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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乡愁

履文学院

宋云菲

乡愁于我而言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词

汇。当一个人背上行囊去远方的时候，虽身在

异乡，却谈不了乡愁，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是带着自愿的心离开的， 而背井离乡则大

为不同了。 这种无奈的情感怕是只有经历过

的人才会感知。

大概2000年2月14日罢，我踏上了离家千

里之外的路途，并且一去就是好多年。

我出生在大雪纷飞的季节， 那确实是一

个丰收年， 只不过当时我的降生并没有给这

个摇摇欲坠的家一个及时的安慰， 反而让它

朝着更坏的趋势发展。不被祝福，没有爱，是

我出生起得到的所有。

即便如此， 母亲仍旧给予我她所拥有的

一切， 她义无反顾地带着刚出生的我离开了

生养她30年的地方，她离开时是那样的决绝，

让我误以为她对家乡没什么情感， 后来我才

明白最深沉的爱是难以言喻的。 就这样我们

匆匆开始了另外一段五味杂陈的生活。

寄人篱下的心情我不便对诸君道来。自

我有记忆时起，母亲就常常捧起一抔黄土，闻

过以后再把它撒向空中， 我很好奇却也不知

道怎样用合适的话去过问， 时间过了我也就

忘了。依稀记得当时我们住在农场里，大片的

麦田黄澄澄的，风拂过麦子，吹起一层一层大

海一样的波浪，我在麦子中穿梭，没目的地乱

跑，感受到自由第一次冲击我的内心，我开心

得发出别扭的音，大叫:“妈，妈，你看！”我指

着层层麦浪，母亲笑着摸我的头，轻声叹了口

气，“故乡的桃花也该盛开了吧？”我突然想起

她拿着黄土虔诚的样子，不语。默默地跟在她

身后，父亲骑着老式的单车，戴着麦子颜色的

草帽在不远处向我们招手， 我飞奔扑进他瘦

削的胸膛，感受他平稳有力的心跳。后来，他

如何就让生活变成了沧桑的模样？ 我总想寻

找什么，到麦田的尽头看一看，看一看那里是

不是我母亲日思夜想的地方。

有那么一天， 我沿着麦田的小路走了许

久许久，直到太阳落下都没走到尽头，我失落

地回到家时，母亲疯了一样四处寻我，看到我

坐在石凳上，冲过来打了我一个巴掌，我却也

没哭，她突然又紧紧抱住我大声嚎哭，我从未

见过她这样，旁边有邻居看着，我难为情地推

她，我对她说:“妈，好多人看着，你……你别

……别哭了。”可我也哭了，不知道为什么泪

水就流了一脸。晚上父亲回来，母亲什么也没

说。睡觉时我听见他们在争吵，我困极了，隐

约听到我母亲说是时候回去了。

到了我该上学的年龄，母亲开始惆怅，更

加沉默，经常一个人看着远方发呆。我问她，

她只是拉着我的手， 温柔地哼着一首拗口的

小调。我们就坐在风中，夕阳为母亲的身影镀

上一层金色的光辉，她的侧脸不笑也迷人。时

间就这样停止了。

终于，意想不到的这一天还是来了。

那天傍晚， 她笑着收拾东西说， 回家去

了，小丫头，开不开心呐？回家？这不就是家

么？回哪去？母亲欣喜得像个孩子，不停地说

让我收拾自己的东西，“明天就回去， 明天就

回去……”我一向听她的，收拾完行李，就不

知什么时候睡着了，醒来正在母亲怀里。

第二次坐火车了，小丫头知道吗？母亲问

我。 我摇摇头， 这种摇晃的感觉让我昏昏欲

睡，我又睡着了。不知在这火车上呆了多久，

我浑浑噩噩的不想吃东西， 我看着窗外一闪

而过的风景，心里有莫名其妙的感觉，然而我

对故乡就在下一站茫然不知。

我又回到了出生的地方， 母亲日思夜想

的地方，这个叫做故乡的地方，这个要将我抛

弃的地方，这个我毫无印象的地方……

母亲潸然泪下，不停地说着对不起我。我

愕然，只是愣着。我不懂对不起是什么意思。

我只会抱着她。故乡，陌生又似曾相识。母亲

带着我回到了我们从前的家， 房子有些旧了

布满了灰尘， 窗台上的风信子只剩下了干瘪

的枝干。 母亲用了半天的时间就把房子打扫

得焕然一新。此后的故事全在这里上演了。

而那些记忆就如结尘的蛛网， 在岁月里

悄无声息地黯淡了消逝了，再也回不来了。

此后我再没回过我以为是故乡的地方。

现在回想那时候的事， 我只是忘不了母

亲释怀了的笑， 而我好像只有那么一种我回

来了的感觉，有时会在梦中又回到那片麦田，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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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新平

故乡是慈母手中那根丝线， 缝缝补补的

岁月还是那么好看； 故乡是老家屋顶上那缕

炊烟，远远近近的呼唤还是那么温暖；故乡是

老家门前那条小河， 活蹦乱跳的童年在心中

撒欢；故乡是老家树冠上那只鸟窝，年年岁岁

的梦里总能孵化春天；故乡又是一轮明月，亮

晶晶地洒进了我们的眸子， 又带着文化的神

韵给躁动的心灵以清凉慰藉。

我的故乡是一座小小的城， 但山环水绕

倒像是齐鲁大地捧出的一枚祖母绿宝石。他

有一个动人的名字———“邹平”， 清代诗人张

实居笔下那个“青山绿水绕孤城，山是长白水

小清，驿路东西五十里，行人日傍水山行”的

地方。生于斯，长于斯，性格之中也不知不觉

浸染了些温润平和的气息， 三面环山的地形

勾勒出世外桃源般的小城轮廓， 城中的人颇

似《山云歌》中提到的“朝看朝云出，暮看暮云

还，我心可比山云静，我身常似山云闲。”没有

大城市的喧嚣与拥挤， 小城里的每个人都有

颗宁静致远的心，各司其职充实且快乐，这或

许就是幸福感排列前茅的小城该有的模样。

这种静态之美孕育的文化更加耐人寻味

经久不衰。 其中有魏晋时期的数学家， 著有

《九章算术》的泰斗刘徽；晚唐著名文学家，著

有《酉阳杂俎》的段成式；明末鸽子研究专家，

著有《鸽经》并被誉为“世界鸽子研究的开创

者”的张万忠；清初史学家马啸；中国现代思

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梁漱溟；现代著名

文学家、 教育家李广田……他们似长明灯一

般为邹平这片热土持续发光发热， 使独特的

文化脉络从古延续至今。让我们邹平人“有根

可寻，有情可忆，有境可思”。

说到此，就不得不提大文豪范仲淹了，他

两岁时随母改嫁至此， 在邹平度过了十八年

的时光， 他的到来使故乡的文化长河更加熠

熠闪烁。 黛西湖畔的范公石像已被风风雨雨

磨没了棱角， 但亘古不变的是他炯炯有神的

目光。范仲淹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远大的政治抱负使他认清事物的本质鞭策自

己、警戒自己、完善自己。一代代邹平人早已

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内化

于心了，在举手投足间总有一种家国情怀，拼

搏进取的干劲。

小学时我是个贪玩的孩子。直到有一天，

父亲带我来到范仲淹读书的山洞， 那是个杂

草丛生湿冷且狭小的地方。 当年的范公独自

蜷缩在山洞没日没夜地安心学习。 没有充足

的粮食，他只好每天煮一碗粥，等冷凝后化成

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当饭吃。 他拒绝了富家同

学的好心接济并说：“我现在吃粥已经习惯

了，我怕吃了你的饭菜，就吃不下这稀粥了”。

范公凭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精神成为

了一代名家。而我，更应该珍惜当下更努力才

行。范公亦是我的恩师，每当我驻足凝望，他

总给我无声地的励。

文化如远年琥珀，是一个地方的底色。有

言：“一座高贵城市的文化， 主要看天上有几

抹孤独的云霞。”邹平这座小城给与我的正是

融入生命的霞光， 不经意的一句乡音一个姿

态都是故乡的馈赠， 像是邮戳在灵魂上盖了

印，无论生命的内容是什么，走到天涯还是海

角，故乡依旧是你身份的底色。我的味蕾满足

于长山镇的山药、张高镇的水杏、西董镇的香

椿、青阳镇的小米；我的脚步流连在范公祠、

醴泉寺、唐里庵、丁公遗址、鹤伴山国家森林

公园； 梦里远古的呼唤是后李文化、 右山文

化、岳山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文化立一方人。

声声念

履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常心雨

“我昨日还在这蓝幕白云之下的枣庄学

院孜孜不倦，看九龙山的连绵、食堂的热闹、

综合楼的高耸，未来一半在行动，一半仍在纸

上；却于今日拖着行囊赶着趟，顺着下坡路一

去不复返， 看九龙山慢慢地在车窗中消失踪

影，拧开一瓶橘子汽水，稍作休息，把那一半

的纸拿起来贴在胸口。 我已经体面得像个大

人，却还在频频的回头中强忍泪水。”

2015年9月，我来到了这个小世界，那时

的我刚成年，眼睛里装着憧憬。那是我第一次

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所以起初我对这里有些

抗拒，但这里倒不抗拒我，塞给了我新鲜的食

物、漂亮的风景、美丽的人们、丰富的知识还

有澎湃的感情……我在这里温暖地成长了。

在这里， 我穿过演出的礼服、 面试的西

装，也曾穿着小裙子迎接夏天，可是这个夏天

为我在外面套上了一套学士服； 我曾拍过九

龙山，拍过学校后面的水库，我想拿起相机拍

拍六月， 可是这个六月把我拍进了一张集体

照里。原来这个夏天是毕业季，原来那张照片

叫毕业照，原来我毕业了。

原来，我要离开了啊。

是耍小脾气都没办法再留下来的时候

了， 是以后再也无法随随便便说回来就回来

的地方了，我努力地用声音和文字去记录它，

使它不会在我未来漫长的人生中淡去踪影。

学校大门口， 播报过往车牌和进出时间

的声音在短暂的记忆里回荡，综合楼前，红色

字体的校训被显眼地印刻在一块庄严的的巨

石上，“兼爱尚贤，博物戴行”，尽管不能完全

力行，也让包括我在内的无数学子高山仰止、

心向往之。巨石后面的喷泉，是我一直以来最

为心仪的风景线，同时也是学校的特色，喷泉

开的次数并不多，即将告别的我，多希望在梦

回枣院的某一天， 在综合楼前舒舒服服地看

一次露天的喷泉音乐会啊！

综合楼报告厅是几乎所有大型学术报告

会的第一归宿， 因此它也成为了我们除宿舍

那张床之外的“第二摇篮”，但想来，此去之

后，那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再难寻觅了吧……

理工楼和墨子楼两相对望， 文科楼与多

媒体楼紧密相伴，音乐楼与美术楼相映成辉。

在这些一个个方格状的教室凝成的教学楼

里，回荡着那些忘不了的悲喜。忘不了每次经

过文科楼时令人惊艳的画板， 忘不了多媒体

楼里备受冷落的思政和选修， 忘不了文科楼

报告厅不定时飞扬而出的歌声， 更忘不了相

较之下， 音乐楼报告厅有大彩灯照射和LED

屏投影的舞台……

桂园二楼的自习室、图书馆的桌椅，都曾

充斥着我的热情我的汗水， 充斥着我的笔尖

与笔记本的摩挲声， 充斥着满当当沉甸甸的

信念与理想。还有寝室里日复以夜的欢笑，操

场上活泼的疲惫的背影， 小路上有匆匆的款

款的步伐， 填满了我从15年9月到19年6月的

整整四个春秋冬夏。

我们走后， 想必这些教室宿舍又会复归

空荡荡的模样， 然后等待新的身影新的欢笑

新的信念和理想去将它填满。 但那些曾经由

我们缔造并从今天开始被珍重下去的一切，

势必永远鲜活而富有温度。

抓住国企改革机遇 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枣庄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政工部副部长、团委副书记

赵祥龙

国企政工部门的工作延伸至整个党委工

作的各个层面，是党建系统中名的神经中枢，

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推进，政工工作更为重要。

政工干部做好十个“增强”，进一步提高

自身素质和管理水平：

1、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

治意识，服务于经济建设，这是改革开放尤其

是国企改革新形势下对政工干部的新要求。

政工干部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要

具有坚定的正确政治方向、 政治立场和政治

观点，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具有

一定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

2、增强学习意识，夯实理论学习。政工干

部仅有政治理论水平还不够， 还需要提高管

理水平。 政工干部要带头学习最新的理论知

识和业务本领。 只有不断学习新理论、 新知

识、新的管理方法，给自己“加油”、“充电”，才

能提高管理能力，游刃有余，胜任工作。

3、增强奉献意识，身怀爱岗之心。政工干

部如果没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就不会有工作

激情，就不能圆满完成工作任务。为此，每位

政工干部都要不断增强职业荣誉感、 职业认

同感，把奉献精神体现在干好每一项工作中。

4、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国企政

工干部的职责就是为企业职工服务， 既要做

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又要为职工办实事，解

决职工实际问题，还要为行政干部分忧解难。

共同承担生产经营责任是服务， 更要一心扑

在工作上，出色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5、增强廉政意识，塑造良好形象。政工干

部要着力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处理日常事务

要公开公正，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真正做到廉

政于民，千方百计为企业多创效益，为职工群

众多谋福利，、以自己的廉洁行为在职工群众

中塑造良好形象。

6、增强表率意识，做到知行合一。政工、

必须在为官上作出表率。在干部群众眼中，政

工干部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党的形

象，要耐住寂寞，守住清贫，禁住诱惑，做到德

在人先，利居人后。要永葆初心知行合一。

7、增强责任意识，提高担当精神。作为一

名党务专职工作者， 要时刻牢记党的根本宗

旨， 这样才能在直面矛盾和问题时， 敢试敢

闯、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在面对重大原则问题

时，立场坚定、坚持原则、旗帜鲜明;面对歪风

邪气时，敢于亮剑、敢于较真、敢于斗争。政工

干部，要做到勇于担当、善于担当、敢于担当。

8、增强创新意识，提升工作实效。政工干

部既要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又要强化创新精

神，分析新情况，探索新方法，解决新问题。要

进一步开拓政治工作的方式和载体； 要积极

探索新办法、新对策、新招数，用改革的精神

和方法、思路去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要不断增强工作的创新力和感染力，切

实提高队伍正规化建设水平。

9、增强协作意识，发挥整体优势。只有团

结协作、互相支持、步调一致，凝成一股绳，才

有力量，才能战无不胜。科学技术日臻发达，

工作划分越来越细， 很多工作都需要合成作

战、优势互补、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团结出战

斗力、团结出效率，在工作中都要做到求大同

存小异，努力营造团结、和谐、战斗的集体。

10、增强民主意识，凝聚群众智慧。要虚

心听取群众意见，征求职工意见，并采纳职工

好的建议， 在决定重大决策之前让职工进行

充分讨论， 集思广益， 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

位，让职工说话，遇事同群众商量，推行厂务

公开，增强工作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