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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觉得它离城市好遥远，却离我很近。现在，感觉它离城市
越来越近，离我却越来越远。想去端详它，希望记下它的音容笑貌，希
望记下它的点点滴滴，仿佛今日一别，便再也见不到它。曾经觉得还
有时间，却因为政府规划，时间便有些迫切了。

它的名字是史家坞，这是一个接近2000人的村子，在一个周末的
早上，在朝阳中，登上黄河大堤，看它，安静而祥和，温暖而清新，静静
地躺在黄河大堤形成的臂弯里。没有地方志记载它名字的由来，仿佛
村口慈祥的大娘记不起她的生日一样，但却丝毫不影响她和自己乳大
的孩子们的感情。

对它最早的记载，是光绪十七年，山东巡抚张曜，亲自带队，抢护
史家坞险工。但张公不幸染疾，被护送回济南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不
久便不治而去。张公可以说是为了我们的家乡，因公牺牲，感其恩德，
尊他为“黄河大王”，朝廷谥其“勤果”，追赠太子太保，并在大明湖建

“张公祠”。经过历代治理，黄河已无水患，在村子附近蜿蜒而过，和谐
共生。它不仅生我养我，更是承载了我童年的快乐，给了我追逐梦想
的机会。

它四面环水，因为修葺大堤的缘故，取土较多，村子周边形成了一
个又一个的水湾，小时候，和小伙伴们经常将它比喻成水泊梁山。水
湾也就成为了我和小伙伴的游乐场，下湾洗澡、翻湾摸鱼、夏季采莲
蓬、秋季踩藕，玩得不亦乐乎。冬日的时候，就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
棉鞋，去滑冰，至今还对当年漏进冰窟窿的经历记忆有新，每年的冬初
或冬末，冰在刚结或融化的阶段，一个是对冰的久别重逢，一个是对冰
的即将告别，一个比较脆，一个比较松，都是必须要去踩一踩的，漏下
一只脚之后，破坏了冰的受力，慌乱之中，另一只脚肯定也会漏下去，
初冬的冰踩破，会伴随着清脆的响声，冬末的冰踩碎，软绵绵的，有的
只是水的声音。但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拖着注满水的棉鞋，慌乱中上
岸，带着冰凉，悻悻和小伙伴告别，回家。妈妈很少因为这个训斥我，
反而会赶紧找出替换的，生把火烤一烤，带着热乎劲儿让我穿上。但
有时候，和小伙伴儿还没玩够，天气也不是特别寒冷，太阳暖暖的，鞋
湿了，就用干干的沙土敷在上面，然后拍落，这样，就带走了水分，重复
若干次后，差不多了，就再生一把火，农村有遍地的野草或柴火，可以
就地取材，将它烘干，然后就可以穿了。当然也有出差错的时候，有一
个小伙伴叫海龙，比我大一点儿，叫他海龙哥，他在我们的一次冰上探
险中，光荣的掉了下去，齐胸的水，棉袄都湿了，在烘干的时候，将棉袄
的边边角角都给烤焦了，当时很想知道他回家之后有没有被他的母亲
给揍一顿，虽然我一直没有问过，不过现在想来，应该是不会的，农村
的孩子，都习惯了闯祸，父母也习惯了，即使是打骂，也仅是虚张声势
一下，怒中还笑。村子里，留下了我太多的童年的记忆。

有水则灵，这个村子也自然有它的灵气。从明清开始，一直到解
放前，村子较为富裕，修建了很多庙宇，大大小小竟然有数十座，到了
近代，就陆陆续续拆掉了，只保留了最大的一座，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
年代，在村里开明人士的推动下，建成了方圆几十里第一所现代正规
小学，后来又摒弃封建思想，兴建了女子小学。在解放后，村小学也成
为远近闻名的完小，教师的水平也非常高，附近的村子都到这里来求
学，几十年来，为社会培养了众多的人才。只可惜那时候还没有学区
房的概念。我和姐姐虽然是在80年代才入学，但它保留下来的学风也
深刻影响了我们，我们都得以顺利的考入了国家重点大学。

工作后，在老家的时间便少了，但每次回去，看到那熟悉的路，熟
悉的河湾，熟悉的房子，熟悉的乡亲，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就有一股
踏实感。在不久的将来，那些熟悉的，因为拆迁，就会变得不再熟悉，
但它已经深深地刻进心里，流淌在血液里。

作者地址：崔寨街道史家坞村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
迎来了祖国母亲七十华诞
七十载风雨兼程
七十年春华秋实
七十春风云变迁
看吧，万山欢呼四海笑
莺歌燕舞华夏欢
听吧，日月生辉中华升腾
WTO加入奥运申办
天上人间看
一星两弹奔月嫦娥围月转
太空行走神舟伴
高铁畅通航母逞雄
一个个中国制造震宇寰
强军威武扬国威
东方醒狮唤改革开放
喜国强民富中华巨龙腾飞
一国两制港澳同归
怎不令世人扬眉赞叹
一带一路擘画大计猷
赢得世人尊崇的目光
带动人类命运共同体阔步走
小康社会千秋盛
迈向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
凝聚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筑起一座屹立东方的丰碑
盛世之举矢志不渝而一往无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新时代思想指点江山
新长征路上再出发
高擎伟大旗帜奋力实现中国梦

怀揣梦想怀揣激情
共和国的跫音走过心田
凝聚千古英雄炎黄子孙
与共和国同行
放歌九州锦绣前程满故园
啊，祖国
伟大的祖国母亲
你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你养育了伟大的民族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看今朝
你意气风发走进了新时代
虎跃龙骧凤舞神州喜庆
美酒千杯花灯万盏吉祥
四海笙歌讴盛世
五星红旗招展更耀眼
祖国啊，祖国我爱你
五十六个民族
都是你忠诚的儿女
对你深深的的爱恋
带着欢庆的喜悦
带着如花的笑靥
为你自豪为你歌唱
为你衷心的祝福
领航世界再铸辉煌
尧天舜日风光璀璨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祖国，你好
礼赞母亲喜庆华诞

作者单位：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

周末回老家，刚走进院子，就见我妈正
啧啧赞叹：“都用不着了，你还花 80 块钱修
它，真是！”我几步跨进北屋：“爸，咱大座钟
的零件配上了？”“是啊，弄好了，可真不容
易！”“爸，这表和黎明差不多大吧？”“嗯，85
年秋后，花64块钱买回来的。”哦，85年，我
爸花了 64 块钱，抱回了这台回河供销社当
年唯一的座钟；85年，我还没有迈进小学的
校门。

在我读六年级之前，大座钟是家里仅有
的一块表。我睁开眼睛看看窗户外面的天，
揉着眼睛走到大北屋，仔细瞅瞅座钟上的指
针。根据它的位置，决定喊弟弟起床还是让
他再睡一会儿。哪怕爸妈没有下地干活，大
座钟的时间也得准确无误，我们可不能空着
肚子去上学。

所以，爸爸每半月一次给大座钟上弦的
事儿，就变得非常庄重。我和弟弟分别趴在
大桌子的一角，边听弦针转圈的嚓嚓声，边
好奇大座钟顶上的小铜马后面放了些啥。
在记忆里，爸爸总是把一些纸折好放在那
里，压住后嘱咐我们：不能动！

这会，趁着爸爸检查座钟的空儿，我大
着胆子摆弄起那些纸。

第一张，是1995年的棉厂“验级单”：级
别129。那时，各村来卖棉花的地排车，能从
棉厂门口一直排到济孙路上，延绵五六华
里。家里吃的棉油，都是从这“每百斤出29
斤棉絮的一级棉花”或者“325”中换来的。
那时候，初中政治课本上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
我们心目中的小康生活。

第二张，是妈妈2001年在村花圃干活的记账单。5

月份10号等共计8天半。当收割机和镇压器习惯了在
收麦季飞驰的时候，我快50岁的妈妈，在农闲时节走进
了打零工的队伍。锄草捉虫7小时，可得工钱40块；那

时候，我有的同学已经用上了某拉牌翻盖手机。
在第三张包着一个纸袋中，是女儿2010年夏天拍

的两寸照片。天蓝的底色，粉红的衬衣，是这个六岁小
姑娘幼儿园毕业证上的照片。在她的三年多的幼儿园
时光中，舞蹈和折纸成了她的最爱，珠心算和绘画也是
她自己喜欢的活动。其实在再早的几年中，“素质教
育”已经在济阳的乡村幼儿园全面铺开，纳入教育常
态。

第四张纸上，写着一组数字，注有崔寨小军。爸爸
说，是大前年小军叔过来留下的，让有木匠活介绍时加
他微信。“2016年，我小军叔挺先进嘛，爸。”“不光先进，
还省事儿呢。你看现在用手机付钱，不带现金不找零
钱。真是信息社会，越来越方便了！”

可不是嘛！爸爸在微信上和他的将军老师视频，
妈妈掌握了从网上找菜谱的诀窍。

“爸，这信息都共享了，你这些纸还留着吗？”“还留
着吗？其实留着也没啥用！”爸爸说。“是啊，这房子不
知道啥时候就拆了呢？”脱口而出的我，抬头看见爸爸
的表情有些凝重，赶忙掩了口。

我知道，“拆迁”两个字，对于父母有着太过沉重的
意义。习惯了楼房生活的他们，会定期回来摆弄花草、
收拾院子、串门拉呱。这个院子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
木，见证着我和弟弟的欢乐成长，更见证了父母几十年
如一日的辛劳。

对于这个他们耗时十余年，分好几个阶段赚钱、攒
钱、盖房的小院来说，他们心里并不仅仅是“不舍”二
字。但是，自去年冬天村里通知量房子后，我们家是第
一波配合测量登记的人家。

做了一辈子人民教师的父亲，有着对国家政策坚
定不移的拥护性；识字不多的母亲，相信跟着政府走就
不会错，越发展日子就越好！

是啊，我们相信老百姓的日子在党的领导下越来
越好，我们坚信使我们愿望都成真的伟大祖国会越来
越好！

滴答滴答，上满了弦的座钟正同我们一起，带着对
祖国言说不尽的爱和情怀，走在建设祖国的路上，一起
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山东天阳纸业有限公司

看到征文主题的一瞬间，脑海中浮
现出耳熟能详的那句“我和我的祖国，一
刻也不能分割”，朗朗上口的一句话，饱
含了歌者对祖国母亲深厚的情感。可能
让我如此诉说，未必能有上述歌者般高
尚的情怀。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济阳
人，见证了济阳这十几年的发展变化，细
数起来也是数不胜数。对于济阳这些年
的发展变化，内心有许多的话语想要诉
说……

犹记得，高中时期就读的济阳一中，
西边是当时来说著名的济阳坐标一百
货，东边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商业
街。高中三年期间，每每假期结束返校，
三五好友相约一百货、商业街挑选自己
喜爱的小玩意儿，这对当时十几岁的少
男少女来说也许是最惬意的事情，没有
之一了吧！仍记得，那是 2008 年的夏天
高中毕业前夕，汽车站搬迁济阳新汽车
站投入使用，高大上的环境让南来北往
的乘客驻足流连，更让那些土生土长的
老济阳人来说倍感自豪，济阳终于走出
了那个脏乱差的小汽车站，敢于与大城
市的汽车站相比肩！

高中毕业外地求学期间，中间有那
么几年与济阳县城并无交集，再回到这
座小城已是几年之后的事情。印入眼帘
的是一栋栋的商业住宅，可知道，想当年
济阳那是以平房居多，只有少数的低层
住宅啊！尔后的日子里了解得知，济阳
的房地产市场已然如火如荼，各大房地
产商纷纷进军济阳房地产界，济阳的房
地产市场前景一片璀璨。

近几年，华百广场投入使用、银座购
物广场的入驻、华联鲜超在济阳遍地开
花，无处不在彰显着济阳发展的日新月
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华百广场成功引
入KFC、银座购物广场在济阳落地，我们
必须要清楚的知道以上两个品牌对一个
区域的GDP要求是有多严格，这说明了
什么，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2019年4月1日，市民中心正式投入
使用，各相关便民服务事项纷纷入驻二
楼大厅，水、电、气、ETC 办理、不动产查
询和登记、社保缴纳、医保报销等等事
项，只要你进了这扇门，只要跟百姓息息
相关的通通可以一站式办理。三楼行政
审批大厅，实行“前台受理、后台分类审
批、出证窗口统一出证”的模式，为企业
提供一站式服务，大大提高了企业办事
效率。习大大说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追求”，很显然，这是济
阳区委、区政府给人民群众交出的最完
美答卷。

即将投入使用的文体中心，文化馆、
图书馆与博物馆集合于此，济阳市民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文
化，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每一段都具有
各自的色彩。文体中心的修建与启用，
无不是济阳区委、区政府对人民美好生
活向往及期盼的答复。同样，济阳各方
百姓都在期盼它的盛世绽放。

回首2005-2019，我已从十几岁的懵
懵懂懂到如今的而立之年。我和我的济
阳，永远不能分割……

作者单位：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爱国奋斗筑梦中华·建功立业情暖济阳”
——济阳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征文选登

小院里的大座钟
◎王小萍

祖国七十华诞颂
◎刘锡生

我眼中的济阳
2005-2019

◎万秀青

乡情难舍
◎胥 猛

““回家乡回家乡··谋发展谋发展””
———念故—念故乡乡

这里提到的湖，是处于区人民医院院内东南
侧的一个小湖，水面并不大，仅略两亩许，但湖西
南角峰峦差互的假山，整洁悠长的环湖甬路，湖四
周错落有致的花草树木，湖面上碧绿幽香的莲叶，
深入湖心古色古韵的亭子，无一不显示出设计者
的独具用心。

2013 年冬天，64 岁的父亲被确诊得了食道
癌，在省城医院做了手术。回家过完了年，就住进
了区人民医院，进行术后跟踪治疗。于是，父亲得
以遇见了这片小湖，或者说，小湖有缘遇见了父
亲，并陪他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多半年时光。

父亲一生要强，他自幼随父母客居外祖父家
落户，是庄里的独姓独门独户，在那个年代，这处
境让父亲心里始终存了很大的压力。加之家底菲
薄，父亲草草读过几年书，便早早成家，挑起了整
个家庭的重担，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父亲凡事
不甘人后，一家老小吃穿用度，我们兄妹三个上学
盖房就业成家，他咬紧牙关，硬是一样都没落在别
人后边。父亲常告诫我们吃亏是福，琐事从来不
与人计较，我家也因此得到了街坊四邻的尊重。
我们一直觉得，父亲的病，更多缘于他一生过度操
劳，但与他隐忍要强的性格也是不无关系的。

我们都善意地向父亲隐瞒着他的病情，可父亲
是个有些文化的人，加上病人特有的敏感，估计他对

自己的病情也是心知肚明的。因了他一贯啥都不怕
的性格，他并没拿这小毛病太当回事儿，另一方面，
他又有些沮丧：我招谁惹谁了，这烦人的毛病干嘛非
要找到我的头上呢？这种纠结时常在父亲胸中撕
扯、冲撞，让他焦躁不安、喜怒无常，他有时会和给他
看病的医生大夫大声吵嚷，他凶起来会让年轻的小
护士委屈地抹眼泪，他无端地对着母亲发脾气，把手
边的东西狠狠地摔到地上……在有一次，他赌气跑
下楼后，就忽然发现了院子一角的那片小湖。

从此，父亲就常常一个人跑到湖边去。他会
沿着环湖的甬路负气地疾走，走得气喘吁吁，好像
要把可恶的毛病和不快远远地甩掉。他会跑到湖
面的亭子里，对着湖面呆呆出神，久久不动。他会
挥舞拳头，狠命捶打湖边那坚硬粗糙的树干。惊
恐的母亲含着眼泪，只敢不远不近的跟着，发出无
助和心疼的叹息！

小湖默默地接纳了父亲，接纳了一位老人坦
率的坚强和脆弱，无畏和恐惧，执着和任性！她的

沉默和宽容，也一点点融化和吸纳父亲心中的焦
躁和郁闷。父亲不再那么执拗地抗拒大夫的治
疗，对护士不那么凶巴巴的，他有时会默许母亲陪
他一起到湖边走走的提议。

主治大夫为父亲制定了最好的治疗方案，加
之父亲的全力配合，父亲的病情得到了暂时的控
制，气色似乎日渐好转。因为严重的化疗反应，饭
菜的香味儿会令他恶心到翻江倒海，刚吃下的饭
菜不一会儿就吐个稀里哗啦，他屏住气，闭上眼，
一次次把饭菜硬生生往嘴里塞。母亲在一旁默默
地流泪，父亲会再反过来安慰母亲。

病痛折磨让父亲虚脱，他日渐形容消瘦。可他好
像总忘不了那片小湖。一有空，他就会到小湖边去。
细心的护士想用轮椅推着他，他不许，顶多要母亲轻
轻搀着，在那条细长的甬路上蹒跚而行，夕阳透过浓
密的树荫，把两个佝偻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

父亲有时让母亲把他送到湖中心的亭子里，
他就坐在木椅上看报看书，他看每天最新的报纸，

还让我从书店里买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读
得很专注、很投入，一直到漂亮的小护士来喊他该
回病房了。他笑着对小护士说，你们费费心，等我
把这书看完，再让我到阎王爷那儿去报到啊！

术后存活期，于健康人而言是个无感的医学
术语，但对于那些不幸的当事人，却无异赤裸裸抢
掠生命时日的明火执仗。父亲的病情发展似乎很
快，渐渐至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需要躺在病床
里输液，他的面容日渐消瘦，满是疲倦，活动范围
也局限于病房前的走廊，来回走走，且步履蹒跚。

一天，父亲说：我想去湖边看看！
父亲坐进轮椅里。我和母亲推着轮椅，从假

山前走过，秋风乍凉，假山旁的月季花，仍有几支
依然热烈地绽放。我们绕着甬路缓步慢行，偶尔
有黄叶从枝头跌落下来，落在父亲空荡荡的病号
服上。其时，亭子默然立于夕阳，湖里的莲叶已渐
呈疏黄，湖边的苇丛里飞鸟突然腾空，把满湖幽幽
的荷香惊扰得有些凌乱，小湖北侧的篮球场上，一
群生龙活虎的少年正在打一场激烈的篮球赛。

父亲突然问：“冉儿和学儿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吗？”
“嗯，咱家今年一下子出了两个大学生哩！”我抢着回答。

父亲脸上的皱纹里就漾满了欣慰。“我给你们
背诵二十四节气歌吧！”父亲突然说，“春雨惊春清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

冬小大寒。你们看我背得怎么样啊！”父亲眼里竟
有了几分孩子般的羞赧。

“世间的人和事啊，兴亡更替，都有定数，人要得
到的，上天早晚都会给你，你越是舍不掉的，上天越是
要收回去的！”父亲久久凝视湖面，好像是向湖倾诉。

父亲固执地坚持要出院。回到老家后的第三
天，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五年了，我常常去看望那片小湖，一个人，轻
轻地，围着小湖踱步，假山，甬道，花木，亭子，莲
叶，一切还是旧时模样。走下石阶，穿过木栈道，
手扶古亭护栏，看满湖荷叶田田，听风拂湖波潺
潺，依稀又见父亲在亭下木椅上面湖而坐，娓娓诉
衷肠！ 作者单位：区实验二小

湖边的怀念
◎张 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