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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家属院的孩子是幸福的，
幸福就在于邻里间那种感情。时隔
多年，家属院对于大学生李德然来
说，却有着别样的心情……

在李德然的印象中，自己的老爹虽
然看上去很斯文，但手持扫帚打他的时
候，简直和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一样孔
武有力。“你这碎娃一天不学好，半夜胡
浪啥，对着那大屏疙瘩两眼窝不花？三
天不打就要上房揭瓦！”这训斥孩子的声
音从门缝传出，邻居张伯就知道李德然
又被他老爹从网吧拉回来，打得屁股坐
不了板凳，吃饭都得站着了。

或许是叛逆期，李德然不愿与父母
深入交流，而张伯心疼孩子，便把他时常
叫到家里来待几天。时间久了，李德然
就把张伯那里当自家一样。

每年入冬，李德然总看到张伯在缝
补一件军大衣，等开春了又把大衣洗得
干干净净，折叠好放进衣柜里。一日，看

着张伯做着清淡的饭菜，在家“饭来张
口，衣来伸手”的李德然耐不住了，

“伯，我姨已经不在了，我张哥也不太
回屋，你也不给自己弄点好的咥。还
有这军袄，张哥年年给你置新衣服，你
咋就偏爱这件呢？”李德然一边细眯着
眼睛，跷着笨拙的“兰花指”为张伯穿
针引线，一边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张伯。

李德然这一问，把张伯给问开心了，
随即敲了李德然的家门把他老爹叫
来，“德娃长大咧，会想事儿咧，再别打
娃咧。”“咋咧，不懂事还不能打咧？”老
爹纳闷地皱了皱眉头。

“这人啊，要学会忆苦思甜，不要
铺张浪费，非得搞些名堂出来，还是要

踏踏实实、勤俭节约地过啊！”张伯看
着李德然语重心长地讲道。此时，老
爹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看了看这个
干着蹩脚针线活的愣头小子，又看了
看自己吐向屋顶的烟圈说：“现在的
日子很好，只有上过战场扛过枪的
人，才能体会到生活的恓惶劲儿。”

李德然看着烟圈，这一刻好像明
白了点什么，但又像雾里看花，看不
透彻……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老爹和张伯“黑
红脸”一唱一和的特殊教导下，李德然明
白了很多道理，并考上了理想大学。

一日，李德然在学校收到一封来自
张哥的亲笔信，他一边思索着张哥为何

不打电话，一边缓缓地打开信件，眼神慢
慢地凝重起来：“德然，我常年不在家，感
谢你和李叔一起照顾我父亲。父亲一生
勤俭节约，赞助了很多山区孩子的学习
和生活，而我在父亲的熏陶下，也在市区
参加了很多志愿活动。前段时间回到家
中，我将创办慈善会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他很是赞同，并且让我邀请你在学习之
余一同参加志愿服务。对了，父亲再三
要求我以他常用的方式将此事告诉你，
这也许是父亲对书信文化的一种传
承。我想，咱哥俩日常里也可效仿父辈
用此方式进行交流，欢迎你的到来。”

寥寥数句，透露着张哥对李德然参
加志愿服务的期望，字里行间也尽显
张伯家的家风。

今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李德然的
学校把暖气供得十分充足，他将信件
放在书桌上，看看刚从食堂打回来热
气腾腾的丰盛菜肴，再看看宿舍窗户
雾气缓缓结成的冰霜，想起了张伯家
的清淡饭菜和那件军大衣……

（运销集团蒲白分公司）

“特殊”家风德润三秦

小 香 槟
穆海宏

他趴在云河镇的大桥栏杆上，手
中紧握着一瓶小香槟，瓶盖已打开，五
彩标签紧紧贴在瓶身上。他小心举起
瓶子，轻抿一口，酸甜在唇齿间蔓延，
为疲惫的身体注满了能量。

听伙伴们说，小香槟有种神奇的力
量，喝一口就可以让人忘记疲惫，比集市
桥头王六娘卖的糖精水要好喝多了，可
一瓶小香槟需要一块钱，他知道，只有手
里的镢头能够帮他换来一瓶小香槟。

放学后，他迫不及待一手抓起半个

玉米面窝头，一手提着老镢头，在村口
和伙伴们汇合一起上山，可直到天黑
实，挖了十来根长约一尺长的甘草。

祖母说，挖不到甘草了，我带你去
挖柴胡。于是在一个星期天，他跟着祖
母，在村旁大大小小的土坡上来回跑，
日头下山的时候，他们跟着牛群朝村中
回去。上坡时，他拽着黄牛尾巴，只有
这样，才能够省些力气。夜晚在油灯
下，剪去所有柴胡的干叶，祖母说这堆
柴胡拿到集市上，可以卖三毛钱。

云河桥上，很多人已经在桥上来回
走了十几遍，却什么东西都没有买
到。兴许他们和我一样吧！他在想，怀
里的小香槟被日头晒得有些发热，便小
心再抿了一口，虽然没有刚打开盖的那
种清凉，但酸甜味依然无可替代。后背
有些发热，转个身子，胸口顶在栏杆上，
一股风吹过，撩起了衣襟，蓝的、灰的、
白的和黑色的补丁爬满了衣襟。

扳着指头数数，离一块钱还差一大

半。听人说，村里有家正在箍石窑，一
天有两块钱的工钱，他没敢让做石匠的
父亲知道，而是在放学后偷跑到工地
上，当两人将半麻袋碎石放到他背上
的那一刻，尖锐的石块透过麻袋，似乎
都扎进皮肉里，他咬咬牙，慢慢地朝前
挪出一步，全身的骨头似乎都在作响，
最终将石块背上了窑顶，主家给了他
两毛钱，让他别再来了，这苦不是一个
孩子能够扛得住的。

日头已经翻过了云河桥，桥南
头卖糖精水的王六娘面前摆着几杯
糖精水，他停下脚步，盯着瓶子里的
糖精水，王六娘似乎认识他，示意他
一杯只需要五分钱，他笑了笑，露出
怀里的小香槟，王六娘的眼里闪过一
丝羡慕，他又抿了一口，将嘴角所有
的酸甜都舔到嘴里。

还差三毛钱，他仔细算了算。朱铁
匠支起了火炉，他蹲在火炉边上不愿离
去，朱铁匠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他高

兴极了，伸出双手抓住大锤，大锤却像
长在地上一样。朱铁匠就对着风箱笑，
他连忙抓住风箱，一拉一推，火苗在炉
中跟着风箱扑哧扑哧地燃烧，额头冒出
了汗，等到朱铁匠完成最后一件活，他
才松开风箱。朱铁匠解下胸前的皮裙，
翻出来一个布兜取出三毛钱递给了他，
接过钱，他不忘给朱铁匠鞠躬致谢。

天色有些不早了，云河桥上的人也
越来越少，他知道家的方向，十里的山
路他不敢在天黑后走。再抿一口，小香
槟的气儿似乎少了些许，喝下去也不打
嗝了，举起瓶子看看，还有多半瓶。路
过一家大门，他找出来一根玉米芯紧
紧地将瓶口塞紧，抱着朝回家的路
跑去，很快便赶上了熟悉的路人。
他们紧紧盯着他怀里的半瓶小香槟，
而他却仰起头笑着说：“这是给弟弟妹
妹留的。”他们喝得时候还要对他们
说，日子虽然很苦，但生活却很甜。

（黄陵矿业双龙煤业）

观看完《钢铁脊梁》纪录片
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尘
封中的记忆不由涌上心头……
不知不觉，我已与钢铁结缘近
30 个年头，千锤百炼是它形成
过程，至刚至强是其独有的特
性，它默默无闻筑路
修桥建房，撑起祖国
基 建 事 业 的脊梁。
它也是我人生路上的
导师。

钢铁告诉我，成
才之路需勤学多问。
1993年 10月，我光荣
加入钢铁行业，成为
一名炼铁工人。初入
岗位，我触动很深，真
切感受到“千锤百炼
始成钢”，钢铁的形
成过程正是一个人
成 才 的 真 实 写 照 。
千锤百炼、淬火成钢
预示着一个人在成
才过程中遇到的种
种困难和使自己更
加坚强、更加有价值
而 必 不 可 少 的 环
节。初入钢城，只有
通过 多 读书、多请
教，才能丰富自身钢
铁工艺知识，让自己
融入到炼钢炼铁的大
熔炉里。每日工作闲
暇之余，我总会打开
工艺书籍浏览，参与
班组活动。随着时间
推移和知识积累，浏
览工艺流程以及参与班组知识
互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正是那
段时间的知识积累，我慢慢掌
握了炼铁工艺知识，成为一名
理论丰富、技术过硬的炼铁人。

钢铁告诉我，成才之路需
勇于担当。钢铁，默默无语支
撑，让千万间广厦拔地而起；默
默无闻承载，让千万条道路平
坦宽阔。建房、修路、筑桥，让

我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它的特性至刚至强，勇于
担当。对现已成为基层党支部
书记的我启发更是深刻，让我
读懂事事应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的重要性；是它让我懂得及
时引导他人学习成长成才的重
要性。作为支部书记，必须勇
于担当，积极作为，引导党员干

部围绕生产经营交
流分享学习感悟，
不断提升干事创业
能力，牢固树立“理
论指导实践，实践
丰富理论”的思想
认识，把学习作为
追求、爱好以及健
康的生活方式，克
服本领不足、本领
恐慌，让学习成为
人生成长之梯。

钢铁告诉我，成
才 之 路 需 持 之 以
恒 。 随 着 时 间 推
移、时代进步，大家
为钢铁的用途从建
筑钢材到车辆用材
再到航空用材的转
变而欣喜。殊不知
它成材的过程，才
是我们永远深入学
习和反思的课题。
用途的转变，让我
们懂得只有坚持不
懈获取新知识、新
理念，将实践创新
演绎为理论创新，
用理论创新再不断
指导实践工作，才
能在工作和生活中

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我们钢铁
人来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
迁。钢铁用途的转变过程启示
我们：无论是政治思想工作还
是生产管理工作，仅凭个人的
经验和热情止步不前，必将会
被历史的洪流所埋没。要学
习，会学习，并持之以恒坚持下
去，才能适应时代发展。

（陕钢集团龙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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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下的毛乌素
榆北煤业小保当公司 李泽林 摄

轻轻翻阅桌上的书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小小
的书签，以及爷爷夹在书中的蒲公英标本。将书签
取出，便看到了书桌上摆放着的相框，一个小女孩正
坐在书桌前，在一位老者怀中得意地笑着。

我家的书房不大，但是书却很多。在这里，我第
一次接触了唐诗宋词，知晓了古往今来，但因为身高
很矮，我打开的第一本书却是离我最近的《近现代
史》。记忆最深的便是书中夹着的那株蒲公英，在那
一页，有四个厚重的数字：1949，这是我第一次清楚
地记住了这个数字，这一年新中国成立。在页的抬
头，是一张开国典礼时的照片，也就是这一刻，伴随
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
庄严宣告，中华民族从此走上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道路。

我曾经好奇过，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来到这座
渭北的山城。从父亲的口中了解到，如同千千万万
老一辈的共产党员一样，爷爷和大伙儿将自己的青
春岁月和满腔热忱洒在了这座祖国需要的地方。而
这股精神正是推动中华民族接续奋斗的魂魄。

那天起，我的心中便有了一个概念，一个国家的
概念，虽然模模糊糊，却如同火苗一般，点燃了往后
的道路。到了四年级，当我学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时，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之前总是萦绕于心的
那股情愫，那是对祖国的深切感情。于是，当我入党
并且最终和爷爷一样成为了一名国企职工后，在这
片关中的土地上，爷爷身上的红色血脉和我完成了传
承。从不知所措到从容应对，从“书生气”到“接地
气”，从“大喊口号”到“撸起袖子”，这种传承，终将筑
起怀揣初心、脚踏实地、迎难而上的精神，将共产党人
的远大理想和伟大事业深深扎根于“基层土壤”。

在青春道路上，我看到了更多共产党员无怨无
悔扎根基层、奉献青春，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疫情
防控中不顾安危，勇敢“逆行”，让我懂得了党在任
何时刻都是人民的坚强后盾，这也更加坚定了我永
远跟党走的决心，也点燃了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
力奋斗、贡献力量的火苗。哪怕只是一颗小小的螺
丝钉，我也必然会牢牢站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
挥着属于自己的作用。

前些天，去参加侄子少先队的入队仪式，学校的
操场上，一张张稚嫩的小脸上是一副严肃的表情，胸
前刚刚佩戴上的红领巾鲜艳如火。伴随着一声敬
礼，一只只小手整齐地举起，向着高高升起的五星红
旗。这时，恰好一整微风吹过，一朵小小的蒲公英飘
过，飞向蔚蓝的天空。 （物资集团彬长分公司）

飞越百年的蒲公英
张宁心

寻 家 风
张媛

堂前燕子归巢
明月浮梁
穿林的风从古吹到今
我从朱子的训篇中
捕一把
我千寻万寻的家风

黄土袒露着召唤落日的胸膛
夜里洒满盐似的 明亮亮
一层一层更迭倒伏的
青色的麦浪 被染成金黄
一串一串骨碌滚圆的
青涩的果实 在秋里成长
一餐一餐黄土地馈赠的
饱腹的粮食 不曾腐烂在仓
寻到了，父亲抬起皲裂的脚掌
稳稳踏在田野上
——“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妆奁大张着乞巧织情的腹内
绣花针如镀了霜 银晃晃
巧姐儿们幸福地离了家
带上母亲送的嫁妆
彩线把游龙织进男娃的衣裳
彩线把凤凰绣进女孩的服装
一针一线 缝缝补补
一丝一情 万万千千
寻到了，母亲手指上戒指般的顶针
在旧衣服间熠熠闪光
——“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

院大门锁不住热热闹闹的春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 喜洋洋
剥开的糖纸纷红骇绿 簇成花
互祝的贺辞句句相接 如歌唱
赵家的春糕 钱家的春酒
孙家的花馍 李家的酸菜
用一泓泉报一滴水
把和睦铺展成天边虹
寻到了，邻里扫干净家门的雪
也拂去别家瓦上的霜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

青天坦荡着鸡鸣旭日的胸膛
白昼燃薪火一样 亮煌煌
一步一步勤勤恳恳的
踏实的脚步 为现世开路
一双一双任劳任怨的
勤劳的手 为后世留足
一张一张笑语盈盈的
灿烂的笑脸 充满了幸福
寻到了，一家子和和睦睦
万事方兴
——“家门和顺，
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

是的
在朱子的训篇中
我捕到了
我千寻万寻的家风！（韩城矿业下峪口矿）

初冬木王山 彬长矿业 余春光 摄

姥爷在我八岁那年去世，有
关他的记忆不是很多。印象
中，姥爷常年手握烟杆倚靠在
门前的墙边，凝望村庄；有时他
又踽踽独行 ，到 庄 稼 地 里 转
转。每逢暑假，我便被送回姥
爷家。当时我尚年幼，不知道
逢人要看脸色，也不懂就算想
要也不能说出来，更不知迁就
忍耐为何物。

刚回姥爷家时，我特别嘴
馋，就翻箱倒柜地搜寻零食，奈
何那时食物短缺，半天也找不
出像样的吃食。满足不了口腹
之欲的我小屁股往地上一坐，
打着滚儿哇哇地哭个不停。但
凡明眼人都看得出我是故意撒
泼，可姥爷心疼我，眉头拧成了
疙瘩，急得直跺脚。这时，大门
前突然响起了吆喝声：“卖甑糕
喽！卖甑糕喽！”

那个时代，没有花里胡哨的
广告词，有的只是简单明了却又
深入人心的叫卖声，但甑糕在我
的味蕾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开出
了花。姥爷听到这吆喝声，眉头
的结也逐渐舒展开来，一个侧身
拽起我，伸手拍掉我身上的尘
土，笑着说：“去，把碗拿出来。”

我双手捧着搪瓷碗，脸颊还
挂着两串泪珠子。姥爷伸出手，
抹了抹我脸上的泪痕说：“走，带
你吃甑糕去。”我抱着搪瓷碗，姥

爷抱着我，我在他的怀里咧着
嘴笑。只见那卖甑糕的推着三
轮车，嘴里吆喝着向我们走
来。姥爷一辈子对儿女严厉管
教，可只要是以满足我愿望为
前提，他总是慷慨宽容，掏出一
堆零钱，数了半天，付了钱。

从那往后，我每天都手捧搪
瓷碗坐在门前的大石碾上，用筷
子把碗敲打得哐哐作响，口中念
叨着：“甑糕，甑糕……”只为等
待那时最悦耳的吆喝声。姥爷
依旧手持烟杆倚靠在墙边，也
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陪着我
等待甑糕的到来。

说来惭愧，如今姥爷的音
容笑貌在我脑海中已经模糊。
我的记忆像是一个失去对焦功
能的相机，再努力也不能让画
面清晰半分。我不确定姥爷是
否在大树下给我讲过故事，也
不确定他背着我去摘苹果。

姥爷离世前，嗓子艰难哽
咽，发不出半点儿声音，一大家
子人悲痛万分。他用那干枯的
双手拼命攥着我的袖口，眼睛直
勾勾地盯着我，仿佛想要看穿未
来。姥爷终究没留下什么遗言。

当时我还小，静静地趴在
床边，看着姥爷闭上了眼，我以
为他第二天还会醒来。未来的
日子里，我再也没看见过这个
深爱我的老人。姥爷唯一留给
我的，只有那深邃且凝重的眼
神。我知道，那是对我充满不
舍与殷切期望。 （运销集团）

难忘儿时的吆喝声
郭 敏

岁月有痕

潘瑾

观后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