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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丽君

　　“唉……你这是干嘛？有话好好说！”

　　当我们到达现场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身高马大的那位眼瞅着就要把办公桌对面的

人揪着衣襟拎起来。

　　“快住手，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所长老

王在我们派出所是出了名的大嗓门，这一声

吼得极具震慑力，那双手也应声松开。

　　看到警察，孙矿长如释重负：“王所啊，你

们可算来了。就是他，连着4天每天来我办公室

闹，这还想动手打我！”

　　“那还不是你们领导干的好事？什么都是

你们说的算？探亲假说取消就取消，还有没有

把我们工人当人看？”

　　身高马大的大哥姓李，能看的出他此时

的情绪有多激动，可面对我们的询问还是努

力压着火，一五一十地回答着。

　　老李原是辽宁抚顺人，上世纪六十年代

全家从东北来支持安徽淮南的煤矿事业，从

此淮南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父母退休后想

念家乡，回到了东北老家生活，老李却选择继

续留在淮南工作，也在这儿结婚生子组建了

自己的家庭。

　　单位一直有个政策，针对父母、配偶在外

省的工作人员，每位职工每年可以申请30天的

探亲假与亲人团聚，可今年当老李准备请探

亲假为母亲庆祝七十大寿时，却被领导告知

该假已被取消。

　　“我没有收到任何取消假期的通知，王警

官，百善孝为先，现在领导说取消就取消，我

母亲这大寿怎么办？”

　　“你先别着急。孙矿长，这个探亲假为什

么突然取消了？”

　　“王所你不知道，现在单位生产任务比较

重，也不是我们一个单位取消，一切都是为了

保证生产。”能看得出孙矿长也很为难，连着

几天被闹，也是满脸的疲惫。

　　“那确实有点不合理，不能为了生产剥夺

工人应享有的权利。”王所是出了名的热心

肠，一听单纯为了赶生产自然觉得不合理。

　　“孙矿长，他的情况特殊，母亲七十大寿

确实是个大日子。东北也着实挺远，周末休息

根本赶不及来回。能不能让他今年把探亲假

请了，如果真的取消了，这次也算正式通知了

员工，明年咱就不请了？”王所露着微笑看着

矿长。

　　“那可不成！他是我们这安监部门的重要

员工，矿内在修路，他的工作就是监管监护，

一天要巡查好几回呢。他这要是走一个月，谁

来监工？真要是出了什么安全问题，谁能负责

的了？”孙矿长急得直摇头。

　　“那要不这样吧，修路那段也是我们派出

所重点巡逻区域，一样是保证安全我就多跑

几趟，同事巡逻我也让他们多留意留意，你看

行么？”

　　“王所心细是公认的，有您帮忙监工自然

安心。老李啊，你好好谢谢王所，探亲假单位

就准了，你把申请表按流程提交上来吧。”孙

矿长见监工问题解决也乐得准假，吵吵闹闹

好几天，早就被老李吵得头都大了。

　　“老李你加一下我的微信，如果监工时候

遇到后续问题，我再跟你联系！”细心的王所

不忘此时加上老李微信。

　　老李终于露出了笑容，连声向我们道谢。

　　一个星期后，老李就回到了工作岗位，原

本一个月的假期，他只休息了一个星期。

　　“我已经回去探望了父母，大热天的也不

能让王所再为了我的工作费心。这次的事让

我真正相信人民警察对所有群众都是平等

的。我一直以为你们出警来会把我从办公室

赶出去，没想到您却主动答应帮我监工。”这

位东北大汉说到动情处红了眼眶。

　　王所道：“监工我能替你，尽孝却只能你

自己来，为探望父母发生这件事，别的不谈，

是个孝子！”说完，王所竖起了大拇指。

　　自此以后，老李成了我们派出所的“常

客”，没事就来和我们聊聊天，遇到什么水管

漏水、灯管要换也是挽起袖子帮忙，这种警民

一心的感觉让我们很温暖，对工作也更有干

劲，我们不怕辛苦不怕累，只要能得到老百姓

的理解，那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淮舜分

局新毕派出所）

□ 王乾荣

　　此人名不见经传，别人不知她何许人。她是

人不知而不愠；我个耍笔杆的，给她作个传吧。

　　李淑芳，女，68岁，跟我住同一小区——— 宣颐

家园。本来不认识她，但我在小区遛弯儿时，总碰

到她。碰到就碰到吧，遛弯儿见的人多了——— 有

上下班的，步履匆匆，擦肩而过，连头也没工夫

点；有按固定路线走步的，相对而行，时间久了，

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点头，微笑，走过就走过

了；有在湖边健身的，一般不打扰人家；再就是保

安员和保洁员，有的也含颌致意——— 这些街坊或

工作人员，不打听人家姓名、身世，似乎相熟，却

也陌生。唯独这李淑芳，几乎每天多次碰到，不想

熟也熟了。

　　开头说话，出于我的好奇：“这位大姐，您怎

么天天拿着笤帚、簸箕在小区转悠啊？”

　　她把笤帚夹在拿簸箕那边的臂下，用腾出的

手捡起地缝里一枚烟头，笑着说：“在家待着也是

待着，出来忙活忙活，爽身。”她这样“忙活”着，

“爽”着，一天两次，分上下午，一次大约两小时，

几乎风雨无阻，按点儿上班似的。她每月退休金

数千元，在小区打杂，分文不取。

　　我问：“不是有清洁工吗？”她说：“清洁工管

大面上的，犄角旮旯注意不到，我拾遗补缺。”

　　小区垃圾分类后，十多处垃圾桶集中到有

数的几处，为的是管分类的人员方便工作。有的

住户嫌垃圾集中处离家远，把垃圾袋随便扔楼

下，拍拍手，一走了之。我眼见一青年，把刚喝完

饮料的空瓶子，往不远处的垃圾桶一扔，没中，

落在了一边。我也多次看见，李淑芳默默地把路

边的垃圾袋和到处乱扔的塑料瓶、纸屑、烟头等

等杂物，归置到垃圾桶里。李淑芳苦笑道：“哎

呀，你在这儿放个烟缸，人家也不往里边扔，我

一个一个捡呗。”

　　“您做这些烦不烦呀？”我问李淑芳。她说：

“我就是见不得乱。这么漂亮的小区，清清爽爽多

好。比如你是个上班族，晚上回来，家里一片狼

藉，心情能好吗？小区一样，弄利索了，大家高兴，

自己为这个出点力，心里舒坦。”

　　一天忽见李淑芳用绷带吊着左臂，忙问咋

了。原来是小区不让共享单车进门，骑车青年

把车子往大门外胡乱一支，走人。李淑芳也见

不得这“乱”，天天挨个儿把车排齐，红、黄、

蓝、绿，各就各位，在大门口绘出一幅五颜六色

的画儿，美观着呢。有天刮大风，车子东倒西歪

一片，急坏了李淑芳。她一辆一辆扶车。最后三

辆车插在一起，她用力往起拽车，劲儿使得猛，

车拆开了，她连人带车摔倒，双手戳地，左臂顿

时肿起。去医院照片子，没伤着骨头，她依旧在

小区忙活。

　　她做的事有目共睹，有知内情而赞佩的；也

听有人说“这老太，傻啊”；还有人窃窃私议，“抢

了保洁的活儿，不定挣了多少钱呢”。嘿，叫人家

说去。

　　这李淑芳，原是一位公益达人。她去附近的

肿瘤医院鼓励病人战胜顽疾，去肯德基给人家收

拾杯盘，给来小区看房的中介引路、介绍房源，

给赖着不交物业费的住户做动员……凡她认

为自己能做、也对别人有益的事，她都去做。居

委会让她填了个《大兴榜样表》，送区上，还没

结果。她说老伴儿支持，她像这个家的“男人”，

连饭，全由老伴操持，她只管大快朵颐，心情愉

悦，奔古稀之年了，无灾无病，在小区义务劳动，

有使不完的劲儿……

□ 程齐 易裕厚

　　在我的书房里，深藏着一本红色外壳、内页

发黄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小册子。

　　那是1998年3月，我即将从公安院校毕业，

前去探望我的外公齐焱安，他是一位解放前参

加革命工作的离休老同志。交谈中，外公问我在

学校入党了没有？我告诉他，还没有，不急。他于

是把我叫到卧室，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本红

色的小册子，郑重地塞到了我手里，还用力推了

推。我打开一看，这是一本繁体字、左开页竖排

版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内页已经发黄，但保存

却很完整。外公年纪大了，严重耳背，平时话很

少，但他把这本“沉甸甸”的党章交给我时，却是

一脸的严肃。

　　这是一本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当

看到1955年的印刷日期时，我追问外公：“这是

您当年入党时的党章吗？”外公点了点头，拍了

拍我的肩膀，说：“快参加工作了，就是党的人，

要好好干，争取早日入党。”手捧着这本非同寻

常的党章，我朝外公用力点了点头，然后郑重地

用铅笔在党章扉页上记录下了这个日子———

1998年3月21日。

　　外公的祖籍在湖北，1949年随着湖南的解

放，他就在这片热土上扎了根，参与了湖南省株

洲市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建设，见证

了株洲从小镇到繁华城市的每一步变化。望着

这本党章，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外公在株洲

工业基地建设中挥汗如雨的身影，在昏黄的小

油灯下仔细阅读党章的模样，以及在鲜红的党

旗下举着右手铿锵宣誓的场景……

　　2000年，我参加公安工作后，积极向党组织

靠拢，写入党申请，上党校培训，经过组织考察

考验，2005年我经过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作为孙辈中第一个入党的，我把喜讯最先

告诉了外公。他笑眯眯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知

道，这已经是他对我莫大的赞许了。

　　时光飞逝，外公渐渐老去，身体也一天不如

一天，先后多次入院治疗。我在陪护他的时候，

问他：“您是离休干部，医疗费用都是公费负责，

为啥不一直住在医院里呢？那里的医疗条件可

比家里好多了。”外公盯着我，半天才说一句：

“国家还不富裕，身体好点就办出院，不能给国

家添麻烦，不能乱花国家的钱！”听了外公的一

席话，我当时就一脸通红。2010年，外公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但他那时跟我说的话，至今仍言犹

在耳。

　　这么多年来，坐在书房里，我总会时不时地

拿出这本党章来翻一翻、看一看，我的眼前也总

会浮现出外公那慈祥的样子，耳边总会响起他

那些说过的话语，激励着我在工作中不断前行。

我通过了首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高级执法资格

考试，后来还被评为“首届身边最美警察”，多次

立功受奖，现在所带领的团队还被授予“全国公

安机关成绩突出青年集体”荣誉……

　　这本有着66年时光的党章，见证了外公等

老一辈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也激励和指

引着我们要握紧接力棒，牢记初心与使命，继续

坚守与担当，无私奉献与开拓，为国家的平安稳

定不断贡献力量。

　　如今，这本党章传承到我的手里已经有23

年，我一定会把这本老党章的故事讲给我的孩

子听，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 作者单位：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天元

分局）

□ 杨金坤

　　偶读清代沈复的《童趣》：“夏蚊成雷，私拟

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

也……”读到此处，不仅为作者的想象力抚掌击

节，更让我想起了故乡有趣的蚊事。

　　每当小满一过，乡野间的蚊子就一天天多

起来、大起来、狠起来。每当夜幕降临，乘着渐渐

暗下来的夜色，蚊子便开始集体行动。它们成群

结队从水塘边、树林里、阴沟中飞出，“嗡嗡”叫

着到处寻找目标。为了少受蚊子的侵害，无论大

人还是孩子纷纷使出各种手段，向蚊子开战，这

中间就出现了许多趣人趣事。

　　我的二叔，孔武有力，每当有蚊子降落在他

手臂上，翅摆跳蹬准备痛饮血浆时，他都正襟危

坐，岿然不动。但到蚊子伸出“吸管”，扎入肌肤，

开始吮血时，他就像黑张飞一样，怒目圆睁，咬

牙握拳，紧绷肌肉，将蚊子的“吸管”牢牢夹住，

再眼笑眉舒、从容不迫地活捉归案，或断其翅，

或撕其腿，处“凌尺”或“车裂”之极刑。

　　大多数人没有二叔的本事，都拿把蒲扇一

边纳凉、一边轰赶蚊子。有的蚊子被蒲扇之风扇

到远处，有的蚊子寻个没风的间隙，便落到人的

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刚刚感觉到蚊子落脚

的所在，便一巴掌拍过去，蚊子闻风而逃，只落

得拍得自己的身体啪啪响。也有狠角色，蚊子落

在身上，并不急着去拍，等到蚊子吸足了血，行

动和反应迟缓了，一巴掌过去，血肉飞溅，手掌

上、皮肤上殷红一片，亦或皮肤上印着一个清晰

的蚊子纹身，翅膀，长嘴，长脚，斑马纹肚皮，纤

毫毕现。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手法，颇能

让人感觉到杀敌凯旋的意味。然后，再伸手去搔

挠那一处处微痒的皮肤，越发让人觉得，这时光

没有白白浪费。

　　父亲驱蚊，一般用艾草。端午时节，父亲把

采来晒干的艾草，编成草绳，悬挂在房梁的铁钩

上，点燃。随之渐渐腾起的烟雾，蚊子闻烟而逃。

因艾草熏蚊也熏人，一根艾草绳燃完，母亲便赶

快落下棉线蚊帐。蚊帐落下后，母亲会端着煤油

灯仔细查看，发现伏在蚊帐上，没有被熏跑的蚊

子后，母亲把火苗调整到适当高度，将煤油灯的

玻璃罩上口，悄悄移至蚊子身下，热浪一击，蚊

子便立刻醉酒一般落了下来。即使这样，蚊帐里

的蚊子也难驱赶、消灭干净。每天早晨起床后，

哥哥姐姐们争相数着身上被蚊子叮咬的包，再

看蚊帐的里里外外，一个个因吸饱了血而变得

又黑又大的蚊子，死了一般趴在上面。用手轻轻

一抹，一摊又一摊血，大家就争起来：是我的，是

我的。哥哥姐姐也抓过蜻蜓放在蚊帐里，指望蜻

蜓能吃掉蚊帐里的蚊子，但不知什么原因，蚊子

没能吃掉，蜻蜓却死了。

　　对付蚊子，我也有我的绝招。当发现墙上有

蚊子时，我不用手拍，而是拿一个罐头瓶，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去扣。刚开始扣不住，不是蚊子

早早飞跑了，就是在盖盖时蚊子又逃了。但熟能

生巧，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我经常能扣住，然后，

拿着罐头瓶去和小伙伴们显摆本事。

　　前几天，哥哥来看我，谈起小时候的蚊子趣

事，哥哥说，随着农药过度使用和环境卫生整

治，故乡的蚊子少多了。这本来是件好事，可不

知道为什么，听了哥哥的话，我竟有些失落感。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 杨占厂

　　阳光炽盛的夏季，树阴成了好地方。

　　不自觉地想起童年，很多美好的事情都

发生在树阴里，午睡、读书、打闹、发呆。那时

候的乡村，树是真多呀，比人多的多，它们更

像是村庄的主人，在岁月的风尘里站成永恒。

　　很多上了年纪的树，都要比村庄里最长

寿的老者还要大，大几十岁，大几百岁。至今

还清晰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们围着一棵三

个成人合抱粗的大树，老师说这是清朝栽下

的。我们就觉得特别神奇，每次经过它都会肃

然起敬，想象着这棵树真是光荣和不易，经历

了大自然那么多的沧海桑田，也见证了人世

间那么多的荣枯沉浮，穿越过闪电、旱涝、战

火、人祸，枝繁叶茂地站在我们面前。

　　每个村里，每条道边，每户人家周围，大

树随处可见。每逢夏季，树阴满地，偶有光影

筛过密密的枝叶，映到土地上，被微风吹散成

跳跃移动的金币。午后，这里满是纳凉的人，

这群人里必然有老有少，没有老人，少了故

事，没有小孩，少了乐趣。那些远的近的、真的

假的故事，在树阴里悠悠传播，完成了多少孩

童对于历史、关于成长的最初启蒙。

　　树阴里适合午睡，越热的天越好。有钱人

家放一把摇椅，普通人家拖一张蔑席，躺下，

凉爽就四围合来，古意也油然而生——— 几百

年前，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也会这样度过一

个又一个炎夏。若有若无的风，和树梢沙沙交

谈，惊飞鸟雀，让瓦楞上的猫、过道里的狗暂

停打闹，除此，万籁俱寂，心神俱安，人们陷入

不容分说的沉沉睡意里。

　　等到中学时的少年，我更喜欢在树阴里

看书，不是课本上的习题，是那些闲书，看累

了就把书覆在脸上，想那些远远近近的心事，

当时以为之后的每个夏天都会像这样漫长而

无所事事。

　　夏天就是这样，如此的热烈蓬勃，又如此

的让人心生慵懒闲逸。这一阵子，和孩子一起

研读宋人的诗词，觉得那个朝代的人们真是

爱生活会生活。宋朝大家关于夏天的文字里，

“树阴”不厌其烦地浮现其间。

　　首先是秦观，在农历三月三十这天给春

夏过渡定了调子，“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

阴正可人。”春天的似锦繁花终要落去，好在

夏天的绿树浓阴紧接着就来怡人悦人。空中

烈日炎炎，庭外树阴淡淡，宋朝的大人物，跟

今天的人们并无分别，都先美美地睡一觉（由

此看来，中国的午睡文化真是源远流长）。其

中写的最有感觉的，是苏舜钦的这句，“树阴

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能以鸟鸣声

为闹钟唤醒的睡眠，真是太幸福了。那么睡醒

了，干什么呢，杨万里说，“日长睡起无情思，

闲看儿童捉柳花。”提到杨万里，再联想到树

阴，《小池》顿时闪进脑海，“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虽然人尽皆知，但它们的

上一句是：树阴照水爱晴柔。

　　晴夏，清流，树阴，照水。多美好的意境，

美到明明都是静态的却以一个“爱”字散发出

了蓬勃的生命动力。

　　王安石也写过树阴，但是官居高位却又

变法遇阻的他，总是显得心事重重。“草色浮

云漠漠，树阴落日潭潭”——— 郁郁不得志的神

态溢于言表。同样是在游玩中看到树阴，南宋

的曾几就欢快得多，江南五月，乘船，游溪，登

山，饮乐，移步换景，兴尽而归，“绿阴不减来

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这样的句子，在夏天读出来，不仅口舌生

津，打心底也能沁出爽爽的凉意来。所以，快

回到童年，不，回到古代凉快一下吧，无须成

本，只要：一片树阴，一颗闲心。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民检察院）

漫画/高岳

民警来“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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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涛

　　我于蒙蒙烟雨之中

　　走进一座静谧的古城

　　欲要暂且安放自己

　　瘦瘦的灵魂

　　站在石桥上看烟雨

　　并且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细雨如丝，水天相接

　　往来的伞如一朵朵鲜花在摇曳

　　我始终看不清楚

　　伞下有没有

　　你的面孔

　　古城墙沐浴着烟雨

　　继续沧桑着历史

　　每一块城砖都是一个久远的故事

　　青石板路在城中蜿蜒

　　绵长了细细的情思

　　勾出了古城的轮廓

　　小桥依旧 流水依旧 人家也依旧

　　依旧的，还有街上缓缓的脚步

　　惟有不再依旧的

　　已不再依旧

　　烟雨中

　　我始终不愿走出这座古城

　　因为我在找寻一个

　　念念不忘的背影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消

防救援大队）

烟雨古城

□ 胡甸

　　夏天的精灵

　　点亮廊檐的彩灯

　　鲁镇 安昌 东浦

　　河岸边的古镇

　　在黄昏里醒来

　　锣鼓响起丝竹声声

　　戏台之上悲欢离合

　　戏台之下夜色朦胧

　　七月的性格

　　本就活泼

　　七月的绍兴

　　更是被染上了一层明艳

　　秦望山 日铸岭 西天竺

　　三十条林间步道

　　是三十组跳动的字符

　　三十个绿色的会呼吸的梦

　　海上花田的向日葵

　　在蓝天下喧闹

　　马太守庙的白莲红荷

　　于风中嬉笑

　　小暑的西瓜冰凉透心

　　木莲豆腐与黄酒棒冰

　　是独属于绍兴夏天的满足

　　七月，夏天的精灵

　　游走在鉴湖碧波间

　　跳动在海涂的浪潮中

　　七月，绍兴哼着一首

　　吴腔越调的古老歌谣

　　将梦载于船上轻轻哄睡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

支队)

绍兴，七月歌

□ 胡勇

香山双清别墅

　凯歌声里入香山，雄姿英发神气闲。

　齐心摧毁旧世界，合力再造新江天。

　指挥若定追穷寇，运筹帷幄铸奇观。

　遗迹斑斑昭后世，抚今追昔泪潸然。

高君宇烈士墓

　君宇陵墓何处寻？陶然亭畔花木深。

　拼将热血洒故土，誓扫朽腐开新春。

　生似霹雳惊当世，死如北斗启后人。

　天翻地覆一百载，笑闻九州传佳音。

红色遗迹抒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