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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故—念故乡乡

铁打的小开河
南杨沟惨案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县委、县府派

李吉祥等同志提前来小开河村住下。像往常一样，
小开河村民兵、自卫队按时上下岗。晚上，民兵来报
告说，村外又来了两名县上的同志，并要求开栅门放
进村来。正值班的民兵小队长李乃奎同志，因为摸
不准情况，下令夜晚不准随便放进人来。后又有站
岗民兵来报说，县上这两名同志指名让李乃奎去接
进来。李乃奎到村头后，一答话知道是县公安科王
科长（王玉光）和姜瑞福同志。王科长说：“好啊，李
乃奎连我也不认的了，好吧，把枪给你！”说着二人把
枪扔给了民兵，李乃奎热情地把他俩领到李吉祥的
住处。不久，县大队又开来了两个连。人马到齐后，
李吉祥和王玉光对李乃奎说：“乃奎，这段时间，你们
太累了，今晚我们在这里研究工作，县大队两个连也
来了，你下令让民兵全部休息，由县大队同志替你们
站岗！”李乃奎高兴地下了令，自己也去休息了。就
在这天夜里，县公安科神不知鬼不觉地逮捕了李
X X等八名企图投敌判变分子。

天亮，李吉祥、王玉光才把全部情况向李乃奎等民
兵干部讲明：原来，敌人趁白色恐怖之机把魔掌伸进了
小开河村，利用各种可能利用的关系，拉拢上述八人携
枪投敌，并发给了李XX投敌后的委任状。五区老开
河村的范仓子（名子待查）在我黄河大队路虎子部下，
企图判变投敌，并与小开河八人约定同一时间行动，后
被我发觉，在审讯范仓子时掌握的材料。于是县委、县
府在非常时期采取了这一紧急措施。危机关头，抢在
了敌人前边，挽救了小开河人民。事后，召集全体民兵
正式宣布：由李乃奎同志任五区联防队队长、村民兵队

长兼自卫队队长，并相应地提拔了一批民兵干部。
后来经我人民政府审查教育，经村保释将李XX

等八人放回，给予七人以开除中共党籍处分，给予一人
保留党籍辙销领导职务的处分。

小开河村军民经过这次洗礼，清除了自身的污垢，
更加成熟、坚强了。

第三次战斗
一九四六年古历七月初三晚上，小开河村有一个

农会干部李XX，怕在家里睡觉不保险，天黑前自己偷
着一人到村西一瓜农棚里去睡。这时，鹃山下来的小
组子夜里经常围着小开河村转，企国一举拿下小开
河。夜里，这个农会干部不慎被敌人抓走。一连几天
查无音讯。民兵队长李乃奎，早就知道这人害“恐敌
病”，是把软骨头，他这一被捉去，十有八九得暴露小开
河村的全部情况，已预感到小开河村与敌人的一场决
战迫在眉睫了。

一切都在高度警惕着，紧张地准备着。
七月七日晚八时许，村干部李光周、李继红出村去

送大杨村联防主任杨湘同（杨来小开河调处两村儿童
打伤的民事纠纷）。开栅门后，听到高粱地里有动静，
觉得不好，紧激中，李继红打了一枪，关上了栅门，三人
往村内跑。这时敌人也开了火。小开河全体民兵吹号
集合，上房应敌，展开了保卫战。民兵在房上，居高临
下，敌人在村南水洼沟强攻。双方相持对打，时紧时
松，整整对峙了大半夜，战斗十分激烈，李光让的女人
拿出八斤油一匹土布（自织布）给民兵擦枪，都用完了，
民兵储存的所有子弹也都打光了，所有的手榴弹也扔

得余下不多了。这时天已发亮。敌已发现三人伤亡，
还是没有停止攻村。在这紧急关头，民兵指导员李光
周忽然急中生智，命令号兵吹冲锋号，他在房上虚张声
势地大喊：“二连、三连给我冲出去！捉活的！”这一来，
还真奏效。敌人认为再打下去恐怕回不了鹊山，于是
在天亮前逃窜了。小开河保卫战，又一次以人民胜利
而告终。

战斗刚结束，我驻垛石的县大队两个连也赶来增援
了（夜里从唐庙调来的），吴洪斌县长亲自带队来的，听了
汇报大加赞扬，后又补发了奖励品。

后来了解到，这次战斗确因那个农会干部，向敌人
提供了情报，敌人才来的。敌人来了100多人，是在鹊
山盘踞的五区伪队长李树贤（垛石村人）带队来的。因
五区伪区长宋竹村（徐屯村）与那个农会干部有亲属关
系，把他放回。后经上级批准，经村党支部通过，开除
那个农会干部的党籍。

自此，铁打的小开河，名符其实，人民赞扬，敌人丧
胆。

参军参战踊跃支前
一九四七年，小开河村民兵队长李乃奎，民兵通讯

员李乃良、班长李乃河被组织上调出为脱产干部。后
李乃奎任淮里区区委副书记。曾任支前大队长，带全
区七百人（小开河村40人）跟随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
山，做出了一定贡献。

同年，上级又以小开河村为主从淮里区调一个整
武装排配合我军十纵去打江苏、安徽的敌新五军，年底
返回。

一九四八年春，又协助我军攻下潍县。
在解放战争中，小开河村参军入伍的40名。
铁打的小开河，她的历史将永载人民战争的光辉

史册！ （完）
（据《济阳文史资料》）

“哼，现如今见俺燕子有用了又说这话了，当初
要不是孩子自己有主见，有十个闺女也早叫你给骂
得退学了，还能有今天？逢年过节的，你不是摔摔
打打就是骂骂咧咧，嫌俺净养了些丫头片子陪钱
货。人家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下的丫头
片子，让俺到哪给你淘换小子去？现如今看出来了
吧，这一改革一开放的，闺女有能耐，不一样比小子
强？”

长得高大结实的燕子娘，是男人的好对手，她
不像滩里别的女人那样不声不响地让男人打骂 。
每逢他们两口子打架，她毫不示弱，常和男人打成
平手。吵吵闹闹的事，在他们家是常事。

“你看你这个人，给你点好脸色就踩着鼻子上
了脸。人怕揭短嘛，这都是哪年哪月陈辈子的事
了，你还拿出来叨叨！往后，我不这么说了还不行
吗？”老柴这回没烦，笑嘻嘻地对着老 婆，“有个能
干闺女，看把你给能的，也懂得啥改革啥开放的。”

“就你懂！”
两口子说说笑笑，从未有过的和睦。老柴给野

鸭拔毛，老婆在一边给他倒水。他们要炖一锅野鸭
肉，让全家都吃个够。从前打来野鸭他们都是拿到
集上去卖，往后，燕子能混工资了，打来的野鸭用不
着去卖了。

野鸭放进了锅里，燕子娘烧着火，突然想起了
一件事：

“咱燕子考到了镇上，往后是公家人了，小苇子
圈她那婆家，可咋办呢？”

老柴一下被老婆问愣了，挠挠头，一时不知该
如何是好。

“都怨你，喝起酒来没个准，头一回跟人家吃饭
就说啥一男一女是亲家，双男或者双女是干亲家。
这不，咱燕子是闺女，他柜子是小子吧？二十年了，
人家一家子对咱，那是没的说。 对咱燕子，更是比
亲闺女都亲，这样的好婆婆，打着灯笼也难找。两
家走得好好的，要是散了 ，不光让人家街坊四邻的
笑话，咱也还不起人家这二十年的情啊！不散吧，
咱闺女在镇上上班 ，他柜子在家里种地，说起来总
不是那么个事。再说了，咱燕子本来就不大同意这
门亲事，你没见每回柜子来，咱闺女都躲起来不愿
见吗？这可咋办呢？”

“是啊，咋办呢？”
老柴低下头，没了主意。在这之前，他常暗自

庆幸二十年前的那个傍晚，在镇上的那家小酒馆订
下的这门亲事。当时，他卖了野鸭，柜子爹卖了自
己打制的小板凳，他俩前后脚地走进了那家酒店。
因为两个人的老婆是打小的干姊妹这层关系，俩人

便自然而然地坐在了一张桌上 。叙旧——互敬酒
——论自己的老婆——进一步互敬酒——拉到热
乎处指腹为婚，就这么简单。

在老柴两口子的思想里，如果不是燕子突然就
考到了镇上，也许这是一门不错的亲事。可是，二
十年之后的今天，祖祖辈辈都以田地为生的老柴
家，却突然出来了个吃公家饭的燕子，这就让一向
不爱犯愁的老柴犯了愁。忧愁中，还夹着一丝丝的
后悔。

“看人家春柳，主意就是正，好说歹说人家就是
没去考。”

老柴说得无精打采，完全没有了以往的高声大
嗓。

燕子娘听男人说出这话，有些生气：“春柳死活
不去是因为怕考不上不好意思见人。其实，这又不
偷不抢的，有啥丢人的？实际上，她也愿意去，见咱
燕子考上，听说她偷哭了一晚上。照你的意思，燕
子去考是错了？”

“我，我也没这么说呀。”
老柴一见老婆生起气来，知道这事是自己的不

对，便趁老婆拿柴禾的空，溜到大门外去了。待来
到街上，家里的一切便都甩到了脑后。找个同他一
样袖着手没事干的人，两人蹲在地上 ，用手指画个

棋盘，拣两块硬坷垃，吵吵闹闹地来开了四棋。
两个人正战得不可开交，忽然听见通往滩外的

那条路口上，吵吵嚷嚷的很是热闹。老柴抬眼望
过去，见一辆蓝色的大解放“吭吃吭吃”地顺着房台
上的那条斜坡，正往上爬。他扔下手上的坷垃，走
过去，挤进了看热闹的人群中。

车上装满了砖石和木头，坐在司机旁边的，是
把大哥大紧贴在脸上，正专注地讲着什么的泠麦
蒿。

“啧啧，看人家的女婿，这还没过门呢，就三天
两头大车小辆地往这拉，这狗剩可是前世修的，养
了这么个俊闺女。”

“怪不得有到他家去提亲的，狗剩都推三阻四
的，敢情是等来等去等来了个大财神啊！”

“人家狗剩早就说了，养的闺女俊了比啥都强，
不是好人家咋说都不能找。”

“这么富的人家，全镇也找不出第二家啊，春柳
这闺女真有福，打小就有福。”

“就这样的，春柳还不愿意呢。”
“在早先，他泠家可是咱这滩里数得着的穷户，

大冬天的，一家子盖着一床破被子，谁也不出门。
为啥，就为了一家人只有一条破棉裤，哪个出门哪
个穿。” （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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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慧

今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七十周年，做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在祖国
的发展进程中亲眼目睹，亲身感受我们的
中华民族走过的曲折风雨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发展，今天祖国繁荣昌盛，全
国人民齐心协力奔小康，共圆中国梦的美
好时代已经到来。我的家乡济阳也同全
国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做为一
个七十岁，离开家乡五十年的老文化艺术
工作者倍感自豪，回望走过的路，激动的
心情难以平静。

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我出生在济阳
县孙耿镇西肖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从小过着不富裕但很平静的生活。二十
岁前小学、中学、高中都是在家乡度过，我
小时候嗓音比较好，很喜欢唱歌，有县剧
团来村里唱戏，县里来个电影队我都是每
场不落，而且学会了里面的好多歌曲。那
时家乡很贫穷，村里都是矮旧的土坯房，
村里道路坑洼不平，104国道穿行村里，偶
尔有一辆汽车驶过掀起一阵阵尘土，引得
孩子们不停的追赶。

在上学和工作期间，我也去过济阳县
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济阳老城区的县委、
县府、文化馆和低洼的县剧院，只有一条较
长的道路东西通过。那时我的家乡虽还不
富裕，但那里的乡亲勤劳、朴实、热情、好客，
现在想起家乡过去的情景有着很深的怀念。

一九七零年，我参加了德州地区毛泽
东思想宣传队（德州市歌舞团前身）通过领
导多年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从一个农村不
懂事的孩子成为一名男高音独唱演员，一九
九三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观众是我最大
的舞台，掌声是对我歌声最好的评价。一摞
厚厚的荣誉和获奖证书证明了自己多年的
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能为家乡的发展进步引

吭高歌，感到非常荣幸。退休后离开多年心
爱的舞台，心中总是恋恋不舍，在老家或外
地，老友聚会，茶余饭后，我总给他们唱起怀
念老家的一首歌，唱起这首歌，眼前就浮现
出老家的诸多情景，眼中充满泪水，心中充
满感动。“不管我走到哪，丢不下远远的老
家，老家的那棵老榆树，一串串榆钱挂，老家
的羊肠小道，跑着那拉车的马，老家的土炕
上盘腿坐着俺的妈。不管我走到哪，丢不下
远远的老家，老家的那片池塘里，游着那胖
头的鸭，矮矮的院墙上，掉着个大南瓜，老家
的俺那个妈，风吹着粗布袿，老家是一根针
常在我心尖上扎，老家一壶酒盛满了说不完
的话”。

退休后多次去过老家和济阳县城，现
在村村通上了柏油路，建起了休闲广场和
健身广场，整洁的村舍绿树成荫，家家户
户通上了自来水，吃不愁、穿不愁，门前还
摆放垃圾分类的垃圾桶，百姓的精神面貌
从来没有这么好。县城比过去不知大了
几倍，高楼林立，道路四通八达整洁宽广，
我都分不清东西南北。市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越来越丰富，这多亏改革开放党的好
政策。去年济阳实现撤县划区，成为济南
市新旧动能转换国家战略的重要功能区
和济南“携河发展”战略的重要承载地，这
给家乡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家乡人民
乘着这一决策的东风，在济阳区委、区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踏踏实实、积极努力、不
忘初心，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中华民
族的复兴，伟大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我做为一个在外的济阳人，为家乡的
发展感到高兴，济阳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在外取得的所有成绩离不开家乡这片土
地的滋养，我虽退休多年，所有家乡的故
事、新闻都非常感兴趣，还愿意为家乡人
民进一点绵薄之力。你的梦，我的梦，大

家的梦就是我们的中国梦。在祖国七十
岁生日来临之际，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蒸
蒸日上，祝愿济阳家乡人民幸福安康、开
开心心、万事如意、芝麻开花节节高。

作者简介：肖吉木，汉族，中共党员，
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出生于山东省济阳
县辛集乡西肖村，一九七零年参加德州市
歌舞团，二零一零年退休，现任中国音乐
家协会会员、德州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德州
市歌舞团原副团长。

多次参加全国省、市重大比赛及接待
外宾的重要演出活动，获省级比赛一等奖
十余项，被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德
州市人民政府多次评为模范党员、先进文
艺工作者、文化三下乡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并收录《中国群星录》。

德州地委行署两届专业技术拔尖人
才，两届德州市政协委员，山东省第六届
青联委员，山东省第四届文联委员，山东
省民族文化学会理事，德州悦声教育·木
林森声乐艺术学校名誉校长，大众日报、
德州日报、德州晚报、德州电视台、德州广
播电台多次专题报导。

家乡变化日新月异
在外多年感慨万千

肖吉木

我是肖岛，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为圆
自己的创业梦想，自从大学毕业后，十多年时间
一直在市场摸爬滚打，在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
期，在人生出现重大转折的关键节点，故乡给我
的熏陶教育，总让我行的更坚定、做的更扎实。
走到哪里我都牢记我是济阳人，感恩这片土地对
我的哺育。

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有些心酸的往事一
直在记忆里挥之不去。记得随着年龄增长，刚上
初中那时我有了自尊心，一个班的同学，家庭好的
用粮票去换白面馒头，我只能去食堂吃玉米面馒
头，那种滋味让少年的我备受煎熬。上高中时我
最喜欢穿的是校服，因为校服是我最好最新的衣
服，穿上了校服我找到了与同学们在外穿戴上的
平等，一套普通的校服保护了我的自尊心。考上
大学，我利用暑假在济南打工，在大二的暑假里，
好多天不吃肉菜的我，在黑黑的夜幕里，将三块钱
买的鸡排连骨头都吞到肚里，也正是在那一年，坚
定了我创业的决心。

记得在大学刚开始创业时，我卖过信封邮票，推
销过内衣袜子，帮商家贴过小广告，做过家教，这期
间光二手自行车就骑坏了好几辆。随着慢慢积攒了
一些原始资金，我找到了自信，找到了事业的起点。
从在济南英雄山下面的小树林找到第一份家教工作
开始，慢慢的从给一个孩子上课到给多个孩子上课，
从自己上课到带着同学一起上课，从我一个人到在
学校成立社团，从学校社团慢慢发展成了家教公
司。这从少到多、由无到有的蜕变，记录了一个进入

城市的农村孩子的成长历程。
创业初期，我感觉要把事业做的更大，人脉资源

将是我们农村孩子最大的短板。老家村子里卖货生
意人“先赊后买、免费试用”的做法启迪了我，我提出

“免费家教”的模式，由于我授课质量过硬，我前期免
费家教的200多名学生都成了长期学生，扎实的授
课质量和诚恳的人品为我积累了社会资源。后来，
我转行进入了环保领域，通过与高校进行产学研合
作，集中精力进行产品研发，鼓励员工开展技术创
新，短短三年时间里我带领团队取得专利就五十多
项，公司成为全省环保技术领域叫得响的企业。截
至目前，公司参与建设各类中水回用及运维项目近
60座，项目涉及地产开发、驻济高校、以及各类生态
湿地等项目，年处理水量近3600万吨，年减少COD
排放量近10000吨，年减少BOD5排放量8000吨，年
减少氨氮排放2000吨，为城市发展节约了大量水资
源。

我始终想念家乡，难以忘怀家乡父老对我的关怀
和帮助，当我有了回报家乡能力时，我立即付诸行
动。老家村里道路不平，我协调资金100万元为村里
修建道路，并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村里装上了直
饮水系统，群众能在村门口喝到纯净水，再也不用过
我们小时候炎热夏天里用水瓢在缸里舀水喝的日
子。村内排水不畅，一到夏天就容易变成水乡泽国，
泥泞的道路和囤积的雨水，给村里父老生产生活造成
极大的不便。我协调多方力量，筹措资金解决了村内
排水问题，让下雨就涝的日子真正成了历史。同时，
我在济北中学、济阳一中分别设立肖岛奖学金，资助
故乡的学子成长，并先后为白血病患儿、聋哑患儿等
捐资数十万元。最近三年时间里，我个人累计捐款超
过200万元。

月是中秋圆，情为家乡浓。季羡林先生曾写
过：“月是故乡明。我到过很多地方，但哪里的月
亮都比不上家乡的月亮。”在济阳撤县划区元年的
中秋到来之际，我为家乡的发展骄傲，为济阳面临
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而欣慰。我会用一生的时光，
实现我少年时的创业之梦，努力为我的故乡济阳
作出自己的贡献。

肖岛，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建筑大学特聘教
授、济南市人大代表，山东省北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济阳曲堤镇胡家村人。

创业发展不忘故乡情
肖 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