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心中最爱
“中国红”

□林颐

依然“赤白干净的骨头”

“海并不深， 怀念一个人
比海还要深。”

60年的相守。 她走了， 他
无以遣怀， 一笔一笔， 用朴实
的文字清浅地诉说他和她的点
点滴滴， 用朴素的画笔描绘他
和她的桩桩件件， 用纤毫细致
的回忆拂去了时间的尘埃。

2013年 ， 这本小书出版 ，
名叫 《平如美棠 》， 感动千万
人。 2020年4月， 饶平如先生去
世。 在他身后， 留存的遗稿编
撰成书， 名叫 《平生记》。

《平生记》 可谓 《平如美
棠》 的前传和补记， 前半部补
足了原先没有写到的与美棠相
遇之前的平如的成长故事， 后
半部详述了 《平如美棠》 里提
到过的很多故事。

饶平如出身于一个富裕的
书香世家， 父亲毕业于北京国
立法政大学堂， 是有名望的绅
士和律师， 饶家的孩子过着衣
食无忧、 安定祥和的生活， 接
受过良好的教育。 在饶平如的
笔下， 江西南昌陈家桥十八号
的生活 （1929年至1936年）， 是
一段天真懵懂、 颇为快乐的时
期。

家中佛堂缭绕的异香； 早
餐桌上的梅干菜； 办公室里的
“白龙金 ” 香烟 ， 因为好奇偷
吸香烟被呛到的糗事； 父亲的
投资款打了水漂， 换回来一堆
“垃圾 ” 商品 ， 家人翻检玩闹

的场景； 在私塾读书， 顽皮捣
蛋 ， 戏弄老先生 ； 撬开抽屉
缝， 偷拿零花钱； 与兄姐哥嫂
躲在厨房， 半夜开小灶烧好吃
的……诸般种种， 令人莞尔一
笑， 虽然时代不同， 但我们的
童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吧？ 饶
平如的文字和图画， 生活气息
浓厚 ， 也勾起我们自己的回
忆。

日子并非没有阴影， 只是
那时候， 平如年纪还小， 小孩
子不晓得世事艰险 、 政局动
荡， 所心心念念的， 无非就是
吃吃喝喝、 玩耍游戏， 父亲教
导为人之道， 祖母慈祥地补衣
缝裳， 母亲教儿女们吟诗， 这
就是他的世界啊。 唯独， 当母
亲买下灾民女孩双喜时， 平如
模糊地意识到， 还有人生活得
水深火热， 父母竟然不能庇佑
儿女， 而他们无能为力， 所能
做的 ， 也不过就是保持善良 ，
救助寥寥的几个人。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 受着
这样的教育长大的饶平如， 他
的骨子里所浸润的文化， 所感
染的思想 ， 奠定了乐天知命 、
坚韧通达的人格 。 《平如美
棠》 出版， 饶平如在访谈中说
道， “一个人做人要忠厚， 忠
厚的人总归是可以持久的 ” 。
诚哉斯言。 君子如玉， 平和恬
淡， 他采撷记取的永远是微细
的小事并把它们当作天长日久
弥足珍贵的回忆。

黄埔军校毕业之后， 饶平
如眼见家国危难而投笔从戎 ，
没想到战争转变成了 “兄弟阋
墙 ” ， 平如厌战归来 ， 后来 ，
因这段历史而蒙冤 ， 与美棠 、
与孩子分离二十余年。 饶平如

不激愤， 不怨怼， 反而兴致勃
勃地讲述、 描绘自己和队友修
筑大坝的各种事情， 夯歌、 打
号子 、 拉车上坡 、 改造工具
……细节栩栩如生 ， 图文并
茂。 饶平如原先是什么样的出
身，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再想
到， 书中记述之事所形成的前
后对照， 怎不令人唏嘘？

《平生记》 讲述的， 不过
是个人的日常， 不过是这没到
一百年的时间， 可是， 由于这
一百年的跌宕起伏， 也由于这
一百年里， 饶平如这代人饱经
沧桑的遭际， 这薄薄的小册子
于是有了厚重的分量。 尽管有
那么多人都经历过， 可是大历
史里的个人声音始终是微弱
的 ， 正如现代人想了解宋朝 、
明清这些古代的历史， 除了读
正史， 往往会查阅周密的 《武
林旧事 》、 俞樾的 《春在堂随
笔》 等文人笔记， 因为这些随
笔具体生动， 是活生生的更接
近真相的记载。

也许， 几十年、 几百年之
后， 《平生记》 也会被当作这
类书籍， 依稀往梦似曾见。 文
字是记忆的容器， 而绘画的在
场叙事感， 让传递更加通畅直
观。

阅读饶平如的 《平生记》，
我时时想到杨本芬奶奶的 《秋
园 》 《浮木 》， 它们是同一类
书 ， 读者对这类书籍的热爱 ，
反映了我们对以前中国和普通
家族， 以及个人情感的探究与
怀想 ， 反映了对 “正在消失 ”
的某些事物的惆怅之情， 它们
的作者也是同一类人， 不管在
怎样的时代困境里， 总是保留
“那根赤白干净的骨头”。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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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的力量
□邱小平 文/图

第一次去饶河县是在2004年
1月， 我和邱森涛加入武警边防
部队， 被分配到饶河县边境乡镇
工作。

从黑龙江双鸭山市出发， 大
路平坦， 走着走着， 客车像开进
了布满弹坑的战场， 起起伏伏 ，
左冲右突， 颠簸了六七个小时，
等肚子里七荤八素的东西吐完之
后， 就到了完达山脉。 这时， 司
机大喝一声： “坐稳了， 九岭十
八坡到了。”

“九岭十八坡， 三十六拐到
饶河”， 这是形容饶河道路难走
的谚语， 从东风岭到饶河县城，
要翻9道岭， 过18个坡， 拐36道
急弯。

我拿出军用背包绳， 沿着邱
森涛的腰间缠了2个来回， 然后
打了个死结， 告诉他， “你拽紧
把手， 我拽紧你。”

客车时而腾空， 时而急转，
居然体验了 《头文字D》 里秋名
山赛道上五连发卡弯的刺激。 当
客 车 从 一 个 坑 洼 腾 起 后 再 度
落 地 的失重感袭来时 ， 邱森涛
开玩笑说： “坐飞机都没有这么
惊险。”

那天， 我们到达饶河县城时
已经是晚上5点多， 天已经全黑
了。 从双鸭山市到饶河县400公
里的距离， 两头不见天， 客车走
了近12个小时。

“一条街道一盏灯， 一只喇
叭全城听”， 17年前， 这句话适
用于很多边远小城， 当时的饶河
县有一条直通乌苏里江的通江
街， 百合广场前有条迎春街、 新
阳路， 顺着乌苏里江畔还有一条
沿江路， 全县没有一家电影院。

邱森涛被分配到山里边防派
出所， 光听名字， 就知道这是大
山里的派出所。 乡里只有一条凹
凸不平的土路， 白天， 运沙车、
摩托车、 拖拉机扬起的尘土扑面
而来， 令人无处躲藏。 老黄狗睡
在路中央， 大道上不时有大鹅摇

头晃脑来回溜达， 儿时记忆中的
人车杂沓 、 鸡鸭争道的马路概
念， 在这里重新又习惯了。

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的邱森
涛， 是当年武警边防支队第一个
拥有法学学士学位的人， 所长听
说来了个学法学的， 直接把派出
所法制员的职责安排给他。

一次， 邱森涛到县城报送案
卷， 客车在大岱林场翻车， 他连
人带卷滚到深沟， 被救起时， 他
怀里还紧紧抱着卷宗。

他忘不了从深沟被救到地面
时的如释重负， 完达山脉那丹哈
达岭险峻的山路也如同刀削斧刻
一般嵌入到他的记忆深处。

为什么扎根边疆？ 为什么临
危还不忘案卷？ 随着和邱森涛交
往的深入， 我逐渐找到了答案。

邱森涛是湖北黄冈人， 他的
父亲曾经在海军部队服过役， 曾
祖父邱正清参加过辛亥首义， 他
们家至今收藏着邱正清的 “辛亥
首义同志会会员证”， 邱森涛身
上流淌着红色的血液， 从小就是
听着革命故事长大的。

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听来校
接兵的干部说戍边卫国无上光荣
时， 马上就想到了爷爷经常给他
讲的辛亥革命和黄麻起义的故
事， 一时间热血沸腾， 就报名来
到了边境。

他说， 常常会想到回老家看
到红色遗址上的字 ， “小小黄
安， 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 四十
八万 ， 男将打仗 ， 女将送饭 。”
想起爷爷讲的曾祖父辛亥首义的
过往……这些事， 这些人， 以最
原始真实的面貌存在他的心里，
牢牢地钉住了他的价值观。

岁月不居， 时光如流。 边关
十七载 ， 从当初的武警边防支
队， 到改制后的边境管理支队，
邱森涛走过了人生三十六拐， 也
伴随着公安现役部队改革， 留在
了边关。 17年来， 辛亥革命的光
辉一直伴着他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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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华民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我，
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 考上军校
后一直在部队， 长期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 在红旗下成长。 在部队
中， 我要求进步， 积极加入党组
织， 始终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 如今， 虽已步入知天
命的年纪 ， 但那鲜亮的 “中国
红”， 一直是我心中最美的颜色。

16年前的一个清晨， 始终让
我记忆犹新。那一天，我作为一名
新党员，站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看
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那天的凌晨四点， 我草草洗
漱后匆匆出发 ， 赶往天安门广
场。 尽管时间还早， 四周一片寂
静， 但橘黄色的路灯下， 不时遇
上三三两两的行人， 从他们简短
的话语中， 知道他们也是去看升
旗仪式的。

大约半个小时后， 我终于赶
到了广场西南角。 入口处， 已经
有很多的人在排队等候。 我跟随
着队伍， 一步步地涌进了广场，
聚集到国旗杆周围。

东方天际线浮现出橘色的朝

霞， 天一点点地放亮。 忽然， 人
群沸腾起来。 雄壮有力的脚步声
里， 战士肩头的剌枪闪着光芒，
在铿锵的步伐里， 国旗仪仗队在
国旗杆四周成礼兵线散开。

嘹亮的国歌声中， 五星红旗
缓缓升起， 黑压压的人群里， 也
传出了浑厚的国歌声。 我静静地
伫立着，注视着晨曦里红旗如画，
迎风招展， 奋进的力量在心中油
然而生。

身旁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穿着老式军装， 看着徐徐升起的
五星红旗，热泪盈眶。 一位老人
说， 1949年10月1日，他和战友们
在这里参加了开国大典。 不远处
的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主席庄
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他和战友
们欢呼雀跃。 此后不久， 他们奉
命出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血与
火的战场上，许多战友壮烈牺牲。
他说，每当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
就会想起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友。

这些年里， 作为一名普通的
中共党员 ， 我曾无数次重温党
史， 南湖红船和党领导的南昌起
义， 两万五千里的血色征程， 14
年的浴血抗战， 4年的解放战争
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恢弘气势，
一直辉映在我的心间。

在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历
里， 身边无数前辈， 研制成功了
中国人自己的 “争气弹”， 实现
了 “敢下五洋捉鳖、 敢上九天揽
月 ” 的民族梦想 ， “中国红 ”
里， 有他们的赤胆忠诚。 尤其是
近些年来， 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
大， 那些曾经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封锁和扼制，一片片地分崩离析，
“中国红” 激发出的奋进力量，势
不可挡。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过去
的岁月里， “中国红” 召唤出一
个崭新的中国 。 通向未来的路
上， “中国红” 再一次聚集起我
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向上力
量， 向着梦想， 一路前行。

■
图
片
故
事

——— 读饶平如《平生记》

“我的入党故事”
2021年 ，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
无论你的党龄40年、 30年、 20
年……不管时光怎么流逝， 岁月
如何变迁， 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
场景， 是否依然热血沸腾、 心潮
澎 湃 。 你 还 记 得 你 入 党 时 的
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 ？ 你成
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
怎 样 的 ？ 你 是 怎 样 践 行 党 的
宗旨履行党员义务的呢 ？ 为展
现首都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
心担使命的生动故事 ， 本 报面
向全市职工开展 “我的入党故
事” 征文征集。 字数800字以内
为宜。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