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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能够预料到一个小小画舫船
便能承载顺应潮流的新革命
没人能够料想到当初一个不到百

人的政党
便能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中国
于是 她如约地来了
她宣读着马克思主义的红册子
举起镰刀和铁锤
抬起头颅 用坚毅的神色
率领万万劳苦工农大众
开启了追求民主幸福的艰辛路程

你看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已燎原
万里的长征路三军将士也尽开笑颜
西柏坡的进京赶考也交上了优异卷
挥师南下转眼间已是红旗漫天
短短几十年
深受苦难的中华民族再次挺起了

脊梁扬起了新帆
你看
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
川流不息的车流

来来往往的人群
高耸入云的建筑
已然诉不尽这所有繁华
我们是月球的常客
我们更是深海的好友
我们始终秉承“礼仪之邦”的大国

气度
我们一贯坚持“同一世界、同一个

梦想”
我们反对战争呼吁和平
我们不断自我改革自我发展
在中华大地上弥漫着美好与康安

九十八年的历史沧桑
九十八年的执着奋进
九十八年的不忘初心
九十八年的砥砺前行
就让我们一起举起岁月的烈酒
带着满满对她的热爱与感激
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母亲吧
祝福她与日月山河同寿
祝福她永葆青春活力不断向前
祝福她掌舵着中国航班直冲九天

七一礼赞
◎ 孙凡豹

夏日恋歌
◎ 贾有利

晨起的清露
在叶片上滑落
叮咚的声响
扰了荷的酣梦

枝头的鸟儿
回忆昨天的风雨
沐浴着朝阳的鲜亮
引吭歌唱

行走在绿草间
蚯蚓从泥土中钻出
蚂蚁开始忙碌
所有的生命
都是生机勃勃

迎面而来的风
是温的
是柔的
让我把夏的苦闷
舒展和抚平

经过春的破土
生命开始在夏天孕育
曾经弱小的梦想
也将开始
茁壮成长

近日的天，犹如孩子的面，阴晴难
定，连日的阴雨绵绵，让初夏的天，多
了些许凉意，树上绿叶摇曳，行人轻拢
衣衫，微风拂过，将困意吹出漪涟，渐
渐消散。

道路两旁的早餐店已是热闹非
凡，一笼笼包子热气腾腾，分外诱人，
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钩织出一幅美丽
的生活画卷。透着些烟火气息，美好
的生活总会让人心生向往，而我此刻，
向往着大自然，向往着那偷的浮生半
日闲的静谧与丛林的交响。

车轮碾压着泥土，惊出一群蚂蚱，
虫儿们大声地鸣叫，好似拉响了警报，
几只蝴蝶绕着汽车飞舞，小心地探寻
着这个庞然大物，此刻的我已经被这
大自然的原住民发觉了。山路崎岖颠
簸，却别有一番魅力，参天大树枝繁叶
茂，将湛蓝的天空裁剪出美丽的图案，
缕缕阳光透过枝叶，照在湿润的泥土
上、照在青翠的草丛上、照在娇嫩的野
花上、照在晶莹的露珠上，散出一圈光
晕，折射出七彩霞光。倾耳聆听，大自
然的歌剧已经拉开帷幕，泉水叮咚，恰
是应了那句“大珠小珠落玉盘”，不知

名的虫儿也倾情献唱，高中低音错落
有致，蝴蝶随着乐声翩翩起舞，野花轻
摇，随风而动，好一场视听盛宴。

暗红色的砖墙映入眼帘，远处传
来声声犬吠，视野渐渐开阔，屋前的鱼
塘里，鱼儿欢快地游着，阳光洒在水
面，轻风扫过，波光粼粼，美不胜收，不
时的有鱼儿打着水花，溅起圈圈波
纹。一根鱼竿，一壶清茶，再是惬意不
过。屋旁的杏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树荫下架起了烤炉，慢慢地烧着碳。
不远处便是一个小小的菜园和一片草
莓园，依山而建，连着野花，用石头围
出个简单的分界，绿油油的青菜，红彤
彤的草莓格外诱人，空气中透着一股
香甜，也分不清是花香还是果香。

此时，山水将我拥抱，将心沉浸在阳
光下，心是火热的；将心沉浸在清风中，
心是轻盈的；将心沉浸在泉水中，心是纯
净的；将心沉浸在树冠上，心是蓬勃的；
将心沉浸在山花中，心是多彩的。这便
是大自然的魅力所在，在讲求效率的时
代，还原生命本源的模样，赋予我前进的
力量，浮生半日，让真我在自然中放松身
心，也在自然中汲取力量。

浮生半日
◎ 赵 冰

最近生活的这座城市，绵绵不断的
细雨好像要长留人间。细雨缠绵，固然
富有诗情画意，但绵绵不绝不免让人郁
闷难耐，这不是我喜欢的。倾盆大雨以
其震撼、痛快、利落的性格，让我尤为欣
赏，因为它像极了我的生存哲学。

每当雷声四起，大雨倾盆，幻想着
眼前就是一片大海，自己化身一只海
燕，正迎着狂风巨浪在雷雨交加的海
面上恣意飞翔。大雨会让人激情澎
湃，心情舒畅。而细雨却如梦境般，透
过落地窗，悄悄地编织着一幅如烟的
薄纱，眼看着天地被笼罩一体，那雨长
长的，斜斜的，隐隐照映出远方的人，
刺痛心底的角落。

淅沥的雨声一直不断，像在诉说
哀伤，倾尽话肠，仿佛要清空了才肯罢
休。微风吹来，几缕雨线偏离了原来
的轨道，滴落在我的发际和面庞上，我
不由自主缓缓地走进了朦朦胧胧、飘
飘渺渺的小雨世界。那种清清的、凉
凉的感觉，让我情不自禁地勾起了对
生活的记忆。雨下个没完，感叹的思
绪也没完，很悲情也很无奈。

我站在雨中静静地看着一缕缕雨
丝，突然间雨丝变成了一条条洁白的
丝带，在我眼前扎成了一束美丽的百
合花，带着我的祝福，送给远方的人。

深闺梦无香，相思愁断肠。
人生春长在，细雨寄远方。

细雨寄远方
◎ 林云

成长不忘初心
◎ 李 莉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倏忽间我
与农信社相伴已有18个年头。度过了
最初的生涩、经历了职业初始的惶恐，
也收获了一份初心、一段成长。

2002年9月，初入农信社时，我被
分配在最偏远的二峰山网点。报到那
天，当看到破旧窄小的营业场所时，我
对农信社有了新的认知。然而，艰苦的
环境没有让我轻言放弃，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坚持下去，既然选择了，就要坚
守初心。

这里是一个“麻雀虽小，却五脏俱
全”的地方，储蓄、贷款、对公样样都
有。刚上班时，由于对会计科目、点钞、
打算盘都不熟练,收付款业务、手工结
息时都让我紧张不安。于是我把常用
的会计科目、存款利率抄在笔记本上,
将其归类、重复记忆，直至熟练到了然
于心。通过努力，我褪去了起初办业务
时的紧张，换来的是一份从容和自信，
我逐渐喜欢上这份工作。

2013年7月，我有幸到被调整到农
信联社综合办公室工作，角色定位开始
从“工程兵”向“参谋兵”转变，我深知肩
上的担子会更重，面对的挑战将更大。

无论处于何种岗位，成长都离不
开坚持执着、精益求精。面对崭新的宣
传文秘岗位，刚开始常因经验储备不足
而出现“本领恐慌”。这个阶段，学习于
我，不再是闲暇时的打发时间，读书也
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爱好，而是成了提升
工作技能的“必修课”。向书本学、向同
事学、向前辈学……将学习贯穿于工
作中。在从事文字工作的过程中，对新
闻价值的发掘、素材的分析、结构的布
局、语句的斟酌，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与
精力。白天大部分时间手头上都有工
作要处理，所以写作的时间基本上都在
8小时工作之外、周末或节假日。从事
信息写作，加班是常态，有时为了及时
刊发当天的新闻稿件，晚上通宵加班也
要把稿子赶出来编发出去。有时候，辛
苦了几天的材料达不到要求，需要重头
再写，长时间的锻炼，使我有了较强的
抗压能力和一份“我是党员”的责任心。

2019年5月，有幸于总行领导的信
任，我的工作职责由兼职党务调整到专
职党务办公室，正值全国上下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面对
更坚实的责任，我义不容辞，不计得失
地履行一名党务工作者的职责。

从事党务工作，必须要有奉献精神，
党务工作属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工作，
如果没有深入研究，觉得很枯燥乏味，并
且早出晚归、起早贪黑加班加点是常有
的事儿。为了更高质量地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我总是利
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策划各种党日活
动、安排好党委中心组的各种学习和研
讨交流，认真做好“三会一课”等会议记
录和各种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在我看
来，我正处在最富激情和干劲的人生阶
段，必须要有大格局，敢于担当，遇事不
推不躲，方能保持初心不改。

一些事注定会烙印在记忆中，镌刻
在生命里，影响着我、激励着我，改变着
我。但是我坚信只要始终坚守初心，就
一定能在人生的漫长跑道上，跑得更远。

时光流逝，我们迎来了党的 98 岁
华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98载辉煌
历程骄傲，为98载丰功伟绩自豪。

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回顾建
党岁月，让我们一起寻找革命党员前
辈的足迹。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山东
省滕县烈士陵园，一座气势宏伟的鲁
南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映入眼
帘。曾几何时，峥嵘岁月，烈士们浴
血奋战，为全国的解放舍生取义，为
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奉献自我。1940
年，王麓水将军率军到鲁南，领导鲁南
人民英勇奋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先后
解放了邹县、峰县、台儿庄等重要城
镇，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消灭了鲁南反动武装，在争夺滕县的
战斗中，他亲临前线，观察地形，不幸
中弹牺牲，时年32岁。拥抱今朝的岁
月静好，回首来路，我懂得了那些默默
负重前行甚至流血牺牲的英雄,也更懂
得了9000万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铮铮誓言来
自何处。

在战争年代，英雄将热血与使命
相融，就像红军战士军帽上的红星，照
亮我们前行。希望的种子撒向人间，

绽放出一片烂漫的红色，如今我们敬
爱的党已经走过了98年的光辉岁月，
站在新时代的今天，可能不需要我们
流血牺牲，也不需要我们浴血奋战，需
要的是我们能不忘初心，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

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前行，青年党
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当永葆党员本色。
发扬“螺丝钉”精神，哪里需要拧哪里，
看似琐碎的细节却充满了生活的哲
理。作为金融体系的一员，面对金钱
的诱惑，学会独善其身，守住道德底
线。在生活工作中难免会受到误解，
面对种种坎坷，我们要以阳光的心态
微笑面对。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
华，抵得住诱惑才能成就自我。

潮涨海天阔，扬帆正当时。站在
新时代的潮头，我们要学会脚踏实地，
让自己成为一个实干的人；学会坚守
岗位，让自己成为一个坚毅的人；学会
无私奉献，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理想的
人。唱响红色旋律，使命铭记于心，青
年党员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让我们以
新时代共产党员应有的情怀和担当，
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做胸怀理想、脚
踏实地、勤学明思的扬帆人。

不忘初心 与党同行
◎ 孔珊

那年夏天，父亲做生意赔了钱便一
夜之间在人间蒸发了。我与母亲每日
每夜地打探父亲的消息。当我从火车
站接到父亲的时候，他消失的这些天好
像扒了一层皮似的苍老了很多。

望着车间生了锈的铁疙瘩，我明白
父亲说不出口的难过和委屈。从那以后
家中光景很是惨淡，父母一面打工还亏
空，一面供我读书，直至我结婚到今。

父亲是前几天到我这里来的，因为
妻子怀孕的缘故，父亲来的时候买了很
多东西，我本来说要去接他，但是他一
而再地说不用我去接，我便在家和妻子
张罗起饭菜来。等了半天，依然没有见
到父亲的到来，我与妻子准备开车去迎
他。回老家的路上，我终于在离老家不
远的集市上看到了父亲。父亲正在一
个水果摊前与人攀谈价格，似乎是为了
几串我妻子爱吃的葡萄。我上前问道：

“爸爸，你怎么才走到这儿？”他扭头一
看是我，便一副内疚的样子道：“车胎放
炮了，我寻思买点水果坐车去你那儿。”

“把车放这吧，我来接您的，饭都凉了。”
我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与父亲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越
发地生分了，妻子总是指责我要与他多
交流，别总是呵斥父亲。由于我家是小
户型的房子，当时装修的时候没有要餐
厅，于是只能让父亲与我们一起在茶几

上共进晚餐。当时，为了我与妻子能够
顺利结婚，买房子时也让父亲作了难。
父亲变卖了家中的一处空宅还不够交
房子的首付，父亲为了我又低三下四地
去叔伯家中借钱来购置这处房产。

晚饭前，我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了
父亲爱吃的粉蒸肉和汆丸子，妻子也做
了些家常便饭。父亲和我们吃饭时如
坐针毡，浑身的不自在一直试图把手藏
在碗筷后面。由于常年打工，父亲的手
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和黑油泥，很难清
洗掉。妻子看明白了父亲的举动，便
说：“爸爸，我们都是您的孩子，您就像
在家吃饭一样就好。”父亲只是连连说
好。为了缓解尴尬气氛我便与父亲拉
起了家常，三杯酒下肚，父亲放松了下
来，和我也渐渐地话多了起来。那天晚
上，父亲和我弥补了这些年来未曾说过
的所有心里话。

小的时候，由于不懂事儿，我拿着
鞭炮在屋里炸到了自己的手，父亲拿毛
巾勒着我鲜血淋淋的手，跑了十几里地
到镇医院给我处理伤口；上初中时，青
春期的蛮横冲动让我在学校政教处度
过了艰难的一晚。父亲一面保护着我，
一面向和我打架的孩子家长道歉，我那
时候看着“窝囊”父亲忍气吞声，顿时觉
得颜面扫地；高中时期，我迷恋上网，成
绩随之一落千丈，父亲在网吧把我揪出

来一顿打，我与父亲的隔阂也就由此而
起。为了避开父母的约束，我选择到远
在千里之外的冰城去上大学，那是我第
一次出远门。父亲本已说定不送我，但
还是由于顾虑一直把我送到学校，然后
当天就又返回去了。我不知道的是父
亲因为省车票钱一路从哈尔滨站回了
临清，累了就在两车厢的过道坐一会
儿。当然，这些后来都是从母亲那里才
得知的，父亲从来不会告诉我这些。大
学期间，有一年的父亲节我主动跟父亲
通了一次电话，并祝父亲节日快乐，电
话那头的父亲听到这些早已泣不成
声。那一刻我才明白我对于父亲意味
着什么。而我也对这些年来对父亲的
态度懊悔不已。

我工作后，很少回家。母亲总说父
亲的脾气越来越大，但每次我与妻子回
家探望时，父亲总是眉眼中透着一丝愉
悦。几周未归，父亲便会打电话与我寒
暄，对我再三嘱咐，甚是仔细。今年的
父亲节，妻子莫名其妙地祝我父亲节快
乐，我一头雾水但随即又反应过来。我
也要成父亲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
得像自己父亲那般伟大，但我一定也会
时刻惦念自己的孩子。

又想起夏夜父亲左手拉着我，右手
抱着凉席去老家不远处的后坑纳凉，听
着蛙鸣，啃着西瓜……

父爱如山
◎ 于德良

我的父亲是个朴实勤劳的农民，更深
入地认识父亲还是我2006年大学毕业后。

我是学英语的，毕业后，找到了一
份在江苏省昆山市一家外资建筑公司
做总经理助理的工作。公司领导和同
事都对我特别好，工作得心应手，工资
几乎是我同学的两倍，但是不知为什
么，我开始特别想家。也许是第一次离
家的缘故吧，我突然觉得这些曾经梦寐
以求的东西对我却失去了吸引力。拒
绝了公司的挽留，毅然回到了家乡。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少有情绪波
动，对我这几个月的折腾，他什么都没
有说。我决定赋闲在家，准备考研。备
考两个月之后，以几分之差没有入围。
而这个打击并没有影响到我勇往直前
的青春豪情，我收拾行囊，准备北上。

临行前的晚上，爸爸对我说：孩子，
爸有些话攒了两年了，今天想和你唠
唠。我很久没有见过爸爸这么严肃了，
突然觉得空气都变得有些紧张，“爸，你
说吧，我听着呢。”我答到。爸爸抽了一
口烟，慢慢地说：“你从小到大特别自立
自强，学习成绩一直优秀，爸爸从来没
有操过心。但是爸爸看你毕业这一年
多，人生规划和思路不怎么清晰！你能
告诉爸，你到底怎么规划你的人生吗？”
我一下子有点儿蒙了，这一年多，看起
来豪情满怀，但确实像个没头苍蝇一
样。“爸，我好像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
觉得大学后，要到各地走走看看，施展
我的才华。”我的回答真实却有些底气
不足。爸爸依然很平静，“孩子，浮躁的
心态是干不好事业的，你现在需要做的

是找到一个值得你去努力奋斗的事业，
然后踏踏实实从最底层干起，这样的进
步才扎实，也才踏实。你今年26岁，爸
想告诉你一句古语：“人过三十天过
午。你需要把你的事业发展、感情生活
认真考虑清楚了。爸爸建议你去咱们
县城当个英语老师。”那一刻，我沉默不
语。我的心里千头万绪交织在一起，突
然觉得一直以来怀有的年少轻狂只想
走遍天下的想法有些华而不实。“可是
爸，我去北京的车票都买好了。”我低声
答道。爸爸没有再多说什么，我却一觉
醒来，起了满嘴大泡。倔强的我，依然
踏上了北漂的列车。

到北京一个月，我接到了心仪已久
的一家涉外律师事务所的录用电话，英
语翻译。我高高兴兴地去上班了，丰厚
的薪水也让我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惬意
生活。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临
行前爸爸的话总是在我耳畔响起，我静
静地思索，联系自己的学习和工作，越
想越觉得爸爸的话竟是句句充满哲
理。东奔西跑之后，我终于明白，每个
人无论多优秀，最终都要回归平凡的生
活。于是我利用所有休闲时间刻苦学
习，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高中英语
教师资格证。准备回到家乡去当一名
特岗教师。

正巧那两年，特岗教师没有招聘，
当老师的姐姐告知了我吉林农信社招
聘的信息。我经过两轮笔试面试以优
秀的成绩被录取，如愿回到了家乡。那
一年，我28岁。

工作终于稳定下来，爸爸的脸上笑容

多了起来。每当我被繁重的工作累得瘦
的时候，爸爸都会鼓励我说：“孩子，干一行
爱一行，踏踏实实，年轻时候多吃点儿苦头
总是好事。你知道有句古语叫做‘有钱难
买五月旱’吗？农历五月，小苗刚钻出地
面，正是往下扎根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
天气干旱，虽然对小苗来说是极为严峻的
考验，你看那小苗旱的叶子都卷曲了，但是
它们的根却能深深的扎进泥土里。这样，
以后无论是旱，是涝，是刮大风，它们都能
牢牢地站住，茁壮地成长。”这些话我听在
耳里，记在心里。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当了
一辈子农民的父亲，他的心里竟装满了这
么多朴素而深刻的智慧。正是在爸爸的
教导和鼓励下，我克服了所有工作上的困
难，面对一次次艰难的任务，我都以坚持和
勤奋摸爬滚打、爬坡过坎。

爸常说：“这世间，最难相处是人
心。要宽厚做人，能容人，能担事。凡事
看开，凡事大度，常常找找自己的毛病，
与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要斤斤计较。”

今天，我流着泪写下这些文字，心
中对父亲的恩情却又怎能被我这支拙
笨的笔写尽写全？一生要强的爸爸，我
是您的骄傲吗？爸爸，您是这个世界上
最爱我的人，也是女儿一生最尊敬的
人。您用一生的堂堂正正教会我如何
做人；您用一生的勤劳豁达长成我心中
的丰碑；您少言寡语，却像一本充满智
慧和沧桑的史书，我读不尽，学不完。
而立之年，蓦然回首，惊觉您竟如一座
伟岸的灯塔、一座巍峨的大山屹立在我
的身后，默默照亮着、注视着我在人生
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我的父亲
◎ 申 建

荷 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