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伴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我来到
了这个世界。如今，在新中国70华
诞之际，我愿把与新中国共同成长
的感受分享给大家。

1966年我 15岁，那一年由于
文革运动，失学的我无言的放下了
书本，拿起锄头开始了我的农民生
涯。记得刚参加农业劳动的那一
年，每天清晨全队劳力都要到村北
场院集合，场院的老榆树上，挂着一
段旧钢轨，人们叫它铛铛，看场老人
每天都要敲它四遍，早晨上工时要
敲，中午吃饭时要敲，下午出工时还
要敲。它是全队的号令，晚上社员
们听到铛铛钟响才能收工回家。每
天清晨，生产队长都会早早来到场
院大树下等候社员出工。先是组织
读报学习，接着安排生产农活，给社
员讲述生产任务；麦田要浇水，旱地
应锄谷，南沟修水渠，北坡扎白薯。
每样活茬都得用心调度、细致安
排。随后男女社员在组长的带领
下，分别进入劳动地块。

刚参加劳动的时候，我什么农
活都不会，是那些朴实的叔叔大伯
们教会了我各种农活。劳动不仅让
我了解了作物的生长，更体悟到劳
作的艰辛。劳动留给我的不只是汗
水，还有乡村的韵味和田园的气

息。有一年盛夏，午后太阳在西边
斜照着，我们生产组的社员正在玉
米地里锄草，突然一片黑云从将军
坨顶上飘过来，一串炸雷，雨点便如
撒豆子一般急打下来。四下里一片
密集的哗哗声，那是玉米叶子在和
雨点热烈击掌。田野里没有躲避
处，我撒开双脚往场院跑。如同战
士冲锋。雨点瓢泼一般压下来，身
上湿漉漉的。等跑回场院雨却停
了，只有那棵老榆树下还滴着圆圆
的水珠。抬头再看天，东边出现出
一道彩虹，漂亮得让人心动，一边正
好落在我刚刚锄草的那条沟里。此
时空气清新，还夹杂着泥土的气息。

三夏开始了，我们第三生产队
大约有二百多亩小麦，就靠几十个
男女劳力一镰一镰收割。如果让我
评价最不愿意干的农活，我会毫不
犹豫的投割麦子一票。且不说一天
要弯下多少次腰，单是日头的毒辣
就让人难以忍受。更令人畏惧的是
麦芒，不等一个麦垅割完，手臂上就
会被麦芒扎出很多血道道。所以虽
然气温很高，割麦子的时候大家都
会穿件长袖衣服，以减少麦芒对手
臂的伤害。那一年公社配给生产队
一台小麦脱粒机。我们这些十五、
六岁的毛头小伙和青年民兵一起在
打麦场上奋战了七天七夜。机械脱

粒的效率提高了很多，场院里人欢
马叫，尘土飞扬。一台电动脱粒机
通宵达旦的运转。人歇马不歇，搞
得深夜里脱粒机轰鸣不断。那种热
火朝天的劳动干劲，已经有几十年
没有见到了，也是我终生难忘的劳
动场面！

值得回忆的劳动场景太多了，
最艰苦的劳动要算采石烧灰了，烧
制石灰是生产队的一项主要副业，
一年可以为队里创收五万多块钱。
在那个5角钱就可以吃顿午餐的年
代里，五万块钱可是个大数目。队
里对烧灰创收非常重视，都是选派
身强力壮能吃苦的社员去做。那些
壮劳力主要负责开山爆破，把石头
破成小块，用矿车运到窑边。我因
为年纪小被分配到窑下推灰，就是
在窑底把刚烧好的白灰装入手推车
推到灰仓里。刚出窑的生石灰热的
烫手，空气中粉末飞扬，劳动之中吐
出的口水
都沾满了
黏黏的灰
粉。特别
是夏天，
温度本来
就高，石
灰窑下更
是炙烤难

耐，我每次进入窑下装一车白灰都
要出一身老汗。那些年每到农闲，
生产队上灰窑搞副业都有我的身
影。艰苦的劳动磨砺了我的体魄和
心志。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一晃半个
多世纪过去了，我的家乡现已今非
昔比。京郊农村从实施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到免除农业税，再到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农
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明显改善。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变
迁，家乡变得美丽了，村民的生活更
幸福了。如今，我这个50后回首往
事，不禁思绪万千，感慨不已。感觉
生活中的甘甜与苦涩、欢乐与痛苦，
理想与现实都与新中国的成长血脉
相连。往日与乡亲们在农村这个广
阔天地里耕云播雨，战天斗地的劳
动场景，或许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

伴随新中国的脚步成长
张新民张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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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浓韵金秋浓韵
马淑琴

不知是霞光蔚红了秋叶不知是霞光蔚红了秋叶

还是秋叶蕴热了霞光还是秋叶蕴热了霞光

空谷飘起一叶小舟空谷飘起一叶小舟

载着满山斑斓的艳阳载着满山斑斓的艳阳

山里人家山里人家

把甜蜜的诱惑把甜蜜的诱惑

挂满了树梢挂满了树梢

秋粥熬熟的日子秋粥熬熟的日子

山川的每个细节山川的每个细节

都弥漫醉人的谷香都弥漫醉人的谷香

古寺披金的季节古寺披金的季节

祈望变得殷实和丰厚祈望变得殷实和丰厚

河柳与苇塘的四重鸣奏河柳与苇塘的四重鸣奏

摇曳着金色的畅想摇曳着金色的畅想

红于二月花的浓情红于二月花的浓情

拥抱高山古岳拥抱高山古岳

英烈们喷涌的热血英烈们喷涌的热血

浇灌滚烫的诗行浇灌滚烫的诗行

初雪抢先一步初雪抢先一步

落在秋的发梢落在秋的发梢

红岭牵着银峰红岭牵着银峰

走进瑰丽的画廊走进瑰丽的画廊

外婆家的变迁
东辛房小学五（1）班 韩本钰

自从国家大力扶持旅游业以
来，外婆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经常陪妈妈去往山里的外
婆家。原来弯弯曲曲坎坷不平
的石头路早已不见了，呈现在我
们面前的是宽阔的柏油马路。
马路像一条巨龙盘旋在苍绿的
高山上，路两边红花柳绿，非常
美丽。再往远望，成片的菜地，

五颜六色；近观有绿油油的油
菜、有淡红色的西红柿、还有深
紫色的小茄子……

村庄变成了山青水秀的旅游
风景区，修建了奇特的玻璃栈
道，引来各地游客纷纷过来参
观，带动了当地经济的飞速发
展。每到节假日，所有的农家小
院游客爆满。这时，外婆就忙开

了。她热情地招待各地游客，为
他们介绍各种当地美食特产。
听说，野生蘑菇和散养柴鸡都特
别受欢迎呢。

外婆家的村庄新建了宽阔的
健身广场，健身器材应有尽有。
每天傍晚，广场上都有许多男女
老少出来活动，有的散步，有的健
身，有的跳广场舞。政府还不定

期的邀请门头沟区文联的叔叔阿
姨下乡演出，给村民的生活增添
了许多乐趣。

这就是大山里的外婆家，这
里的美景美食都令人喜爱。这一
切，都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源于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

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好！
指导教师：李迎杰

空缺的位子（六）
李德禄李德禄

出租车过了几个红灯，雅琼也跨
过了几道心坎。她发誓，这次见了章
寒，一定要向他道歉，一定要把“爱他，
爱他一辈子”的话说出来，她再也不做
让自个儿后悔，让章寒难过的事了！
出租车到了医院门口，雅琼不顾一切
地向急救室冲去。然而，被护士毫不
留情地挡在了门外。

杨利坐在一辆出租车上，也在往医
院赶。他回到市里已经十多天了，却一
刻也不敢闲着。他知道副厅级的位子
只有一个，而能与自己争锋的章寒，其
本身并没什么了不起，可怕的是他干出
来的事情让人无可挑剔。为了扳倒这
个不可小觑的对手，为了那个不知花落
谁家的空位子，必须得费些心思、耍些
手段，必须得进行必要的走动。

闻知章寒住院了，杨利的第一反
应是：这个貌似简单实则狡猾的家伙，
当年他为了跨越式提职，剑走偏锋地
给市委书记写了封求职信。尽管自己
无情地散布了许多对其不利的言论，
尽管弄得他灰头土脸，还是让他的野
心得逞了。如今，为了坐上那个副厅
级的位子，又玩起因劳累而致病的花
样。他这是在装可怜以博取同情，是
在变相地增加晋升的筹码。这次，我
要入木三分地拆穿他的诡计，让他住
院的真实目的与动机暴露得体无完
肤，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朋友打来电
话，证实了章寒病危的消息。杨利愣
住了，他对章寒作过各种猜疑和推论，

唯独没有想到“病危”这两个字，然而
事情真实而不可思议地发生了。少了
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按说杨利该
高兴了，可他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在大学期间，杨利、章寒与雅琼喜
为同窗，三人关系看似同样莫逆却有
远近。杨章二人都很喜欢雅琼，雅琼
却只喜欢章寒。他们分到市委机关
后，灵透的杨利坐电梯般地升职，本以
为职权是获取雅琼芳心的资本，没想
到雅琼更在意人品。她与章寒常来常
往，与杨利却渐行渐远。

杨利难以从酸楚中解脱，他的难
受不完全是为了雅琼，天涯何处无芳
草？他不能忍受别人比他强，仕途得
意情场也绝不能失意。可是，他失败
了，失败不等于结束，他把章寒与雅琼
的正常往来，说成是数说不清的苟且
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间断了交往。
离间了二人的关系，杨利想趁虚而入，
吃到的却总是雅琼的闭门羹。后来，
章寒结婚了，杨利也有了自个儿的家
庭，雅琼仍守独身。

车子晃动着，杨利心里塞满了恍惚
的思绪，一个人的诞生和死亡竟是如此
的轻而易举？听朋友说，章寒昏迷中还
喊着要见他这个老同学，心里不由生发
出一种感动，一种愧疚的感动。

三年多前，章寒约杨利在家中喝
茶。杨利说：“什么好茶呀，搞得如此
隆重？”“茶并非顶级，但最不容易的就
是保鲜，在飘雪的冬季，能喝一杯鲜绿
的茶，岂不是一种享受？”“醉翁之意不

在酒，不会单纯地让我品茶吧？”“当
然！”章寒笑着拿出封信：“先看后议
论！”

这封信就是写给市委书记的那封
信，杨利是第三个读者，章寒是将杨利
作为知心好友让他先睹为快的。杨利
看着信，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受到前
所未有的震动：我俩同在一条起跑线
上赛跑，如今我跑到了他的前面，他绝
对是心怀嫉妒而欲一举成名！

在信中，杨利看到了章寒的狂骨
傲气，深知他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一旦
成功，自己的优越感便会荡然无存。
不就是绞尽脑汁地想超过我吗？我偏
要让你鸿鹄成燕雀！于是狡黠地说：

“写信需要思想，交信需要精神，你有
勇气写，未必有胆量交！”其实，杨利用
不着激将法，章寒的信早已握在市委
书记手中了。

出租车依然不急不慌地行驶着，
杨利做了诸多诋毁中伤章寒的龌龊
事，情感的悔恨，灵魂的鞭挞，他比任
何时候都想见到章寒，想用自己的忏
悔挽留他的生命，想当面把对不起章
寒的话全抖落出来，哪怕他听不到都
没关系，不然自己会煎熬一辈子！然
而，他与雅琼一样，被护士无情地拦在
了急救室门外。

章寒依然没有看到他想见的人，
他从生命深处喷射出来的欲望，从来
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而顽强。他拼命
睁开沉重的眼睛，望着窗外那一树绿
叶…… （（完完））

香山巧遇朱老总香山巧遇朱老总
左慎五

深秋是色彩斑斓的季节深秋是色彩斑斓的季节，，更是令人陶更是令人陶
醉的季节醉的季节。。北京香山枫叶飘丹北京香山枫叶飘丹，，黄栌飞红黄栌飞红，，
美景如画美景如画。。然而然而，，金秋苦短金秋苦短，，待到北风骤待到北风骤
起起，，万木萧疏万木萧疏，，漫山遍野的落叶漫山遍野的落叶，，就变成一就变成一
幅绚丽的锦绣地毯幅绚丽的锦绣地毯。。由此由此，，让我想起了六让我想起了六
十多年前初游香山的一段往事十多年前初游香山的一段往事。。

大约是大约是19561956年年，，香山公园刚刚对外开香山公园刚刚对外开
放放。。我久仰静宜园大名我久仰静宜园大名，，但不知路在何但不知路在何
方方。。听同住集体宿舍的几位同志说听同住集体宿舍的几位同志说，，可自可自
崇文门内苏州胡同乘崇文门内苏州胡同乘33路电车至西直门路电车至西直门，，换换
乘乘3232路汽车到颐和园路汽车到颐和园，，再换乘再换乘3333路汽车到路汽车到
香山香山，，下车即是下车即是。。

当时北京的有轨电车只有七八条线当时北京的有轨电车只有七八条线

路路，，俗称铛铛车俗称铛铛车。。为了便于识别为了便于识别，，车头上方车头上方
的路牌颜色各异的路牌颜色各异。。11路是红牌路是红牌，，22路是黄牌路是黄牌，，
33路是蓝牌……市区路是蓝牌……市区、、郊区公共汽车共有二郊区公共汽车共有二
十几路十几路，，都是老式的都是老式的，，前脸伸出一米多前脸伸出一米多，，上上
下车只有一个车门下车只有一个车门。。那时电车票是那时电车票是33分起分起
价价，，22分递进分递进；；公共汽车票是公共汽车票是44分起价分起价，，33分分、、
22分递进分递进。。为了节省几角钱的车费为了节省几角钱的车费，，我准备我准备
骑自行车前往骑自行车前往。。

是日天气晴好是日天气晴好，，冬阳高照冬阳高照。。由于年轻由于年轻
气盛气盛，，骑车飞快骑车飞快。。从苏州胡同西口紧跟一从苏州胡同西口紧跟一
辆蓝牌有轨电车辆蓝牌有轨电车，，它进站它进站，，我超越我超越，，它出站它出站，，
我紧追我紧追。。那时城区的红绿灯很少那时城区的红绿灯很少，，主要路主要路
口大多是头戴白色大檐帽口大多是头戴白色大檐帽、、身穿蓝制服身穿蓝制服、、戴戴

白套袖的警察用手势指挥交通白套袖的警察用手势指挥交通，，从不堵从不堵
车车。。到西直门到西直门，，又与一辆始发的又与一辆始发的3232路路““大鼻大鼻
子子””汽车较上了劲汽车较上了劲。。至颐和园东宫门至颐和园东宫门，，再跟再跟
随随3333路去香山路去香山。。虽是上坡路虽是上坡路，，因为车少因为车少，，我我
依然紧追不舍依然紧追不舍，，同时到达同时到达。。

进得园门进得园门，，空旷的山野空旷的山野，，新鲜的空气新鲜的空气，，
令人神清气爽令人神清气爽，，疲劳顿消疲劳顿消。。红叶已经凋零红叶已经凋零，，
游客非常稀少游客非常稀少。。拾级而上拾级而上，，右侧有个路牌右侧有个路牌
指向香山饭店指向香山饭店。。那时的饭店是一座普通的那时的饭店是一座普通的
白色建筑物白色建筑物，，掩映在青松翠柏中掩映在青松翠柏中，，而不是国而不是国
际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主持设计的四星际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主持设计的四星
级现代化酒店级现代化酒店。。店外的停车场上店外的停车场上，，独自停独自停
放着一辆铮亮的苏联产吉斯牌黑色轿车放着一辆铮亮的苏联产吉斯牌黑色轿车。。

上世纪上世纪5050年代年代，，经常外出的北京人大多知经常外出的北京人大多知
道道，，吉斯吉斯（（俄文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缩写的译俄文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缩写的译
音音））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车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车，，吉姆吉姆（（俄文俄文
莫洛托夫汽车制造厂缩写的译音莫洛托夫汽车制造厂缩写的译音））是部委是部委
领导人的专车领导人的专车。。此时已近中午此时已近中午，，我想我想，，大概大概
是某位领导人在此用餐吧是某位领导人在此用餐吧？？

继续沿着陡峭的石阶向上攀登继续沿着陡峭的石阶向上攀登，，只见只见
四五个人缓步走下山来四五个人缓步走下山来。。待到能辨清面目待到能辨清面目
时时，，猛一抬头猛一抬头，，啊呀啊呀！！中间一位竟然是时任中间一位竟然是时任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朱德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朱德元帅！！他身材魁他身材魁
梧梧，，面容慈祥面容慈祥，，头戴蓝呢圆顶帽头戴蓝呢圆顶帽，，身穿深蓝身穿深蓝
色中山装色中山装，，饱经风霜的脸上透着微笑饱经风霜的脸上透着微笑。。三三

四个随从也是同样的着装四个随从也是同样的着装，，其中一人手里其中一人手里
拿着个蓝色的圆形椅垫拿着个蓝色的圆形椅垫。。我急忙让出台我急忙让出台
阶阶，，侍立路侧侍立路侧，，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年已七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年已七旬
的朱老总手持拐杖的朱老总手持拐杖（（不是手拄拐杖不是手拄拐杖），），健步健步
下山下山，，径直走向香山饭店停车场径直走向香山饭店停车场。。

转瞬一甲子转瞬一甲子,,每次重游香山每次重游香山，，朱老总的朱老总的
伟岸形象就浮现在眼前伟岸形象就浮现在眼前。。我深深体会到我深深体会到，，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外出总是轻车简外出总是轻车简
从从，，没有开道车没有开道车，，也没有后卫车也没有后卫车，，更没有任更没有任
何官员前呼后拥何官员前呼后拥；；衣着朴素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平易近人，，与与
随从人员随从人员、、普通百姓并无二致普通百姓并无二致。。香山巧遇香山巧遇
朱老总朱老总，，这难忘的一刻这难忘的一刻，，至今依然记忆犹至今依然记忆犹
新新，，终生难忘终生难忘。。

翠岭秋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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