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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有老井，后有葡萄树的。
老井是哪一年挖的？不知道，母亲说

她当年嫁到这里时就有这口井了。葡萄
树哪年栽的？虽然是她自己栽的，但她也
忘记了，只记得那年从街上捡了一棵被扔

弃的葡萄苗，回来就栽在老井旁了。反正
是在生我之前，等到我两三岁时，夏日里，
葡萄就已经一串一串，坠得很低，我摇摇
晃晃在葡萄树下走，有的地方扬起头，不
用踮脚就能把一颗葡萄吃进嘴去。

老井幽深，冬暖夏凉，那时家里没冰
箱，母亲买了肉，就放进小筐，用绳子坠
在井筒半空里，想吃时就提上来，从不变
质。买了西瓜，抱进水桶，放下井去，浸
在水里，等一会儿拿出来切了，凉凉的，
很甜。

葡萄树得到了井水的滋润，一年年开
枝散叶。为了不让它长得委屈，母亲立起
木桩，搭起棚子，让葡萄藤攀爬上去，蔓延
开来，遮蔽了半个院子，形成了一个绿色
的走廊。

井水也得到了葡萄的馈赠，特别甜。
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总是来我家挑水
喝，虽然她们自家也有井。每次来，先放
下扁担，在葡萄架下坐一会儿，同母亲说
一会儿话。如果正是夏天，母亲就摘了葡
萄让她们吃。村里的那些孩子们，在夏天
最喜欢找我来玩，其实我知道，他们是来
吃葡萄的。一进院子，目光就被葡萄黏住
了，再也拔不出来，母亲当然不会让他们
的嘴巴失望。

喜欢吃葡萄的，还有鸟。特别是那种
叫“白头翁”的，冷不丁飞下来，啄上一口
就飞走。别看它头顶一撮白毛，像个小老
头，敏捷着呢；还有黄鹂，先在院外的白杨
树上尽兴地唱上一会儿，才飞下来吃口葡
萄，仿佛只是为了润嗓子而已。我对鸟来

偷吃很不满，便用弹弓打。母亲阻止我，
说：“让它们吃吧，就算是咱们养的鸟。”

很多时候，我在葡萄架下，蜷在躺椅
上看小人书。不用摇蒲扇，老井在身旁，
凉气溢出，氤氲开来，驱赶了热气。葡萄
叶遮得严严实实，不让丁点儿阳光漏下。
偶尔有蝉落在葡萄藤上，仿佛对我看的书
的内容全部知晓，一个劲儿喊：“知了，知
了。”母亲坐在我身旁，缝缝补补，偶尔抬
头看我一眼。

一晃经年。
就在前天，我回到乡下，午后，坐在葡

萄架下的老井旁看书。母亲依然坐在我
身旁，掐着麦秸辫——卖给下乡来收的贩
子。“白头翁”飞来啄食，母亲的白发居然
比“白头翁”的还要白，知了在不远处聒
噪。当困意袭来时，我猛然间恍惚，仿佛
闪回到了从前，葡萄架下的我，还只会看
小人书，而母亲的头发，还乌黑发亮。

那一刻，
时光未老，岁
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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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江余江可爱的杏树坪可爱的杏树坪

杏树坪是子午岭山系中的一个小山
沟，层峦叠嶂，被绵绵的渭北山地包裹着。

从学校迈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便
来到了莽莽大山之中。来了才知道这
里是一个煤矿，矿区依山而建，矿部就
在这个叫杏树坪的地方。即使在矿区
这片安静幽然的地方扎根，不经意间，
几个月的时光在平凡和平静中悄然逝
去，没有留下什么惊人壮举，也没有留
下什么遗憾。

记得去年刚刚毕业，自豪而又兴奋
地来到这片肥沃又沃饶的土地，满目皆
是碧色，心中的一腔热火在这片土地上
无限蔓延，几分紧张，几分恐慌，在同事
的传帮带下也逐渐适应了这份工作，那
时的承诺，立志明心，为民从警，这些时
日，有过伤心，有过紧张，亦有过成功的
自豪。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却并不简单，
在我身边，有许多老干警，数十年如一
日，把青春献给了矿区。他们斑白的发
际线、眼角的皱纹，深深感染着我。

半年过去，我已与这里融为一体，
老干警的作风影响着我们这批新警。
从业务到工作作风，从生活到执勤，我

们同甘苦共命运，矿区已成为我们人生
中的又一个成长舞台。“千门万户曈曈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时节，监
区也早换新颜，寓意幸福的春联福字
高高挂起，夺目的彩灯也装点在门窗
上，灯光透过窗户温暖照亮着大地，爆
竹声中一岁除，又是万家灯火的一个团
圆日，忙碌了一整年的人们在春节时家
人团聚，杯盘交错。但这种日子更需要
我们坚守在监区里面，一年到头，服刑
人员思念家的心情不比我们少，对于里
面失去自由，宛若褪去羽翼的犯人来
说，这个日子正是他们心里容易最出现
波动的时候。“保稳定，保平安”，监区的
稳定，改造工作的正常开展，“五大改
选”的落地生根，高严的目标需要一线
干警夜以继日的工作，去克服警力不足
的困难。值守，是我们永远的职责所
在，在岗一分钟，安全六十秒！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半年多来，我从老干警
身上明白了奉献的真正内涵。

从警仅半年，感受颇深。这份工作辛
苦却不孤单，身边还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
奉献的人，前辈们的敬业精神成为我职业
追求的榜样。选择了这份职业，就是奉
献。多少个岁月，大家减少了陪伴家人的
时间，内心的歉疚却化成了工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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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1978年12月，年
仅19岁的我，唱着《我和我的祖国》报
名参军成为铁道兵，从那时开始一干就
是41年。期间曾任工程队队长和党支部
书记 20余年，荣立三等功 1次，荣获各
种荣誉30余次。

军人，是把荣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
人。寒来暑往，将赤诚、忠诚融入企业，始
终不忘初心，将一名老兵的价值诠释到了
极致。30本荣誉证书，记录了从军以来
的人生故事，铭刻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峥嵘
岁月。

小时候由于家里穷，初中没毕业就
到生产队挣工分去了，文化基础知识非
常薄弱。50岁才开始学习新闻写作，先
后在 《工人日报》《中国铁道建筑报》
《陕西工人报》《人民铁道报》《中国建设
报》《中国交通报》等报刊和网站发表消
息、通讯、散文及言论上千篇。期间荣
获股份公司网站“优秀信息员三等奖”，
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优秀基层通讯
员”，且多次参加各类大赛并获奖。从一
个写作的“门外汉”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新
闻工作者”。

在写作的道路上，汗水伴着泪水，跌
跌撞撞地耕耘，苦行僧般地历练。由于长
时间扎根基层，才使写作灵感来得迅捷、
写作激情更加高涨、生活阅历更加厚重，
这是一笔不可再生的资源，一份不可复制
的履历。

41年的职业生涯，对铁道兵那份情
感已融入生命和血液中，只有当过铁道
兵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埋藏在心底那
份挥之不去的情感。我最爱写铁道兵
战斗生活的故事，我的笔墨只为铁建人
而落，我的笔杆就是无形的钢轨枕木、桥
梁隧道、路基道砟……在我的笔下，多少铁建人的故事被
揭晓，多少铁道兵的功绩被赞扬。

写作，已成为我一生的梦想。用手中的笔，追忆往事、
记录生活。我竭尽写出现代企业的风采，写出一个又一个
铁建员工美丽的故事，不断向外传递企业开展“守正、深
改、奋进”主题活动的最新信息。期间，有对铁道兵的回
忆，对青藏线的自豪，还有对中国铁建的希望。

退休后我有个心愿，就是静下心来写本关于铁兵情
怀的书。记录铁道兵在那个艰苦岁月中战斗生活的故事，
回忆中国铁建在发展道路上的丰功伟绩，回顾祖国发展壮
大的坎坷历程。毕竟，那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吃罢饭躺在床上，女儿拿着
指甲刀进来，亲亲地说了一声：

“爸，给你剪指甲。”我半天没回过
神来：才剪了几天指甲，怎么又
剪？见我迟愣，女儿随即解释：

“今天是父亲节。”
想着多年来，右脚大拇指的

灰指甲不但长得极丑，甲面凹凸
不平，粗糙难看，而且指甲还向里
长，戳得拇指生疼，吃尽了苦头，
随即点头答应。

于是我脱掉袜子躺在床上，把脚伸过
去。女儿一边拨弄着我的脚，一边说：“我
把同事这套家具借回来，就是专门给你收
拾灰指甲的。”说完，炫耀地打开小巧玲珑
的工具盒，里面躺了一排排大小不一，亮
闪闪的指甲刀、剪子、镊子、夹子和钩子。
女儿拿出一把带有弯钩的指甲刀对我说：

“这是剪指甲掏指甲的好家具。”我心里紧
张：“家具不错，不敢把我肉剪了。”女儿笑
而不语。

“爸你躺好，脚稍微抬点。”我像听话
的木偶，把脚放到女儿腿上。女儿开始小
心翼翼地操作。指甲刀小，坚硬的指甲怎
么也剪不断，女儿咬牙切齿，不断变换着
角度，费了好大劲，才听到“砰”的一声，指
甲飞到了地板上。每剪完一个指甲，女儿

总是把剪过的地方用指甲刀粗糙
的背面磨圆。“爸，疼了吭声。”有时
为了把剪不断的指甲撕扯下来，女
儿稍微用点力，脚趾就感到疼痛，
疼就疼吧，忍着。十分钟过去了，
就剩下收拾右脚大拇指了。

这可是个难啃的骨头。
先是用带弯的剪刀刃，把坚硬

的、弯进肉里的指甲一点一点掏出
来剪掉，然后把裂缝的、不平的指
甲修平，再把增厚无法下剪的腐朽
指甲用刀尖或钩子慢慢掏出来，直
至干净。这是一个认真细心的工
作，稍不留心就会伤及皮肉，让人

有种被蝎子蜇了的疼痛。每次遇到伤及
皮肉的刺疼，腿就不由自主地抽搐。

指甲剪完了，女儿拿出同学从日本带
回来专门治疗灰指甲的药水。“爸，听说这
种药水涂在指甲上有点蜇，你坚持一下。”
像要上刑场，女儿叮嘱我扛住。

女儿气喘吁吁地完成了所有程序
后，我站起身走了两步，确实感觉舒服轻
松了。

人常说的“孝顺”二字，其实有两层意
思：一是孝心；二是孝行。孝，不能只表现
在嘴上。

一个人，一个家庭，衡量幸福的标准
是什么，不是看财富的多少，权势的大小，
而是看是否夫妻和睦，孩子上道。

老百姓要求简单，幸福就是期盼家庭
和睦，儿女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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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方 7月 21日说，一架委
内瑞拉战机在国际空域“挑衅性”尾
随一架美军侦察机。美方所述细节
遭委方驳斥。按照委方的说法，美
方一架侦察机侵入委方领空，委方
出动两架战机，把它“护送”出委方
领空。

美军南方司令部21日一份声明
说，美国海军一架EP-3型电子侦察
机 19日遭委内瑞拉一架苏-30型战
机“挑衅性”尾随，以致两架飞机“无
法保持安全距离”。

美方拒绝披露事件发生的具体
地点以及美军侦察机当时执行何种
任务。美方声称，事发“国际空
域”，委方战机尾随美军侦察机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致威胁到美
方机组人员安全、妨碍EP-3侦察机

执行任务。
美方还以苏-30是俄制战机为

由，“顺带”谴责俄罗斯。美方一份
声明说，这起空中险情表明“俄罗斯
不负责任地向尼古拉斯·马杜罗政
权提供军事支持”。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去年 5月
赢得连任，今年 1月就职；反对派不
予承认，反对派要员、全国代表大会
主席胡安·瓜伊多 1月 23日宣布自
任“临时总统”。

经挪威政府斡旋，委内瑞拉政
府和反对派5月起开始对话，迄今没
有就化解政治危机达成协议。

委内瑞拉 21日发布官方声明，
所述细节与美方大相径庭。

委内瑞拉军方在声明中说，一
架美军侦察机19日上午出现在委内

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附近的迈
克蒂亚机场周边空域，委方随即出
动两架战机，11时 33分许拦截那
架美军侦察机，“护送”它离开委
方领空。

委方说，这架美国军机没有向
委方空管部门报告自身行踪，以致
对那片空域的其他飞机构成威胁。

最近几个月，美国不断采取经
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等手
段，试图施压马杜罗下台。空中险
情发生当天、即19日，美国把委内瑞
拉军方反间谍机构 4名高级官员列
入制裁名单。

委内瑞拉政府指认瓜伊多受美
方操纵，认为美方意图推动委方政
权更迭、以夺取委方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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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方：不得侵入领空！

日本警方 7 月 20 日获得逮捕
令，将逮捕京都动画公司纵火嫌疑
人青叶真司。多家媒体曝光青叶的
过去：从小父母离异；深居简出；邻
里关系差；有抢劫犯罪史。

《周刊文春》网站以青叶一名
初中同学为消息源报道，青叶有一
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从小父母离
异，他与父亲生活，家里经济条件
差。他没有什么朋友，在学校遭受
欺负。

报道说，青叶高中毕业后打零
工，父亲去世后与家人疏远。

2012年 6月 20日凌晨，青叶进
入茨城县一家便利店，持刀威逼店
员，抢劫大约2万日元（约合1278元
人民币）后逃走，同一天上午向警方
自首。青叶因抢劫便利店被判处 3
年 6 个月监禁。刑满获释后，他
2016年搬到琦玉县琦玉市，住在一
座两层普通公寓楼的一楼。

多家媒体报道，青叶犯案前后，
多次因在住所制造噪音遭邻居投
诉。《体育报知》网站以青叶曾居住
公寓的管理员为来源报道，青叶
2010年至 2012年在茨城的公寓居

住期间，“每天都把闹钟定在零时 4
分，然后用钝器敲打墙壁”。

京都警方介绍，青叶有精神病史。
青叶纵火后遭制伏时喊道，京

都动画公司剽窃了他写的小说，他
要见社长。京都动画公司社长八田
英明20日说，没有见过、也没听说过
青叶，不清楚他为什么声称这家企
业剽窃他的小说。

警方把纵火事件定为纵火杀人
案。青叶在火灾中受重伤，现在处
于意识不清状态。警方打算他伤势
好转后执行逮捕。 □惠晓霜

京都纵火嫌疑人是“麻烦制造者”
有抢劫犯罪史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领导的新
政府7月22日赢得议会信任投票。

这是米佐塔基斯政府本月初执
政以来首次面对议会信任投票。希
腊议会当天以 158票支持、142票
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政府的信
任动议。

在过去 3天的议会辩论中，米
佐塔基斯和几位新部长介绍了新政

府的政策框架，概述了未来 4年的
优先事项和发展目标。

米佐塔基斯政府承诺从今年 8
月起将逐步减轻个人和企业税负，
专注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吸引
更多投资者、加速私有化并创造新
的就业机会。

希腊 2009 年年底爆发债务危
机，经济总量缩水约四分之一。

尽管希腊经济从 2017年起开始恢
复性增长，并于去年 8 月退出救
助计划，但目前希腊债务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仍高达 181%，投资
和私营领域营商环境亟待改善，
银行坏账数额庞大，金融风险仍
然存在，18%的失业率仍为欧盟
最高水平。

□李晓鹏 于帅帅

希腊新政府赢得议会信任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