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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工友递过来一个软籽石榴，石榴很
大很美，泛着红晕。我随手剥开，酒红色的果
肉饱满得很，塞了一把进嘴里，很甜，甚至是有
种熟到发酵了的甜。想起早年前，我老家院子
里也有棵石榴树。

老家的石榴树种在门口池塘边。每年池
塘换水的时候，塘泥堆到树底下，不知不觉长
成了一棵大树。每到五月，风起枝摇，红彤彤
的石榴花像燃烧在枝头的火苗，映得小院红光
一片，满树绿叶红花，着实美丽。可秋日里，满
树的绿叶经不起风霜，只剩下孤零零的石榴星
罗棋布挂在枝头。

自家的石榴像个面容蜡黄的乡下姑娘，背
着妈妈偷偷搽了一层胭脂，带着些许滑稽。它

没有苹果的红润光滑，也不像菠萝香气诱人，
只有一层粗糙的黄皮，斑斑点点，这颜值让人喜
爱不起来。除了外表土气，石榴吃起来也很是
麻烦，不仅要剥开厚厚的外皮，还要撕开里面包
着石榴的薄膜，好不容易吃到一点点果肉，还要
在咀嚼后吐掉石榴籽。但是当你真正尝到味道
时，便忽然懂人们为啥对其乐此不疲了。

石榴的果实，是经得起咀嚼，耐得住品味

的。那时，秋日是农村收获的季节。妈妈忙完农
活回来，南北门齐开，风穿堂而过，我和妈妈并排
坐在门槛上，剥出颗颗晶莹透亮的石榴放入口
中，让果肉连同果汁在舌尖翻滚，酸甜可口的汁
液瞬间溢满口腔，不免泛起一股子清新，像漫步
雨后山林，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乐。

“砍吧”“该砍”。窗外水泥地上的锯子已
经做好了要开工准备，爸爸妈妈和乡里乡亲七

嘴八舌讨论着要砍掉这棵自打我记事就存在
的石榴树。我依偎在妈妈身旁，对于阻止这件
事有心无力。石榴树长起来很快，那年凭着我
1米多点的身高愣是够不着距离我最近的果
子。村上发小们跑来玩耍，被这果子馋得口水
直流，“女汉子”二话不说就爬上树……

树没了，吃石榴的机会更少了，市场上的石
榴太贵啦。一个石榴能有一斤多，得 10来块
钱。这么想着，就到了下班点，上了回家的地
铁。同在一个城市，距离却远得很，等快到
家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隔
着小道一眼望到妈妈站在厨房窗户边张望
我的身影，我加快了脚步。“你们咋不先吃
啊？”“等你呢！” （运销集团）

石 榴 熟 了
马旭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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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三代跟党走祖孙三代跟党走
1921年至 2020年，99年风云激荡，99年

翻天覆地。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我们祖孙三代党员联系国家与
家庭的巨变打开了话匣子。

60年老党员
爷爷是一名有着 6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自1961年入党后，回村担任了20多年的村支部
书记，并在这个岗位上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带领全村人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那个年代作为知识分子的爷爷接受新鲜
事物能力比较快。回村后，他学习劲头丝毫
未减，经常去镇上或县里借书报阅览，了解时
势的同时，摸索种地的窍道。面临家乡山多
地少、缺雨干旱和土地贫瘠影响庄稼收成等
问题，爷爷既是村支书又是生产队长，带领村
民没日没夜地苦干，大规模治理山地，开荒修
路、打坝建库、平整土地、修筑梯田。

几年时间，山坳沟壑全开垦，层层梯田绕
山转，村里的耕种面积增加了一倍，打下的粮
食翻了几番，爷爷也因此评上了县里先进工
作者。作为先进，他有机会坐着汽车和绿皮
火车到广州、深圳、厦门、海南等南方城市学
习培育农作物优良品种。半年时间，都市的

繁华让爷爷思想发生了巨变，“让村民过上好
日子”成了他最大的信仰。

首个“万元户”
上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为基础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陕北大地上兴
起。爷爷敏锐地嗅到了时代变革的气息，不顾
奶奶的劝阻花光所有积蓄承包下了大队果园。

听父亲说，有一天爷爷给了他一本《党
章》，并找他谈心，把自己希望带全村人过上好
日子的想法告诉了他。那时他才 20出头，就
这样在爷爷引导教育下入了党，接手了满山果
林。他找了村里几个胆大的一起入股，苦心学
习、培育果园，经营三个年头分红2万元，成了
80年代村里首家“万元户”，也是全镇改革开放

模范带头人。
现今，林业收入依然是家乡人一项主要经

济来源。
走进新时代

2020年，就职国有企业的我成为一名预
备党员。相较爷爷、父亲、姐姐，90后的我生
活在一个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新时代，享
受着几代人努力取得的丰硕成果。小学到
高中学费全免，2014年如愿通过高考进入梦
寐以求的象牙塔就读；城乡全民医保，得病
不怕，看病不愁；互联网联通全球，一家人天
南海北交流无障碍；飞机、高铁、地铁、滴滴、
共享单车让出行无缝对接……

不忘初心代代传，久久为功久久红。我
们三代人，每一代都有各自的故事，串在一
起，反映了新中国翻天覆
地的巨变，验证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和
道路自信。

（神木煤化工公司）

目之所及，全是回忆；心之所想，皆是过
往；眼之所看，尽是遗憾。

脑海里回忆起那位爱晒太阳，一坐就是
半天，满脸尽是褶皱的爷爷，不禁让我湿了
眼眶，2020 新年伊始，病灾疫情、火山爆发、
宾馆坍塌一次次偷袭着脆弱的人类珍贵的
生命。3 月 5 日清晨，突然接到爷爷去世的
消息，一刹那间脑海里如同过电影一般，弥
满着回忆。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失去亲
人，让我有些懵。我未能亲自将他送走，不
及父亲的床前日夜尽孝，哪怕是目送都没
能做到，心中很是亏欠。奔波了一整天，回
家看到了挂满白条布的家，抚摸着已经冰
凉的脸庞……爷爷是安详的，脸也是慈爱
的，再也没有了痛苦和烦恼，与远在天堂的

奶奶相聚了。我们在心
里祈祷，天堂是美好的，
有温馨和团圆，愿您只是
换了个地方来守护和祝
福我们。——爷爷，让我

学会了珍惜。
当一个人衰老的时候，当一个人对你已

经没用的时候，因为你养了我，在我弱小的时
候你来养育我，你给予了我那么多，即使你
没有用了，我也不能不管你，我要回报你，我
照样养你，这才叫孝顺。

父亲将这份孝顺，有力地钉在了我们的
心里。奶奶病榻数载，父亲亲手侍奉，于
2003年的非典时期故去；时隔 17年，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送走了爷爷。这是他
对父母的孝顺，为了践行这份孝道，父亲停
下脚步，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现在留给他的
只剩光阴。父亲是要强不服输的人，他虽

不是富人，给不了我们富裕的生活，但他启发
了我们的心智，教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
地去做人做事。这份父爱像浓烈的酒，有味
道，是那种久藏烈酒，沁人心脾。——父亲，
教育了我孝顺。

丈夫，就是那个冬天怕你脚冷，而将你一
双还没有洗的脚紧紧抱在怀里不怕臭的男人。

我的丈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臭男人”。
他不像书里那么温柔，给我的爱和照顾都是
无声的，他总会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力
量。他教会我“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回
报，付出的时候是你所愿意的，所以永远不要
去向往得到对等的回报。付出与回报永远不

会做等号”。毕竟爱也分轻重，在每个人的心
里，这也是人之常情。

他的爱没有宠溺，他还告诉我，婚姻不是
女人的全部，现在这个时代，男女平等，结婚
的女人也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兴
趣爱好，不要把自己约束在家里，女人要有格
局，有想法。不论将来世事会走向何方，你有
你的追求，便可支撑一世。开开心心去追求
属于你自己生活本身的模样。

他更让我学会冷静与思考，我本是个毛
毛躁躁的性格，遇到事情爱急，易哭。是他让
我学会冷静、思考、沟通、解决。很多事情，只
是误会，多一句沟通，那就都过去了。如果反
之，则可能是无尽的苦难。——丈夫，让我学
会了成长。

今日，我感念我生命过程中出现的这三
位亲人，他们是我的榜样。我学会了珍惜每
一天，不留遗憾。学会孝顺双亲，践行百善孝
为先的诺言。学会成长，没有谁会永久的陪
伴着你，唯有强大的自己。 （榆北煤业）

珍惜·孝顺·成长
文/音 寇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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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
阳，今又重阳……”每年农历九
月初九，九九归真，故曰“重
阳”。古人认为九九重阳是吉祥
的日子，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
长寿的祝福，因而传承至今。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
母亲今年七十八，自父亲三年
前去世后很少出门。现在的单
元房不像农村，除了吃喝拉撒
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干的，母
亲眼睛不好，每天呆在家里就
是看电视和等待，说是看电视，
不如说是在听电视，而我在每
次回家打开门那一瞬间，同时
出口那一声“妈”换回“哎”的
回应，都会让年近半百的我感
受着温暖和踏实，重阳节这天，
我特意早回了一会。

“你姑昨天来拿的青菜，掺
了蘑菇包的饺子，不知道你啥时
候回来，我自己先吃了。”

“妈，今天带你去看场电影，
《金刚川》，抗美援朝的片子，饺子回来再吃。”

一向不爱出门的母亲很爽快地答应了我，转
身拿了身份证优待卡，“咱坐公交车下去，我这优
待卡还没用过呢。”坐了公交车，趁着等场次的时
间和母亲逛了超市，买了点小吃踏入了她二十多
年没进过的电影院。宽大的银幕，舒适的座椅，
看着这陌生的一切，母亲很新奇也显得很胆怯，
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小心，这
不是小时候的我吗？那时为了看一场电影要深
一脚浅一脚走几里或几十里地，累了妈妈可以抱
着我，看不到银幕妈妈让我坐在肩头，羔羊跪乳，
乌鸦反哺，现在角色转换过来，和母亲的付出相
比，惭愧内疚之情顿时涌上心头。

我扶着母亲找到合适的座位坐下，很快电影
开演了。《金刚川》讲述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最后
阶段，志愿军为向金城前线投放更多兵力，在物
资匮乏、武力悬殊的情况下，不断抵御敌机狂轰
滥炸，以血肉之躯一次次修补被战火炸断木桥
的故事。母亲看得很投入，聚精会神，全场几乎
没说几句话。

电影最后，她问我：“那个美国飞行员打死了
没有？”“打死了。”“唉，不容易啊，华县解放我还上
小学，一觉醒来村子周围到处睡满了解放军，抗美
援朝那阵在学校也给志愿军做炒面，自己哪怕再
饿也不吃，都要给前线打仗的战士。”

母亲教了一辈子的书，也是我的启蒙老师。
那时候的小学教师身兼数职，几乎无所不能，母
亲识五线谱会唱许多老歌。解放前出生的她也
知道新中国的历史，感人的场景勾起了她老人
家半生讲台为伴，桃李天下的芳华回忆。

电影已经结束，屏幕上的演职人员表还在继
续，可母亲没有起身，仍然沉浸电影情节里，跟着
片尾曲《英雄赞歌》一直哼着“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直至最后一句。

“妈，散场了，咱回吧，挡个出租车。”
“不坐了，离家也不远，走着就回了，就当锻炼

了。”家离电影院一公里多，我知道母亲一半是不
想花那个钱，另外也是想和我这个老儿子说说话，
也就遂了她的意。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
剩归途”。走在回家的路上，街道上车辆川流
不息，道路两边灯光璀璨，照在蹒跚的两个人
身上，留下一段段的身影，那晚我们母子说了
一路的话，到家后一口气吃光了留给我的青菜
香菇饺子，感觉特别香。 （陕化公司）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 70周年。手机里刷着新闻，楼下的灯光
若即若离，在这样一个夜晚，我想起了你。

小时候爸妈在外跑生意，我大部分的
时间都住在你家。你喜欢听秦腔，每次一
进院子，就能听到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秦
腔声，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倒是觉得坐在
躺椅上的你，翘着二郎腿摇头晃脑的模
样特别逗。你的标志性爱好除了那部收
音机，就是旱烟了。你总是熟稔地将烟
丝放入烟斗，用拇指使劲摁两下，然后划
着火柴在烟斗上烧一圈，我就知道我最
喜欢的环节要来了。只见你努着嘴，左
手食指和中指敲在鼓鼓的腮帮子上，一
个个烟圈就吐了出来。最开始你为了逗
我开心，而之后的表演则是经不住我央
求。现在偶尔看到别人抽烟，还会忍不
住问，你会吐烟圈吗？鲜有会的，也全然

不像你吐得那么圆，飞得那么高。
好像所有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就是听故事。西游和水浒你都信手拈来，
家里的木抽屉塞满了小人书。有时候你还
会给我讲聊斋，吓得我缩在被子里只露出
眼睛，这时你就会哈哈大笑，然后借着昏黄
的灯光给我做手影，米白的墙上一会儿出
现一只兔子，一会出现一只鸽子。在小小的
我心中，你无所不能。

后来我渐渐长大，只有周末才能回去，
你就开始教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教我

学做武松、鲁智深那样的人。你说，希望我
始终能是不被拘了天性的孙猴子……这些，
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记忆中，你的毛笔字写得极好，过年时
家里到处都贴着你写的对联和福字。如今，
你的笔迹从家里慢慢消失了，但我仍然记得
老房子床头上你为我写的“身体健康”。

那一年，一向康健的你突然病倒了。我
想起你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你曾在 17 岁参
加了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有一次冒着倾盆
大雨连续两天都没休息，最后高烧不退，在

当时的条件下，你却熬了过来。所以当我
听到你生病的消息时，也固执地觉得你这
次肯定也能逢凶化吉。

你走之前，家里换了房子，你在姑姑的
搀扶下一间间地看着，眼里满是欣慰，那天
你嘴边一直噙着微笑，说等病好了就来住，
可你终是没能回来。老房子被拆后，我偷
偷把门栓和石头镜藏了起来，这是我拥有的
关于你的东西。我无数次想梦到你，后来真
的梦到了，你坐在院里，嗔怪着奶奶把你养
的凤仙花经管得不成样子，扭头却夸起了今
天的红薯饭煮得真好。

很多年后的一个夜晚，我远离家乡，遥
望夜空，心里想着，嗯，我的爷爷去了很远
很远的地方，他就住在那一颗星星上 ,守着
我们……

不知，天边的那颗星，你还好吗？
我们很好，勿念！ （榆林合力公司）

天边的那颗星
赵静

君子取财应有道，
廉洁从业名声好。
身败名裂后悔多，
诸君听我廉洁歌。

读书明理应思廉，
效法先贤当勤廉。
修身养性好育廉，
涵养正气足助廉。

不忘初心谨记廉，
牢记使命处处廉。
培育家风为清廉，
净化社交细处廉。

夙夜在公践行廉，
亲清政商彰显廉。
勤勉敬业莫忘廉，
对党忠诚常思廉。

选人用人贵在廉，
从政为民胸有廉。
表里如一笃行廉，
善始善终全靠廉。

为民责任扛在肩，
自律方能挑重担。
心底无私天地宽，
廉洁从政永向前。
（黄陵矿业生产服务分公司）

干 部 廉 洁 歌
杨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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