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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一世跟党走一生一世跟党走
	| 熊敏

我是个“航二代”，更确切地说
是“洪二代”。我生在洪都，长在洪都。
16 岁进航空工业洪都工作，一直到 60
岁退休。年龄可以变，工作岗位可以变，
职务、职级可以变，但是跟党走的信
念始终没有变。究其原因，有许许多多，
但其中之一便是道不尽的“井冈山情
结”。  

记得在洪小读书的时候，10 岁的
我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江西革命烈士
纪念堂。在二楼大厅里有一副巨大的
油画吸引了我，油画名称是《革命摇
篮井冈山》。油画中高耸入云的山峰，
蜿蜒曲折的小路，松林间有无数身穿
军装、打着红旗的战士都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老师告诉我们，那是红
军战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穷
苦人打天下的军队，而那些牺牲的革
命烈士大多是共产党员。江西的土地
为什么是红色的？因为那是革命先烈
的鲜血染红了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
里，就承载着江西是共产党领导下的
革命摇篮的理念 ：因为南昌起义诞生
了人民军队 ；因为井冈山的星火燎原。

1975 年 8 月，我第一次来到了魂
牵梦萦的井冈山。三湾的大枫树、茅
坪的八角楼、砻市的龙江书院、黄洋
界的朝天炮、挑粮路边的大荷树、大
井的读书石、小井的红军医院、茨坪
的毛主席旧居、朱砂冲的万丈深谷和
南山革命烈士纪念塔，无不给我视觉
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当时还有一位
健在的、参加过黄洋界保卫战的井冈

山农民暴动队队长邹文楷老人，他专
门给我们讲述了当年井冈山的革命斗
争，其中特别提到了共产党员冲锋在
前的英雄事迹。在井冈山，牺牲的革
命烈士有 48000 多人，在 840 天的时
间里，平均每一天有 56 名烈士倒下。

后来，我们又学习了毛主席在茅
坪八角楼写下的《井冈山的斗争》等
文章，以及后面陆续学习了毛主席早
期革命的那些文章，比如说《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等。我逐步形成了对井
冈山的总体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在中
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及作用的认识，
越发坚定了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的信念。

1976 年 我 到 了 谈 婚 论 嫁 的 年
龄。我的爱人是位地地道道的井冈山
人。她的爷爷是从井冈山走出去参加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从此，我
经常去文爷爷的家听他讲述当年井冈
山的艰苦斗争，记录整理他一生的革
命经历，为他撰写回忆文章等。他用
那特有的家乡话给了我终身受用的精
神财富，我的“井冈山情结”愈加浓烈。

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断激励我努
力工作，不断去追求自己奋斗的理想。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洪都要建立有线
电视台，我是筹建办公室主任。1991
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公司有线电视的
安装进入了冲刺阶段，要确保 1992 年
春节前开播。时间紧，任务重，又连
续作战，人困马乏，明显信心不足。
这时候我就想到要用井冈山斗争的革
命精神来鼓励大家，于是我就把毛主
席当年在井冈山说过的话，做成标语

口号贴在醒目的位置，我还在作业会
上给同志们讲与之相关的故事。大家
都受到鼓舞，我们一起加班加点，最
后终于在春节前完成了 12000 多户的
安装和机房的建设任务，受到了公司
领导的表扬，也受到了广大职工的好
评。

在高教机的研制中，井冈山精神
也不断激励着大家。2004 年 7 月，公
司党委召开全委扩大会，做出了确保
2005 年底高教机首飞的决议。当时我
主持会议，针对有的同志存在的畏难
情绪，我深情地朗读了毛主席在《井
冈山的斗争》中所写的一段话。全场
的同志，无不感到振奋。散会后，当
时的党委书记、董事长田民给了我三
个字的评价 ：“非常好。”

在某型号的研制中，由于试验失
利，有关人员出现了悲观情绪，缺乏信
心。在做了充分的技术调整之后，试
验队出发之前，我们来到了井冈山革

命烈士陵园。公司领导和型号总师带
领大家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同时表
达必胜的信心，随后便奔赴试验现场。
结果，这次试验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
绩。以后，公司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
规定 ：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在科研生
产的关键时期都会组织相关人员去井
冈山缅怀先烈，激发斗志，鼓舞士气。
洪都公司每年要进数百名大学毕业生，
我们把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作为入职
教育的重要内容，带领新进厂的大学
毕业生去井冈山实地参观学习，让他
们感受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克服困难
的坚定信念。

总之，井冈山精神每时每刻都在
激励大家去努力工作，完成科研生产
任务。特别是党员，更是要学习在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共产党员冲
锋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实实在在
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2014 年我退休了。退休以后，我
每年还是要去一次井冈山，每次都要待
上一到两个月。一方面是同家人来休
假，另一方面也是“井冈山情结”所至。
看到井冈山翠绿的竹海，挺拔的松柏，
起伏的山峦和飘浮的云海，心里就有
一种说不出的舒坦、高兴。每年来井
冈山有两个地方是必定要去的，一个
是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另一个就是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因为每次到这两
个地方都会有些新的学习收获，  心灵
得到净化，更加坚定了跟党走、忠诚
于党的理想信念。我把这些学习收获
记录下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党课材
料。

在烈士陵园的雕塑园里，每当看
见那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的塑
像时，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他们中有
毛泽东、周恩来、  彭德怀、陈毅、罗
荣桓这样的共和国缔造者 ；也有为革
命牺牲的张子清、宛希先等共产党人。
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可见实现革
命的理想是多么的不容易，无论在什
么艰苦的环境，甚至在逆境中受到委
屈，他们都坚定着心中的理想信念。

“井冈山情结”是我一生中挥之不
去，难以忘怀的一个心结，它坚定了
我一生一世跟党走的决心。我们小时
候经历的那种洋油、洋布、洋伞的时代，
早就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老百姓的生
活水平，提高了太多。我们不仅见证
了新中国富起来的历程，也见证了江
西这块红色的土地逐步摆脱贫困，走

向富裕的奋斗历程。 
如今的井冈山早已摘掉了贫困的

帽子，是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
首个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从南
昌到井冈山的路程，也可以感受到在
党的领导下，革命老区发生的巨大变
化。1975 年，我第一次去井冈山，早
晨 7 时半从南昌出发，一路的砂石路，
晚上 9 时半才到达茨坪井冈山宾馆。
而如今，从南昌到井冈山一路的高速，
四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茨坪。现在井冈
山还有火车站，机场。从南昌坐火车
过去，也就是三个多小时，再换乘半
个小时的公交车就可以到达茨坪了。 

井冈山——我心中的山，革命的
山。井冈山高耸入云的山峰，就像是
我们党这 100 年来艰苦奋斗树立的一
座座丰碑。我仰望它，我敬仰它。 

风景就在眼前
	| 李磊

一日闲暇，顺手把办公室窗台
上长得很高的两盆绿色植物挪到了
地上，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本高高直
直的一枝花茎上竟开出了四五朵繁
花，那星星点点的艳红竟是如此绚
丽夺目，简直在瞬间就吸引了我全
部的注意力。于是，工作疲劳时，
我会看上那红色一眼 ；心情烦躁时，
我会看上那红色一眼 ；感到郁闷时，
我也毫无例外地要看上那红色一眼，
似乎，眼前这抹红能够给予我无穷
的动力和热情。

仔细想想，自从这抹红色被移
到了眼前，往日里枯燥而平凡的办
公室似乎也跟着靓丽了起来，那红
色氤氲缠绵，久久不散。顿时，疲
劳没有了，心情也开朗了起来。原来，

美丽就是如此简单。原来，风景就
在眼前。

扳指算算，这花也开了一个多
月了，但我对近在咫尺的风景竟视
而不见。也许，我是说也许，垫高
脚尖、或是换个赏花的角度、或是
每日浇水时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这
道风景。也许，哪怕就如今天这般
只要偶然地挪挪花盆位置，这满枝
的美丽就能早一点被我看见，为我
带来持续的好心情……在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中，我们忽略掉了太多的
美丽风景。

其实，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应该
是一幅画，或风景、或人物、或抽象、
或写实，虽然内容不同，风格会迥
异，但主题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美丽，
那就是爱。把心放轻松，不要轻易
地把自己局限在那小小的一方天地

里。不要用这样、那样的借口让自
己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去欣赏
人生旅程中的美丽景色，更不要因
为随意的浏览，翻阅就对生活妄加
断言、以为那只不过是缤纷色彩搭
配而成的简单作品，却忽略了生活
这道风景中蕴含的深意。

景色本无异，心情各不同。试
着放缓脚步，试着静下心来，发现、
欣赏眼前的美景。也许你会发现，
生活中那些曾经愉悦的瞬间、甜美
的回忆、难言的甜蜜会历历在目，
那些曾经感动的心情，快乐的时光
就能在你的眼前，它们正一一化作
生活的笔触，在静谧中送走时光的
星移斗转，在岁月的流转更替中，
描绘着生命的跌宕浮沉。

生活中处处都会有美丽，眼前
处处都会是风景。

一块石头
	| 杨琳

我的办公室里有块石头，石头
不 大， 长 不 过 11 厘 米， 宽 不 过 6
厘米，高仅 7 厘米，底稍平。这块
青白色的石头，静静地卧在办公桌，
陪我度过了多个春夏秋冬。我大多
时候忘了它的存在，目光偶然瞥见，
也不会做过多的停留，心里觉得只
是一块“石头而已”。偶尔也会拿起
把玩，它没有和田玉那样温润光洁，
没有雨花石那样色彩斑斓，更没有
金刚石那样异彩纷呈。表面粗糙，
颜色古拙，实在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而已。

更要命的是我经常忘了它的出
处。是在遥远的北方，还是荒凉的
西部？是雄浑的高原，还是碧蓝的
海边？阴雨天，它会沁出细细密密
的水珠，像在流泪，才会想起它来
自西宁，一次偶然的邂逅，一种随
意的拾取。

石头就这样成为我最沉默的一
个伴侣。它听着我键盘的嘀嗒，电
话的呢喃 ；看着我坐立的身影，喜
怒的神情。我忧愁时它会双眉紧皱，
我喜乐时它会笑成花朵。它对我敲
出的每个文字静观默察，对我写出
的每篇文章品味再三。而我总忽略
它的存在，擦椅抹桌时轻视它的平
淡无奇，整理东西时讨厌它的碍手
碍脚，遇事不顺时就把它推到一边，
脾气不好时想把它扔到窗外。茶杯
迎受着我双唇的亲吻，椅子承受着
我身躯的坐靠，键盘享受着我指尖
的触摸，屏幕感受着我目光的关注，

而石头则蒙受着我的冷落。
直到有一天，看过《石头记》，

才对石头有了重新的认识。曹雪芹
写的这本书，从一开始说女娲补天
剩下的一块顽石，被丢弃在青埂峰
下，后来身入红尘，经历了悲欢离
合，炎凉世态，一直到顽石归天，
全书结束，写的就是一块顽石的故
事。“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
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
做传奇？”

于是对眼前这块石头，好奇心
驱使我探究它的前世今生 ：它可能
来自火星外壳，某天被一颗小行星
撞上，在太空中漂浮和坠落，游荡
和消瘦，终于在某天接近一个星球，
被一片美丽的湛蓝吸引，就不顾一
切地扑向地球，又偶然地出现在我
的案头。它也可能源自地球深处，
它的前世是沸腾的岩浆，一次火山
的突然喷发，冷却后变成了田，静
观月出日落，这一站一看，亿万年
风云匆匆飘过，现在又静静地看着
我。

我与它相比，渺小得像粒微尘，
短暂得像颗露珠。每一块石头，都
是时间与自然共同创作的雕塑。每
一块石头上，都孕育着亿万年中天
地的梦想，凝聚着亿万年前蓝天的
笑容，储存着亿万年间太阳的温度。
我眼前这块石头，虽然沉默是金但
深情似海，外表冷漠但内心似火。
每一条细纹都镌刻着亿万年的年轮，
每一个斑点储藏着亿万年的密码。

“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
可人。”石头虽然沉默无语，但它以

沉默的方式言说着世界的奥秘……
海德格尔认为，石头是在讲述属于
它自己的力量和品性，“石头的外观
投射出来它那来自太空破晓的寂静
之光的远古本源，以作为开端的最
早的破晓渐渐投向那正在形成的万
物，使万物的本质存在呈现出来。”
我想石头就是万物的本质 ：地上亿
万座山，天上亿万颗星，大多由岩
石构成。

石头是天地的儿子，而我却把
它囚禁于一个斗室。它的家乡不应
该在人声鼎沸的办公室内，而应该
接受烈日的暴晒，霜雪的冻馁 ；暴
雨的鞭抽，风沙的打磨。石头是自
然的精灵，就应该让它回归自然。

可是我又暂且找不到它合适的
归宿，就一直留在身边。或许我们
能在彼此的对视中，可以更好地理
解孤独。

心灵的家园

洪都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在井
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纪念堂前重温入党
誓词。

	| 张锋

十六岁那年，我背着铺盖卷儿离
开了生我养我的渭南长寿塬，来到陌
生的省城求学，开始了我新的人生。
时光如水，十几年不知不觉地从眼前
流淌而过。岁月似一位不倦的老师，
教会了我许多专业以外的人生知识，
为人夫、为人父的种种体味，永远新
鲜的工厂生活，使我自觉改变了很多，
但唯一丝毫不能改变的是我对故乡的
眷恋。

我的家乡长寿塬，在渭河、尤河
和华县高塘沙河三水的环抱之中，北
眺丰裕的关中平原，南枕巍巍的秦岭
山脉。三水如练，秦岭如黛，独特的
地理环境给方圆只有十几公里大的旱
塬造就了优越的农耕条件。“见风起露，
有苗收一半”的古谚就是这块土地被
称作“长寿塬”的历史注脚。

故乡像让人刻骨铭心的恋人一样，
给了我无尽的思念。我就像一个永远也
长不大的孩子，每次回家前总有一股
按捺不住的兴奋和向往。已故作家路
遥在他的作品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
个人总是将他的根深深地扎在某一个
地方。这句话，似乎使我更加了解了
路遥和他那些满含着赤子深情的关于
陕北黄土高原的文字。我明白了那块
与中国现代史紧紧相连接的古老土地，
是他生命之根深植的地方，是他心灵
的家园。每当踏在故乡坚实而宽厚的
黄土地上，清晨，清新沁人的泥土味
让我陶醉，我感受到了在城市生活中
所没有的充实与安谧。这一刻，我又
一次深刻地理解了路遥，觉得他的所
有作品都是那么亲切而又深邃。

每次回到家中，年迈的父母亲会
像过节一样高兴，两位老人脸上荡漾
着幸福的笑容的样子，让我久久难以
忘怀。母亲总是一边忙着做我小时候
喜欢的吃食，一边絮絮叨叨地给拉着
风箱的我发布村里发生的各种新闻和
旧事。父亲总是在母亲的指挥下一会
儿剥葱、一会儿揽柴火，完成任务后
便搬个小板凳坐在跟前，一边吸着我
给他买回来的高级香烟，一边笑眯眯
地听着我们娘俩拉话，笑眯眯地看着
我那天真的女儿在新鲜的家园里尽情
地疯玩。我相信无言的父亲此时心中
溢满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

父亲小时候因家里穷没能念几天

书，十几岁就到铜川的煤窑当小工，
刚解放不久便在县里的粮食部门工作。
三十多年漫长的岁月，父亲稳稳当当
地走了过来。

父亲是我们村出了名的孝子。他
用自己拿了许多年的三十几块钱的工
资赡养老人，给叔父娶亲，供我们兄
弟姊妹们上学。父亲宽厚仁爱，以诚
待人，辛苦持家的风范赢得了我们的
无限敬重。父亲话不多，不似母亲见
面后问吃问喝问寒问暖，可他如家乡
长寿塬一样深厚的父爱，使我对父亲
的了解和敬重一次又一次地加深。每
次回家后，父亲便尽可能放下其他事
情，出来进去跟着我。当我拉着架子
车给家中拉土或给地里送粪时，父亲
总是拐着他那双长满鸡眼的脚蹒跚地
跟在后面。我告诉他我能干得动，让
他在屋里歇着，父亲便说 ：我可以给
你掀车子哩！我知道，他是想和我多
说一会儿话，珍惜父子俩在一起的每
一分钟。

晚上我和父母坐在火炕上，讲我
在工厂生活的事情。母亲听着听着就
打盹儿睡着了，可父亲却听得极认真。
当我再过几个月回家时，父亲会问起上
一回没有办好的事情现在可办妥了？
常常问得我瞪大眼睛，打心眼里佩服
他的记忆力。父亲以他的人生阅历沉
淀而成的是非观念，校正着我的工作
和生活中对人对事的是非观念，我从
心底里感谢我有一位好父亲。父亲的
观点浓缩成一句话便是，做人办事一
定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这个传统的
是非标准，也成了我检验自己办每一
件事的标尺。

我是我们塬上在恢复高考制度后
第一个考上西安航校的学子。这件事给
一辈子平平凡凡的父母以极大的慰藉。
每当母亲向别人介绍说我娃在阎良的
飞机厂里造飞机哩！我便必须得向讨
问新鲜的乡邻们讲几句关于飞机如何
如何，虽然母亲也听不懂多少，但她在
这个时候总是满脸的满足和自豪之情。
这一切，使我懂得了一个儿子，特别
是当一个让父母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
儿子的全部含义。虽然儿子在造飞机，
可母亲却没有真正见过飞机。记得有
一次妈妈和姐姐来工厂看我，想看一
看飞机是啥样子。可门岗不让进，没
办法，我只好借了一辆三轮车，拉着
她们俩跑到能看到飞机的机场边边上，

让她俩美美地远眺了一次飞机的风采。
故乡的回忆像酒一样，时间愈久

回味愈悠长。
每年的三夏大忙时节，我看到金

黄的麦浪几天时间便在乡亲们的镰刀
和双手之间变成了白花花的一片片麦
茬地 ；在紧张的夏种之后，不几天便
是一行行破土而出的秋苗。这一切，
让我的心灵为之震撼。我又一次感受
到了劳动的伟大与崇高，感受到了劳
动的力量和生命的坚韧与绵长。

有一年的夏收，当我和父亲正在
挥镰挥汗在麦行子里劳作时，我听到
了远处传来的唢呐声。我直腰站在田
间正午的阳光里，看到了一幅让我心
灵震颤、终生难忘的流动的画面。那
是一支乡间迎魂送葬的队伍，在乡间
的小路上如蛇一般蠕动 ：麦收、骄阳、
送葬的队伍、亚光白的土布孝麻号衣、
吹鼓手的唢呐在阳光下闪着金黄的光。
这一在特定环境下的特殊意象群，向我
迎面扑来，给我一种异样的感受。眼
前这一切，我觉得那就是一条亘古至
今的河流，是生命生生不息、自由流
淌的河流。哀曲在那个场景下深沉与
悠远，如天籁一般让人为之心颤，人
生烦忧在这个时候得到解脱。

家乡的夜是十分静谧的，躺在土
炕上，夜会静得让你听得见自己热血奔
流的声音。这种来自自己生命的喧嚣
的特殊体验会让人因惊奇而兴奋。夜
会静得让你听得见灵魂和自己的絮语。

凡是从农村出来的人，不论他走
到天涯海角，这一辈子与农村的千丝
万缕的联系都是他永远难以割断的。

我爱故乡，是因为故乡有生我养
我的父母双亲，有爱我惦记我的兄弟
姊妹，有我逝去的童年生活，有我在
脑海中永存的关于故乡的全部记忆。

故园虽穷，可她是心灵的慰藉。
对故乡的思念与回忆，会使我倍加珍
惜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因为我肩负了
许多的期望。故乡是我精神的粮仓，
当我在外面的世界奔忙，身心疲惫的
时候，想起故乡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
便会有一股力量从我的心底升腾而起 ；
当我失意与不安的时候，故乡会让我
陡增许多的勇气和责任 ；当我困顿和
落魄的时候，我会想到我拥有一个爱
我的故乡和许多爱我的亲人，心灵深
处就不再会有自卑和无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