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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生活的大道上，大家目标各不相同，背
上的行囊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而家风就是我们每
个人生活征程上最美的行囊。行囊中的家风是一
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是最基
本、最直接、最常规的教育。我的家庭并不大，也没
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是我认为家风是伴我拼搏前
行的最美的行囊，它给我力量，为我导航，丰富我的
生活。

我的父母都是耕耘在中国大地上的最普通的
农民，他们没有明星那样闪亮耀眼，他们没有企业
家那般富贵显赫，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他们。但是在
我的生命中他们无可替代，因为他们不仅在完成这
人世间最伟大的工程，而且还教会我什么叫做不卑
不亢，懂得孝敬、感恩，学会真诚、善良，这些东西让
我终生受益。

爷爷在父亲17岁时因事故而去世，家里只剩
下父亲和奶奶。奶奶本来就体弱多病，经过爷爷突
如其来的打击，就卧床不起，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这样，生活的重担就压在了年仅17岁父亲的身上，
本来可以事事无忧的他，却“顺理成章”地成了家里
唯一的顶梁柱。为了养家糊口，父亲上完了初中，
就辍学了。

为了方便照顾奶奶的起居生活，父亲就在家附

近找了一家工厂打工。之后，他就穿梭于家与厂这
两点一线的世界之中。父亲每天都是早早起床，洗
好他和奶奶的衣服，做好早饭，喂好奶奶，就匆匆赶
去上班。中午时分，又得急冲冲赶回来给奶奶换尿
片，烧饭、喂鸡鸭等。晚上，为奶奶擦身，干家务活
又是他必修的课程。平时，他对自己都很“吝啬”，
舍不得吃和穿。但对奶奶却很大方，是为了让奶奶
吃得有滋味，吃得有营养，不会做菜的他便从书店
买来菜谱，仔细研究，用心地学着做，不断地换着花
样做，久而久之，父亲便学了一手烧菜的好厨艺。
每当吃过晚饭，遇到好天气，他就会把奶奶背上轮
椅，推出去让奶奶看看风景、散散心、聊聊天。总
之，父亲满心都装着奶奶。左邻右舍都夸像他这么
懂事的男孩子真是少见。

这样年复一年，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由小伙
子逐渐变成了30多岁的大龄青年，但父亲对奶奶的
孝心依旧如故，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却一字未提。奶
奶想到和父亲年龄相仿的人都一一娶妻生子了，只
有父亲还是光杆司令一个，她怨自己的病拖累了父
亲，在一时情急之下，便拿起放在床边的水果刀割腕
自杀。好在父亲发现早，及时送医院，总算保住一
命。父亲在医院的病榻上跪着对奶奶说：“娘，我的
事，你千万别想的太多，没有了你，我就没有亲人了，

有我在，一定会尽心侍奉你到老，你就好好过日子
吧！”这一幕，被一个刚来医院看望老乡的姑娘看到
了，她要看望的老乡刚好与奶奶同处一室。姑娘看
到父亲这么有孝心，再加上父亲长得也帅，便喜欢上
了父亲。姑娘暗暗向老乡吐露真情，希望老乡为她
牵线。老乡把姑娘的意思转达给奶奶，奶奶喜出望
外，便把姑娘叫到病床前，说：“姑娘，我很是喜欢你，
但我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再加上我的身体又是这
样，就怕你来我家要吃苦受累了。”姑娘说：“只要你
儿子同意，我愿意和他一起孝顺你。”奶奶听了姑娘
的话，紧握住她的手感动地留下了眼泪，说：“我家儿
子苦尽甘来了！”之后，父亲和姑娘经过的一段时间
相处，双方感觉都不错，就结了婚。

时隔一年，他们俩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这就
是我，取名叫“永孝”，意在要把孝文化代代相传。
现在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过得很幸福。

多少年来，家乡济阳区就被这样的孝爱之风吹
拂着，从小到大，我就沐浴在这样纯粹的家风、纯朴
的民风之中。在这里，我听见了腊月里一家杀猪户
户吃肉的田园牧歌，我感到了一种一人有难家家帮
忙的如酒乡情，我还记住了一副写着“一等人忠臣
孝子，两件事耕读传家”的楹联隽语……

作者城区居民

孝心溢满父亲人生路孝心溢满父亲人生路
◎晓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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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花阴
赏回河油菜花

水廻河转升紫烟，
菜花舞翩跹，
蜂蝶酿蜜甜。
金光灿烂，
陶醉花丛间。

蒿庵故里群星璨，
根深叶华健，
果坚脉旷远。
丹凤朝阳，
北跨有新篇。

醉花阴
仁风富硒西瓜

挥洒汗水润桑田，
叶翠欲滴溅，
花黄金光璨，
小巧玲珑，
玉珠喜空悬。

特色农业谱新篇，
科技花开绽，
惠农春风暖。
露水涓涓，
年年岁稔健。

词两首
◎◎祁云霄

作者单位：区纪委

又快过年了，时间快得让我发慌。这几天，我
心里一直在回味着一道菜——龙骨翡翠汤，想周末
给家里的俩小子做做。这道菜最初的名字是龙骨
汤，父亲起的名，也是父亲做的菜。

那是九十年代初，正月十几的日子里，我们还
住在老家的老宅。年前准备的青菜都吃得差不多
了，临近村里的集市还没有开市，肉汤炖白菜，一家
人也吃腻了。在食材缺乏，味蕾厚腻的情况下，父
亲琢磨了一道汤。他把过年我们姐妹几个啃完但
未啃净的骨头洗干净，放到锅里，倒入适量的水，放
到炭火上，一次熬煮一两个小时，待骨头熬透，把骨
头捞出，把鸡蛋液均匀地倒入锅内，快速搅拌，让蛋
花大小均匀，然后再放入香菜末，最后放入食盐、味
精和香油。这样做出来的汤香而不腻，清爽可口，
香菜在滚开的热汤中一烫，色泽鲜亮碧绿，透着一
股清香。淡淡的汤汁、薄薄的蛋花、翡翠般的香菜
末。我们姐妹几个喝过之后啧啧称赞，父亲对这道
汤也很满意，笑着起名龙骨汤。

现在细细想来，父亲之所以笑着起名为龙骨

汤，一方面是对菜品的满意，另一方面应该是面对
窘境的自嘲、不甘和苦中作乐吧。

九十年代初期，家里境况不太好，好像面临一
种转型。经营了十余年的赶集卖布的生意变得不
温不火。家里的十亩农田一到夏收秋种、施肥浇地
时又急缺人手。家里的四个孩子，三个在上学，一
个尚小，还在托人照看。父亲想随村里的年轻人南
下做生意，不知道想了多少次，一向母亲提起，母亲
就会把父亲的身份证给藏起来。我亲眼目睹母亲
把父亲的身份证深深地埋在箱底，然后锁上箱子，
把钥匙随身携带，就这样母亲锁了父亲两三年。

一九九四年，父亲随村里的年轻人南下了。母
亲一人把赶集卖布、种地打粮、照顾孩子、帮父亲订
货的担子全都挑起来了。每到农忙时，母亲实在忙
不过来，就会叫表姨、表姐、表嫂来帮忙。所以，我
们与这些表亲也很亲。

父亲南下做生意第一年有多难，他从没向我
们提起，但是我在他给母亲的信中能体会到其中
的不易。其实母亲不识字，我想父亲写信多半是

写给自己的。父亲在信中第一句话就是问母亲
“你和孩子们，还好吗？”，然后就讲了他在南方生
活的各种不适应，听不懂当地人讲话，影响了生
意，最后讲了他买了一个传呼机，并告诉母亲号
码。那年年底，父亲从南方回来好像没给我们带
什么好吃的，就带回来几张大字：“艰苦奋斗”、

“有志者事竟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母亲，
不识字，问我上面写的啥，我念给她听。她听后
沉默。对于字画，我只识其字，不知其意。而母
亲，虽目不识丁，却深明其意。

第二年，一开春，母亲就把家里的粮食都卖了，
让父亲带上钱继续到南方做生意。在一年的坚守
后，父亲在南方的生意也扭亏为盈，渐入佳境。

如今，我学着父亲的样子给俩小子做这“龙
骨汤”，能做出当年父亲做的汤的味道吗？俩小
子能喝出这汤的滋味吗？或许不能，但如果能用
一碗汤讲述一个故事，传承一种家风，弘扬一种
精神，那么这碗汤，也值得一做。

作者单位：贸促会

一碗龙骨汤
◎◎卢俊勤

一、春景
蝶舞芳洲，莺啼秀谷，轻车独系晴

春。与东风共侣，拂一路风尘。过幽径、
栏杆绕水；拱桥飞起，花落缤纷。解眉峰、
莫管前途，应酹金尊。

唤春且住，好时光、须付游人。看柳
下、伊人笑语，难赋情真。更喜山间茅舍，
墟烟里、别样精神。正余心未减，怡然不
觉黄昏。

二、小径吹花
小径吹花，长廊照水，个中滋味难

分。望梁间归燕，正理羽交唇。惹惆怅、
凭栏远眺，迷离山色，落日黄昏。算年来、
半百蹉跎，总负红裙。

阶前芳草，亦无言、暗自伤神。纵词
笔春风，怎书眼下，残影孤樽？怯步子规

啼处，观枝上、滴血留痕。而溪桥烟柳，依
然婀娜撩人。

三、梨花
四月梨枝堆雪。琳琅浓郁娇洁。暖

阳雨露总相携。骚与东风摇曳。五色蝴
蝶戏叶。蜜蜂馋嘴停歇。暗香扑面报春
捷。一片韶光愉悦。

四、傍晚游政务广场
驻足城河边，细品味，神来妙笔。举

目望，月圆星朗，琼楼林立。光耀梓弥波
滟潋，春回大地春潮急。看园区，巧手绘
宏图，成勋业。

新理念，添双翼。高起点，谁能匹？
握机缘，共创赶超佳绩。百业齐兴迎盛
世，千帆竞发同休戚，看家乡，扮靓母亲
都，再腾飞。 作者单位：区法院

诗四首
◎◎司文华

寒暑易节斗转星移，改变的只是沧桑
岁月，千古不变的是悠悠故乡情。自古闻
韶圣地，民风民俗淳朴，好客山东济阳，善
美礼仪之邦。对于多年漂泊在外的游子
来说，故乡济阳是多么亲切而温馨的美好
回忆。那浓浓的乡恋乡愁，跨越高山翻越
大海，穿越时空无法阻挡；思乡之情，才下
眉头却上心头，萦绕脑海挥之不去。作为
一名游子，我就像一只飞翔的风筝，无论
飞的再高再远，那根线却始终牵在故乡手
里。

今夜梦中我又踏上回家的路，回家的
路是那么遥远而漫长，回家的心情是那么
急切而欢畅。行驶在济阳道路上的汽车，
请载着我的思念快点开吧，我要看看新旧
动能转换区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亲眼目
睹高质量快速发展的济阳速度。我要飞
到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们身边，去看看他
们熟悉而亲切的脸庞。城区巍峨的新楼
群，请你不要挡住我前方的视线，我要看
看国内第一座四塔单索面斜拉桥——雄
伟壮阔的济阳黄河大桥，我要看看车水马
龙琳琅满目的商场，以及现代化的工厂和
花园式的学校，感叹大河时代济南副中心
——济阳明珠的发展潜力。漫步在整洁
的街道广场和秀美的公园雕塑，一场视觉
盛宴让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夜游灯火
辉煌的新城区，绚丽多彩夜色迷人让人流
连忘返。游览济阳八景之一澄波湖风景
区，湖水是那么清澈，生态环境是那么优
美。参观闻名遐迩的孔子闻韶台和刘台
遗址等名胜古迹，感受济阳尽善尽美的历
史文化是那么灿烂悠久。舌尖上的美食
济阳酥鱼，刘家羊肉和杜家驴肉等特色传
统名吃鲜美无比。济阳水晶梨，仁风西
瓜，崔寨香瓜，曲堤黄瓜，垛石番茄……是
那么的清香可口畅销国内外市场。故乡
济阳啊，我梦中又回来了。因为济阳是生
我养我，是我梦想起飞的地方，也是我落

叶归根的地方。
故乡的水甜饭香空气清新，人们勤劳

诚信朴实善良。故乡的小河环绕秀丽的
村庄，曾无数次在我梦中流淌；河边垂柳
遮荫知了声声；鱼虾水中畅游鹅鸭水面戏
食，小伙河中划船姑娘助兴把歌唱；一条
条故乡的水泥路笔直平坦，各种车辆礼让
行驶汽笛声声，路灯两旁开满各种鲜花整
齐地伸向远方。你看，家乡山清水秀绿树
如茵小桥流水，庄稼一片金黄麦浪阵阵飘
香；大型播种机和收割机在希望的田野里
来回忙碌，一排排整齐的平房红砖碧瓦炊
烟袅袅。农家小院房前屋后瓜果梨桃鲜
花盛开，鸡鸭觅食牛羊欢叫儿童戏闹。你
听，休闲文化活动广场的济阳鼓子秧歌锣
鼓喧天，乡亲们载歌载舞喜气洋洋地过上
了小康文化生活，好一派幸福和谐的田园
秀美风光；好一个奋进新时代欣欣向荣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梦中满脸皱纹慈祥的老父亲嘴里抽着过
滤嘴香烟，手里拿着手机微信聊天，开着
汽车在村口等待儿子回家过年的背影；梦
中的老母亲满头白发带着老花镜，一边微
笑地听着山东吕剧《借年》，一边忙碌着满
桌子丰盛的饭菜，桌子上摆着象征团圆的
热气腾腾的饺子。此情此景，让我热泪盈
眶倍感无限温暖。久别的父老乡亲见面
后握手问候，沏上热茶聊起家常把酒话桑
麻。儿时的伙伴相见，激动地互相拥抱和
祝愿，笑容依然是那么灿烂；一声声乳名
呼唤让我情不自禁热泪满面，一个个熟悉
的音容笑貌让我魂牵梦绕。我思念的故
乡济阳真美真好，睡梦中的我又露出了甜
蜜的微笑。是啊，故乡曾给我欢乐梦想和
力量，也留给我故乡基因性格和烙印，我
怎能不把你歌唱，我怎能会把你遗忘。

（作者系孙耿街道戴屯村人 在辽宁
省葫芦岛市渤海造船厂工作）

魂牵梦绕 善美济阳
◎◎周希华

济阳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济阳人淳朴
善良、热情好客。两千多年前至圣先贤孔子在齐
（今曲堤镇境内）闻韶，发出“尽美矣，又尽善也”
的感叹；近年来，济阳人民更是坚持实干、反对虚
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辉煌业绩。在1月
4日召开的区委十三届八次全体会议上,区委提
出了培育“善美济阳”城市品牌的号召，古老的
济阳大地又掀开了跨越发展的崭新篇章!为深入
挖掘、充分展示济阳大地上的“善美”元素，展现
济阳人民的“善美”品质，激励全区上下为建设

“善美济阳”而努力奋斗，中共济南市济阳区委宣
传部、济阳区文联、济阳区信息（新闻）中心决定
联合开展“闻韶圣地·善美济阳”主题征文、摄影

作品征集活动。
一、征文和摄影作品的主题及内容
以“闻韶圣地·善美济阳”为主题，挖掘济阳

善美元素，颂扬济阳善美事迹，展示济阳善美形
象，弘扬济阳善美正能量、引领善美新风尚、建设
善美新济阳，全面提升济阳的知名度、美誉度和
影响力。题材包括历史人文、经济社会发展、家
庭美德、社会公德、勤勉敬业、城市建设、济阳风
光等一切包含善美元素的内容均可。

二、征稿范围、征稿时间及投稿方式
征稿范围：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稿。
征稿时间：2020年1月至2020年10 月。
投稿方式：来稿请将作品注明“善美济阳征

稿”字样，发至指定邮箱。征文一律采用word格
式，以附件形式发送，摄影图片多张成组的打包
成rar或zip格式压缩文件发送。

邮箱地址：xjyfukan@163.com
jiyangwenyi@163.com

联系电话：84232018 84228967
三、征文和摄影作品规则及要求
（一）征文要求：
1、诗歌、散文、小说、通讯、剧本、歌曲、小品、

相声、快板等体裁均可，必须为原创作品。
2、征文一律以附件形式发送。
3、征文作品字数不限，主题鲜明，内容积极

健康向上。要求语言生动形象，条理清晰，具有

一定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感染力。
（二）摄影作品要求：摄影作品必须为本人

创作拍摄，单张组照不限，彩色、黑白不限，风格
不限，单幅数量不限，组照每组4-8幅，并结合作
品配简短文字说明。活动主办方不承担因参与
者提供的图片而产生的肖像权、名誉权、著作权
等纠纷的法律责任。

（三）作品要注明作者姓名、所属单位或者地
址、联系方式。一位作者可以提供多篇（幅）作
品。

四、奖项设置
1、征稿活动结束后，我们将组织专业人士进

行评奖活动，对优秀作品进行适当物质奖励。

2、奖项设置：
一等奖20名，征文、摄影各10名；
二等奖40名，征文、摄影各20名；
三等奖60名，征文、摄影各30名；
优秀奖若干名。
3、作品发布：《济阳文艺》《新济阳》报、“新济

阳”微信公众号将开设专栏、专版，对优秀作品进
行刊登。欢迎全区社会各界朋友踊跃投稿。

中共济南市济阳区委宣传部
济阳区文联

济阳区信息（新闻）中心
2020年1月6日

“闻韶圣地·善美济阳”主题征文、摄影作品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