用力压住脖子上的颈动脉，试探还有没
有脉动。“完了，没气了！”他说不出是无助，
还是悲愤。李正弘猛地跑过来，把他从成
玉坤的尸体旁拉开，指着车厢门说：“快，
保护住现场！这个现场不是咱们能勘查
的啊！”他说：“可人得抢救啊，万一还能救
活……”李正弘说：“你看看周围环境，这
个列车都乱成一锅粥了，你去抢救谁？你
往哪去找大夫、找医护人员啊？”

他不死心，还想去搬动成玉坤的身
体，被李正弘一把拽了回来。李正弘瞪
大眼睛盯着他喊道：“高克己！现在这个
案子不是你我能处理的，保护现场，只要
保护住现场，就能为以后侦破提供线索，
我们就立功了啊！别犹豫了，咱们一人
一边把门守住了，不要让旅客冲进来。”
他被李正弘的话镇住了，虽然想反驳，但
知道李正弘现在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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