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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期间，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史诗巨
制影片《长津湖》在各地院线热映。影片场面气势恢
宏，情节感人至深，人物鲜活生动，效果震撼人心，是近
年战争题材创作的又一部标杆和里程碑之作。

电影《长津湖》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9兵团
某部穿插七连参加长津湖战役的过程，展现了人民
子弟兵炽烈的爱国情怀、对党和人民的无比忠诚，生
动诠释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电影中志愿军战士
浴血奋战的场面可以用火爆、震撼、感动、催人泪下
等词语来形容。影片中“冰雕连”的情节，更是触动
了无数观众的泪点，“看哭了”“影院里哭成了泪
人！”朋友圈里这样的留言不胜枚举。

《长津湖》拍出了中国军人的军魂，它是永远冲锋
在前，用血肉之躯筑成的钢铁长城。在敌军拥有全套

机械化装备、掌握绝对制空权
的情况下，志愿军武器装备落
后，后勤保障和生活物资也极

度缺乏，在零下 40摄氏度极端恶劣的战场环境中，只
能身着薄棉衣，吃炒面、啃土豆、喝冰水。但他们忍饥
受冻决不退缩，即使冻成“冰雕”也要保持严整的战斗
队形和冲锋姿态。连长杨根思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
敌人同归于尽，老排长“雷公”为引开敌机驾驶载有标
识弹的汽车、不惜自己粉身碎骨，体现出舍生忘死、向
死而生的民族血性，谱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诗
篇。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在武器装备、保障条件悬殊的
情况下，志愿军第9兵团打败了武器装备世界一流、战
功显赫的美军第10军，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剑锋所指，所向披靡。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
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殊死决战，才让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企图借朝鲜为跳板干涉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目
标化为泡影。彭老总签下停战协议后豪迈地说：“帝
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重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更重塑了中

国人的精气神。一雪百年来被外敌入侵之耻，让中
国人真正自信起来。同时更为新中国打下几十年和
平发展的伟大基业。

看完《长津湖》，我们很多人才明白志愿军战士
为什么那么勇敢？正如电影中那句让人泪奔的台词：

“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完了，下一代就不用再打了！”
今天我们不必担心“明天与战争哪一个先来”，这每
一秒的静谧时光都是英雄们拼命换来的。如今山河
无恙，盛世如你所愿，我们更需致敬英雄先烈，致敬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新中国成立 72周年，历经风风雨雨。曾经那段
被枪林弹雨蹂躏的记忆，已被历史深深地收藏。走过
屈辱，走过苦难的先辈们，用千年如一的信念，凝聚成一
面鲜红的旗帜。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今天观影《长
津湖》深为感动，有一种自豪，叫我是中国人，有一种安全
感，叫我来自中国。经历疫情大考，更觉“此生无悔入华
夏”，真诚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澄合矿业公司）

《长津湖》观后感
刘小琴

秋 染 柿 红
侯俊峰

周末回家，沿途的柿子红
得正酣，缀满心田。在办公室
电脑前工作的久了，偶拾野地

的娇鲜，使人心野里长了几丝清新的野草，在晨风中
摇曳起那份乡土的向往。

我突然觉得人确实是自然的孩子，水土的精灵，有触
目的风景马上就催化触目的心情。索性把车停下，观赏
正在丰收的柿子园。“喔唒……”一条隐向林阴深处的
小树巷里，远远走来一头黄牛，一顶草帽，几个弯得像
草帽下扬鞭的老头样的大南瓜在牛背上趴伏着。那
刻，老头和牛的背景甚是斑斓，几座新采摘的柿子山
蹲在两边，一排排赤、橙、黄、绿相间的柿子树环抱四
周，后面跟着纯白色的大狼狗，头上有不断飘落的柿
子叶和湛蓝的天，如同一幅彩画，又像一笛晨曲。

走到家门口，邻居家的几棵小叶子枫树刺目的
红，比我小一辈的金峰妈站在树下喊：“回来了，你爸
妈知道你要回来，早给你把柿子摘好了……”至今我
不知道该把这个长我三十几岁的邻居叫啥。

一进家门，地上一小块木板上晾晒的柿子在阳光
下有几分耀眼，有些生疏的小狗对着我直吠。父母从家宅
旁边的菜地里赶回，我欣喜地接过父亲手里的一筐柿子忙
问道：“树上卸完没？我给咱摘去。”父亲说：“这是最后几个，

树上的那些是你妈让给你留的，让它熟透了，再吃软的。”我
家就一棵柿子树，是爸栽下供自家吃的。记得那时妈妈老
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等柿子长大了、结果了，我们都老
了。正如他们所说，这种老品种的柿子树，得 10年、8年
的，才能结果。要长成参天大树，硕果满枝的话，最少
近 20年光景。可栽树是父母最乐意的事，家里现在有
桃、梨、枣、杏、石榴、苹果等关中常见果树，棵数不多，
但样样俱全。以前在部队爱吃水果的我，如今对水果
不是很感兴趣，因为每次回家，爸爸都给我摘好一大筐
果实，但我喜欢果花飘香的春天，喜欢柿红的乡秋。

我跟父亲在大厅里擦柿子上的尘土装箱，母亲已在
厨房里做菜团子了。父亲帮我把几箱柿子装到车上，母
亲又提出来她做的咸菜。我坐在车里，父母站在门口相
送，那一刻，我清晰地看到了母亲头上的白发和父亲满
脸的皱纹。小院里唯一一小块鲜艳的色泽——柿子红
没有了，我突然感觉自己像个“土匪”，回到家里，拿走了
两位老人忙碌了几天的成果和小院里那丝红色的“生
气”，连句谢谢都没说——虽然是父母为我准备的。

车子离开家门口已经很远，回头望去，两位老人依然守
望着，有几丝秋意涌上了枝头，染深了我“柿红色”的车窗。

时至今天，又是柿红染秋的时节，可故人已远，恍如隔
世的记忆和文字总能让我们久远的思念。 （陕焦公司）

父爱如父爱如““风风””
肖晓肖晓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声谢谢你，直到长大
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当听到《父亲》这首歌，
脑海里就会涌现太多关于父亲的影子，如老家门
前的那条小河，源源不断。

长久以来，对于父亲，我的语言是匮乏的、苍白
的，写不出几句完整的句子来表达对他的感情。印
象中，他严肃、不苟言笑，我和弟弟做错了事会受到
严厉的批评，我们小时候都怕他；有时候几个小伙伴
正玩得兴高采烈，看见他过来，都悄悄散去。

父亲爱看书，天文地理，武侠、文学，都爱看，吃饭
时看、休息时看、深夜的灯下也在看。平时，也爱教我
们读书，在书本里不仅给予了我们知识，更教会了我
们一个个人生道理。正因为如此，在那个小地方，谁
家有个红白喜事，他都被请去做主事，写礼单；在还
不流行买对联的岁月，过春节，家家户户的对联都是
他写的。听爷爷说，父亲上学时成绩很好，那时首先
考中专，父亲考上了，毕业后有了公职，后来因为弟
弟的出生，他的职业受到影响。这也许是我长大后，
经常能从他的眼里看出一丝悲伤的原因吧！

记忆里，父亲的怀抱是温暖的，纵然这种怀抱少

之又少，也是我可以撒娇的地方。小时候我体弱多
病，父亲的怀抱是我病中的安慰。还记得那次父亲
带我打针回来，中途大雨滂沱，密密麻麻的雨中，我
趴在他的背上，父亲用宽大的手掌紧紧地护着我的
双腿，走在深浅不一的路上。尽管当时雨声很大，风
声很紧，那一段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

岁月在远行，轮回如草籽。父亲像一只奔跑
的蚂蚁或低飞的麻雀，在村庄和小镇之间来回“出
没”，种植庄稼、收割稻谷；养育儿女、根植理想，这一
干就是几十年。如今，父亲渐渐老了，额头上有几条
深深的皱纹，发际线也向后退了许多，脊背也在慢慢
弯曲，但他依旧像一台上足发条的老钟表，至今仍不
肯停下来。

前几天，单位发稿费，我给父亲发了红包，留言
让他买啤酒。晚上，他打来电话说，看到红包了，很高
兴，钱不要，他们都很好，让我不要操心。我们聊了一会
儿，他说你的工作就是做好企业宣传，写好稿件，这是本
职工作，单位还发稿费，就要更加脚踏实地，务实工作。
我理解父亲，他不仅这样要求我和弟弟，自己也是勤勤
恳恳，对待工作认认真真。儿时，父亲常常教导我的一

句话：“对人，永远要怀着一颗向善之心；做事情、干工
作永远不要挑三拣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无论从事
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尽心尽责。”那时的我，并不理解其
中含义，而今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每当遇到不顺心的
事，想起父亲的话，心中自有一片天地。

扛着风雨奔波半生，父亲老了。当我渐渐步入
而立之年，对父亲的感情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前那
些隔阂也在慢慢消融。如今，我最大的安慰就是
每次回老家，都能看到父亲在门口等待的身影，当
他粗糙的大手接过我手中的箱子，说一句，你妈正
在端菜。我所有的疲惫都融化在这朴素的语言
中。饭桌前，父亲说起家乡的人情世故，询问着
我在外面的情况以及孩子学习内容，我一一答复
着。他爽朗的笑声就从屋里传到了屋外，惊得树
上的知了停止了鸣叫，“嗖”一声飞向另一个地方。

我知道，在时光的打磨下，父亲会像屋后那棵
大椿树一样，不再结籽、不再继续发芽，但一定会
继续为我遮风挡雨。风，穿过屋顶，在过堂里撒
着欢儿跑，我看见父亲的肩上落满阳光，那是爱
的光芒…… （重装集团）

岁月有痕

“煮好的鸡蛋、炒好的瓜子花
生、桃子、梨……”奶奶翻着老式挎
包，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把雨伞带上，天气预报今天有
小雨！”爷爷边说边径直走向南房。

很快，确认好所有东西都准
备就绪后，姑姑、姥姥、爷爷、奶
奶一大家子出发去赶一年一度
的佛堂岔庙会。

每年的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是
佛堂岔庙会，对于乔岔滩乡镇靠南
边的二十几个村子来说，是个特别
的日子。对于劳动一年的农民来
讲，在漫长的一年当中，很少有可
以休息的时候，除了重大的节日之
外，就剩下庙会和赶集了。

从小生长在农村的孩子，一般
对庙会都不太陌生。之所以叫庙
会，是因为集会一般都起源于寺
庙周围。农村里寺院虽然很少，
但庙却很普及，一般多数村子都
有庙，信仰的神灵也各不相同，或
大或小，每年都会有定期的祭祀
活动，祭拜祖先和神灵，这是传统
的民间信仰活动。小庙会一般就
一天，大庙会则持续三天。

记得小时候的庙会非常隆
重。距离庙会还有好几十天的时
候，小伙伴们就开始期待了，总是
盼望庙会快点到来。然后脑子里
幻想庙会上各种琳琅满目的好东
西，家里亲戚带来的好吃的。同
时，早早就开始攒零花钱，一毛钱
一毛钱地攒，等到庙会上花。几乎
所有的小伙伴都会这样做。

庙会一大早，小孩们穿上只有
过年才能穿的新衣服，洗脸梳头，好

生打扮一番。有时候会带上往年
庙会上买的小水枪之类的玩具，
走街串巷吆喝着小伙伴，不一会
儿，三五成群，一路小跑赶往庙
会。与小孩子不同的是，大人们
需要准备的是丰盛的食物，来
款待从各地赶来的亲朋好友。

那些相识几十年的发小，若是
在庙会里碰上，便会一起喊上其他
相熟的朋友在庙会边找一个小饭摊，
要上几碗凉皮，去肉摊切点熟肉，再
买上两斤白酒，一坐就是一下午。

庙会相当热闹，卖什么的都有，
还有各种娱乐活动，有舞龙舞狮的，
有踩高跷、唱戏等很多表演活动，来
自四面八方的各种生意人、手艺人，
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在庙会的最
边上，是一些牲畜的交易市场，一般
买卖的都是动物幼崽，饲养到来年
庙会再交易补贴家用。庙会也逐渐
发展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集吃喝玩乐
信仰为一体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

前段时间回老家，和我们村管
庙的人说起庙会，了解到农村的
庙会也逐渐衰落了，因为各村只剩
下留守老人，年轻人都外出打工
了，在短暂的交流中，看得出他们
这一代人对庙会的惋惜和留恋。

的确，时间在往前走，或许什
么都会变，可有的东西却又永远
不变。曾经缠着父母软磨硬泡
的我们，如今适逢庙会时回家，
依然能看到孩子们在庙会上缠着
他们的父母，会心一笑之余，平
添了一份平和与感动。

我想，未来无论我走到哪里，
停在何方，都会记得每年的七月
二十五，对我来说，那是我心底最
安详的一部分，因为那里，是心安
处，是故乡。（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李韦

恰逢故乡庙会

见远山，一袖云
彩 ，带 着 淡 淡 的 芬
芳。秋意浓，略带一
丝凉意，唤醒冬燕，抖
落一身尘屑，扶青云
而上，捎带着思念，渐
行渐远。

远方的朋友，已
经许久不见，而今山
色湖光正好，何时才
可再把臂同游。曾记
往昔，每逢如此时节，
必相约看那漫山遍野
的红叶，偶尔还会拾
起一片，奢望能够永
远留住那样的时光。
而今，天各一方，虽层
林尽染，万山红遍，却
无拾叶之人了。

偶有机会踏叶而
行，却无当时的心境，

看那空中的飘落，似也无当日的惊艳了。
蒙蒙秋雨忽然落下，略带一丝寒意，烟云
升起，为眼前的景色铺上了一层如梦如
幻。我想要在这山间揣一袖云，捡一片
叶，送给远方的你，我的朋友们，不知你们
也会像我这般，想带一抹秋色于我呢？

曾言：“何愁前路无知己？”而今良友
甚多，却再无一知己。站在山巅眺望远
方，总想着给远方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可
是话到嘴边，却只剩下一声轻叹。不曾想
过，年岁渐长，却再无当初的时光。现如
今，几乎褪尽了一身轻狂，还记得我曾赠
予你们的一首诗：“可登高山踏云霄，敢下
钱塘观怒潮；风雷怎能青天现？能逍遥时
尽逍遥。”那时的豪言壮志，不知你们是否
还记得，正值观潮时节，却再也不去奢
望。不过现如今，我想另外再送你们一首
诗：“一袖云烟月半待，青山阑影浅入怀；
此处枫叶渐成海，便叠青石待君来。”不求
再登云霄，只叠一方青石，于诸君坐于石
上，观赏着那浓浓的秋意，诸君饮酒，我实
在与酒无缘，便饮温茶，如此甚好。

那几只冬燕，似乎也听到了我心里的
声音，在我身侧盘旋几圈后，相逐上青天，
似要将这封书信带于远方的你们。若能听
到我的心声，也请托冬燕捎一封书信于我。

无知己在侧，我也再无赏秋的雅兴，
只得缓步下山，在山顶揣的那一袖云，还
有那一片红叶。也送予自己，算是珍藏了
这一抹秋意。等走下山，已经临近黄昏。
今偷得浮生半日清闲，不知何时才再有如
此机会，与诸君再相会更是遥遥无期。虽
说如今不似从前车马慢，但天各一方依旧
是难相见。

只愿那几只冬燕，带着我的书信，愿
诸君见字如面；只愿那几只冬燕，带着家
乡的一抹秋意，诸君能早日归家；只愿那
几只冬燕，也似我，若诸君有幸能聚在一
起，冬燕，代我赴君约。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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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小路，我已走
过 3年。都说路上的风
景可以治愈人的心灵
创伤。但这条路治愈
我的不仅是心灵创伤，
更是从身体到灵魂的
变化与适应。第一次
走上这条路，没有初遇
时的惊喜和新奇，相
反，一路的灰尘有让我
落荒而逃的冲动。但
终归服从于生活的节
奏，天天奔走在路上。

作家毕淑敏说：“人
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
的旅行，好的旅行，会
让人在某个时刻，狂
喜、悲伤、在感动袭来
时滴下泪来，那是灵魂
蜕变的一刻。”这条路，
也算我人生蜕变的一
条路，三个春夏秋冬的
季节轮回里，我完成了
从园丁到矿工的蜕变，
这一切，今天看来又有
太多的惊喜与感动。

周日下午，借陪朋
友之机，我带他们认真走过这条
路。路上的风景于我而言是熟悉
和自豪，于他们则是惊喜和新
鲜。一路的潺潺水声、啾啾鸟鸣、
淡淡花香，纠正了朋友们印象中
煤矿的模样，绿莹莹的草和瓦蓝
蓝的天，清新的空气让朋友们体
验了别样的周末。

漫步在新铺的柏油路上，道路
两边是我熟悉的花草树木，还有
由工友们精心打造的各种红色文
化造型，不时吸引着朋友们的眼
球。虽是炎炎夏日，正值烈日当
头，但朋友们观兴正浓，一点都不
觉天热，静静地、或远或近地欣赏
小路上各式各样的装饰。最吸引
大家眼球的是路中段充满浓郁文化
气息的广场。“静观园”“尚君林”

“小桥流水”“鲢鱼喷泉”“修身石”，
巨幅文化墙，处处是景，步步含情。

小路尽头矸石山菜园里一派
“百花盛开百果飘香”的美丽画卷。
漫步走在蔷薇花藤搭起的绿阴小路

上，拢得整整齐齐的菜
畦里各种瓜果蔬菜，浓
浓的瓜果花香夹杂着太
阳味儿扑鼻而来，看风
车吱扭扭转，听音乐轻
轻吟唱，一派田园风光
令大家陶醉，顺手摘个
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味
道像极了我们的生活。

回程，朋友们脚步
更加轻盈。很快到煤场
入口处人工栈桥，一路
上值得细数的美好触
及心灵，那小桥，那流
水，那闪闪发光的鹅卵
石，那高高大大的洋槐
树和柳树，墨绿的叶子
层层叠叠，给小路遮起
大片的阴凉，让矿区更
宁静安详。走走，看
看，天空湛蓝，白云悠
悠，像置身于静谧的小
山村。真想让光阴静
止，让朋友们暂时放下
都市的快节奏，慢慢感
受矿区的美好。

承岁月流光，载年
华正好。三年一瞬，一抹时光，一段
过往，这条路上的树木花草，景致
造型，每块地砖，都刻在记忆中。
走过这条路，我看到了矿区巨变
的美好和谐，看到了矿工生活的
烟霞四起，感受到矿区环境的静
谧安宁。那白墙红顶的林立高楼
中埋藏着奋斗者的汗水，那来去
匆匆的步履中展现出矿工们前进
的坚毅与执着，这条小路见证着
企业发展的历程和变迁的时光。

这条小路，越来越有陶渊明
笔下的田园踪迹，步步寻往迹，有
处特依依。我喜欢每天行走在
这条路上，喜欢郎朗晴天里阳光
暖洋洋地洒在路边小河沟，让小
河沟各个角落都蒙上金色和翠
绿交织成片的梦幻色彩。站在
被阳光包裹的廊角，看栈桥顺着
小河道延伸到视线尽头，蓦然回
首，一路的美景我都走过，恍如昨
昔中走过了人生中的一段成长。

（瑞能煤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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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晖 黄陵矿业公司 王栋 摄

桂林山水 大秦置业公司 周春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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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后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