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嘹亮的嗓音为您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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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中秋时节，有桂花树的地

方就有浓郁的桂花馨香。远远地，

一丛丛在树间，像极了古代女子发

髻中的簪花，因她而更加妩媚。不

仅有形，连香味儿也透露着古典的

优雅。这小小的不起眼的黄色小

精灵，抖出了全身的力气为人们送

来秋的香味，实在可爱。于是，不禁想起了童年

时代的桂花糕、桂花汤圆……，还有桂花糖藕！

这是小孩子梦寐的江浙甜点。这么好的时节，

就试着做一次吧。金秋恰好正是吃莲藕的最好

时节。

想着想着，大自然真的慷慨！莲和桂花都

是满足了人们挑剔的眼：一个远观，出水芙蓉，

粉黛云霞，南风拂过轻舞无数裙边；一个近看，

小巧玲珑，一树鹅黄或一树红橙，再有一园的香

味儿浸着，让你不可忽视她的存在。人们享了

眼鼻之福，还可以饱口欲之腹，桂花算是献出了

自己的一身。她离枝后，小小的花瓣与醇酒互

融、与糖共眠，最后也要把香魂留在人民的肚子

里。荷莲呢，好看的奉献了一夏的美，出淤泥而

不染，根儿却是最低调的宝贝，秋到冬，春到夏，

无私地滋养着爱她的人。

在我发神的当儿，早晨托妈妈买的莲藕已

带回来。于是，才发现糯米忘了泡水，美食计划

只好挪到晚上。下午，洗好莲藕准备开工，发现

却扁扁胖胖的，直到装糯米的时候，才发现遇到

了难题。斜切开藕节顶端，藕孔像个调皮的小

孩儿在挤眉弄眼：拧起的眉毛，半眯的、斜乜的

眼，没有一个藕孔是圆圆大大的！这些藕孔，装

米的时候多费劲儿呀！然而，没有办法，只有这

个食材。妈妈说这几天市场上待售的藕还不

多，只看到一家在卖的，应当因地制宜，将就着

点儿。别人用筷子把米戳紧实，我用筷子赶米，

用金属勺子柄戳米！勺柄得找准方向才能进

去，还颇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厘米，居然

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可这入口，一下子只

能赶进四五粒米……这小豌豆似的藕孔，什么

时候才填得满？

我艰难地努力着……怪不得别人，谁叫我

托妈妈买的时候没有说清楚要圆圆的藕呢！妈

妈连我要怎么做都不知道，这怪不得她！对食

材特点的忽视，怨不得任何人！

好不容易塞好了米，该煮藕了。原本要煮

一个多小时的，我可没有时间来灶台时时加水。

还好，家里有口大大的焖烧锅，省时省事省能

源。这口锅在我家已经有约 10年历史——现

在流行的焖烧杯差不多都得称呼其爷爷了。这

锅可帮了我的大忙，藕的绵软口感全靠了它！

盛盘出来，藕孔的盛米状况……要怪我“厚

此薄彼”了！淋上糖桂花，口感还行，卖相着实

不敢恭维。我思忖着，这一次，自己辜负了秋的

盛意。不过，还有机会，哪天再做一次，去挑胖

胖的圆藕。可到了楼下，看着湿漉漉的地面才

想起前天连夜的大雨，这会儿桂树上也许连残

花也没有了。

想想平时，自己做事情，计划总有些不那么

慎密，对工作对象预估有时候也不够充分。这

次的桂花糖藕，倘若没有“焖烧锅”大神助力，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虽然，“糯米”是好米，“红

糖”也不错，但是，其作用始终没有发挥到极致。

时机一过，满园的鹅黄精灵香消玉殒 ，哪还有

重来的机会呢？

我还年轻，尝到了自己酿成的“苦果”，然

而，还有自新的时日。是呀，吸取教训，才能终

成正果。不过，口中淡淡的桂花香、绵软的甜

藕，真让我尝到了“秋天”沁人心扉的味道。

不管是怀着对筑路事业崇敬的远大

理想，还是因为生活的压力而踏入这个筑

路行业，无论是何种原因，既然因修路而

相遇，立足于这个职业，就选择了关山万

里，选择了四海为家，选择了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

或许有人不是因为喜欢而选择，但中

铁二局筑路人却能因选择从开始的喜怒

哀乐，到逐渐的喜欢上这个一次次面临挑

战的筑路行业。在（四）川（西）藏铁路，有

那么一些筑路人，曾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

默默地做出过贡献、奉献。他们踏上雪域

高原，参建了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川藏

铁路，在这条更加难走的“天路”上，中铁

二局筑路人为新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发展

提速加码。

青春是一首充满激情与梦想的歌，像

地涌金莲一样，平淡、持久、温馨，高贵的

外表下蕴涵的是美丽、坚韧、醇厚的生命

本质。中铁二局筑路人，有的在毕业后就

将风华正茂的青春献给了筑路事业，他们

从纯真与憧憬的学生时代踏上梦想的征

途，在雪域高原修路架桥，有荆棘也有鲜

花，有失败也有成功，但他们却始终继续

努力地迈步，坚定地朝前眺望。中铁二局

筑路人，像那穿越高山的隧道，像那跨越

江河的桥梁，无声无言，却坚挺、笔直地悄

然屹立。

外面的人看修路架桥的筑路人，总是

觉得都是有钱的；而筑路人每当看到别人

跟家人团聚，有正常的休假的时候，内心

都是无比的羡慕。筑路人的生涯本来就

是艰辛而劳苦的，就是因为没有路他们才

要去修，没有桥才要去架。修路的环境是

异常的艰难与艰苦，很多时候因工程项目

地处雪城高原、地理位置的关系，他们总

是在外面的时候不想回工地，回了工地

就不想出去，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宁愿享

受孤单的宁静，也不愿去凑那颠簸的热

闹。唯有筑路人才能明白，哪里条件最坚

苦，哪里就有筑路人的足迹，哪里交通最

不便，哪里就有筑路人的身影。他们克服

缺氧、高原反应等种种困难，跋山涉水；

他们克服超常困难，付出超常艰辛；他们

在茫茫雪原里工作的样子俨然是一道美

丽风景。

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多少次机械

的轰轰隆隆，多少中铁二局筑路人在条件

恶劣的雪域高原野外艰辛地工作。他们

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不管严寒酷暑，总是

风雨兼程，也许很多人都不会想到工程项

目建设其实也是一种服务一种贡献，在他

们的心里，只是单纯地想着把质量做好，

把进度赶上。筑路人其实是社会经济发

展的先驱力量，所谓要致富先修路的理论

在实践中的体现，往往就是一个地区开始

修路了，经济就开始增长了。

他们把汗水滴落在建设雪域高原的

路上，把青春挥洒在梦想的雪城高原。有

时候工地还未开工就进场，工程完了还在

收尾，时间长了便对一个工地产生了浓厚

的感情，虽然有时也会觉得呆在工地上辛

苦而枯燥，单调的生活环境会让人偶尔变

得迷茫，但每当看到一条条奔向致富的大

道伸向远方，一条条隧道穿山而过，一座

座桥梁横卧两山的时候，中铁二局筑路人

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就会自豪的大声说

“我们是中铁二局筑路人”。

当前，中铁二局在前进的道路上、在

改革创新的征程上，仍然还面临诸多困难

与挑战。风劲潮涌，自当扬帆破浪；任重

道远，更需策马扬鞭。“只要思想不滑坡，

方法总比困难多”！中铁二局筑路人在

“赶考”的路上，必将继续大力弘扬“川藏

铁路”精神，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

冲刺”的精气神，致力打造一支文明之师、

虎狼之师；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

开足马力奋勇向前，用生命书写雪域高原

筑路人新的传奇。

用生命书写传奇
·周云勇·

屹立东方的神州

珠穆朗玛一样巍峨

威仪神圣的版图

永续光荣与梦想的民族

石头的触角伸向青铜的内部

蓄积千年万岁的峥嵘

青铜铸筑的阊阖楼廓

绵延五千年文明之峰的高度

植物变成纸张的双手

深情地抚摸大地和天空

始终明晰方位的针头

指引长城坚固指引草木蓊葱

化着龙之子孙后代力量的火药

推演电闪雷鸣的速度

印刷岁月长河的雕版方木

升跃才情的头颅和智慧的长度

曾经有过的烽火

诠释守卫疆土的英勇

曾经有过鼓角铮鸣的战斗

写意保卫海域的智谋

曾经有过比翼苍穹的击搏

讴歌捍卫华夏领空的英雄

祖国啊伟大的祖国

汗为您尽情地出

血为您拼命地流

年轻的生命为您誓死相守

史书中秦砖汉瓦的插图

有棱有角地阐述炎黄子孙的风骨

薄岚浅雾萦绕的山川锦绣

精致地把唐风宋雨婉约

阳光月华彻照大江南北的国土

激越奔腾地豪放儿女们的心胸

胡杨劲松连天接地的画图

尽韵尽致地将960多万平方公里的

吉祥辽阔

一艘红船满载的憧憬和追求

跃然热血如江湖河海一样潮涌

激昂筋肋成百炼淬火的钢身铁骨

英雄城的枪炮声

井冈山的映山红

遵义城的指明灯

让爬雪山过草地有了质感

让吃草根啃树皮有了温暖

让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了情怀

延安城最是磅礴的诗

西北坡敲天击地的词

浓缩辽沈大地的驰骋

汇集淮海战役的大捷

雄狮渡江大书特书的胜利

升华“我要和我的祖国同受苦难”

①的心声

张扬“我要把每一个音符给我的祖

国”②的言语

彤红的 鲜艳的 拓展的五星红旗

让广场宽阔 让道路畅行 让城楼

雄伟

站起来的挺拔身躯

创生祖国朝气蓬勃的崭新生命

富起来的浓浓川音

创造祖国物阜民丰的繁荣盛景

强起来的铿锵话语

创新华夏民族复兴的彪炳伟绩

注：① 语出诗人、建筑学家、国徽设计者之一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纹饰设计

者林徽因。参见《南渡北归》一书（2013年5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岳南著）。

② 语出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解放后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马思

聪。参见《艺术拯救人生》一书（2017年4月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杜志建主编）。

“我的父亲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矿工，

只在参加工作前上过几天扫盲班，略略识

得几个字……”这是我在《母亲的帽子》《往

事》等几篇文章中对父亲的描述。

小时候，母亲、外婆和我们三兄妹生活

在川东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在几百里外的

一个国有大型煤矿上班，一年回来探亲一

次。从小，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就是一个匆

匆的过客。因爷爷、奶奶去世早，从小缺少

家庭温暖的父亲性格孤僻暴躁，是同事、街

坊、亲戚口中公认的“怪人”，一提到“田师

傅”，无不摇头。因为性格，父亲与工友合

不来，所以他不住矿区宿舍，而是去老乡家

租房子住。母亲每个月会去镇上的邮局取

父亲汇回来的一点儿钱。在那个贫瘠的年

代，父亲的工资本就少得可怜，还要留下足

够他开销的生活费和房租，剩下

的钱是多是少，能不能养活老老

小小 5口人，能不能维持三兄妹的

学习费用，他就无能为力了。用

母亲的话就是：管你们几个在家

牛打死马，还是马打死牛，他鞭长

莫及，爱莫能助。瘦弱的母亲于

是起早贪黑地辛苦劳作，艰难维

持着我们这个家。

父亲退休前，母亲已把老家

的老房子半卖半送给三舅家的表

哥，迁居至父亲单位家属区。由

于父亲的脾气，终于有一天逼得

母亲“离家出走”。那时，我们兄

妹三人均已长大并参加工作。母

亲先是到兄长那里，后又来到成

都与我生活在一起。父亲则在经

历了短暂的“家庭生活”之后，再

度恢复到“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的状态。父亲不抽烟，不打牌，唯

一爱好是喝酒，曾经一天三顿酒。他退休

后，一个人生活在工作了 20多年的地方，每

天悠哉游哉，吃了饭就出门蹓跶，与一群同

样没什么文化的退休老工人喝茶、侃大山。

每到逢年过节，父亲会到成都“走亲

戚”，到我们兄妹家住一段时间。翌日，他

就会宣布他这次上来待多少天，什么时候

走，然后提前几天就把回去的票买好，说哪

天走绝不提前一天，也不会推后一天。姑

姑家的几个表兄弟曾开玩笑说过，父亲说

话就像圣旨一样，说一不二，说到做到。没

有文化的父亲唯一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就

是看电视，除了偶尔看点儿抗日剧以外，央

视 1套综合、13套新闻是父亲长年关注的两

个频道。晚饭后，父亲还会一边看电视一

边给我“普及”天下大事：英，你们都不看新

闻的吗？问得我们哭笑不得。因为业余生

活单调，父亲作息规律，每天早起早睡，定

时进餐，耄耋之年仍健步如飞、声如洪钟。

本就心脏不好、血压又低的母亲后来

迷上了麻将，长时间久坐少动导致脑梗发

作，偏瘫 2年后离开了我们。父亲因为与母

亲不和，对母亲躺在床上要人照顾的日子

很是不屑，不只一次在我们面前念叨：我以

后不会像你妈一样，我不会拖累你们。父

亲有高血压，虽然听从医生的建议，不再喝

酒，但是，我们都不在身边，没有人监督的

父亲时常会打点儿“擦边球”，服药也不规

律，还会三天两头地与邻居闹点儿矛盾。

我们除了在电话里劝他，也没有办法。

噩耗来得猝不及防！7月 20日，我在四

川省峨眉山市参加“三体系”培训，第一节

课还没有上完，就接到弟弟的电话，说父亲

晕倒了，几分钟后，又接到消息，

父亲走了！3月 1日，我把来成都

过年的父亲送到火车东站，没想

到再见面，就已在殡仪馆了……

一语成谶。父亲就这样干净利落

地兑现了“诺言”，没有留下只言

片语，没有让我们在病床前伺候

一天，没有给儿女制造丝毫“麻

烦”，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错愕

和慌乱间收拾好东西，我急匆匆

地登上回去的高铁。一路上，想

着父亲苦难的童年，想着还没有

带他去远方旅行，想着我之前与

他的各种争吵，想着春节的厨房

里再也没有那个忙碌的身影儿和

热腾腾的烟火，我不禁悲从中来，

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一颗一颗

地掉进饭里。

两个多月过去了，父亲时常

出现在我梦中。弟弟告诉我：父

亲曾说过，这辈子只享过女儿的福，所以他

最牵挂的是我。小时候，由于无数次目睹

父母汹涌澎湃的争吵，由于父亲与众不同

的思维和性格，由于父亲的缺位和母亲的

含辛茹苦，我素来与他并不亲近，只是尽到

为人子女的责任而已。听到弟弟这么说，

我心里又是一阵难过。子欲养而亲不待，

纵然有遗憾有悔恨，却再也没有重来的机

会！唯愿在天国的父亲每天心随所愿，笑

口常开。如果有来世，希望父亲生长在一

个温暖的大家庭，有父母的疼爱和良师的

教诲，成为一个有文化有知识有涵养的人，

一个谦恭有礼、乐观风趣的人，一个工作顺

心、家庭幸福的人；如果有来世，我再做父

亲的女儿，我一定多换位思考，更加包容父

亲、尊重父亲、孝顺父亲，我们再也没有烦

恼争执，只有平安喜乐，父女情深……

我
的
父
亲

·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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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公司物管公司掀起全员读书热

潮（通讯员郭婷婷 龚莉）日前，他们召开

“奋斗为本、价值为纲”员工读书分享会，诵

读《以奋斗者为本》《价值为纲》书中经典内容，学习华为核心文化和成功经验，大家碰撞

思想，提高境界，增进了员工的责任感和工作积极性。

新疆若民高速公路机电标项目部举办篮球友谊赛（通讯员胡玉兰）辛丑中秋佳节期间，

电务公司项目部邀请五公司土建 III标员工篮球队进行友谊比赛，不仅丰富了大家的文体生

活，而且提升了兄弟单位的协作情谊。

新运公司南玉项目部重视家风家教文化教育（通讯员罗龙 袁东）9月 24日，授课老师

通过图片、视频、情景案例等方式为全体女员工开设了“先锋女子学校家庭文明建设课程之

如何培养孩子的学习力”讲座，旨在深化拓展家风家教活动，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开路先锋

一旦把它举过头顶

就深深地刻在心里

顶起它就是天

哪怕地动山摇

也会寸心不移

这是革命家

亲擎大旗对你的殷切嘱托

这是共和国

拳拳之心予你的亮丽戎装

从那一刻起

你的承诺始终如一

你的信念坚贞不移

托起铁军担当

把责任扛在肩膀

亮剑雄关大道

把使命装进胸膛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用血染的忠诚谱就英雄交响

用挺拔的脊梁筑起雕栏玉砌

你行走的足迹

曾丈量过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泥泞的土地

你灵敏的耳朵

曾听到宝成铁路的开山炮声在耳

边回响

你炯炯的目光

曾看到天路上盘旋的长龙将藏家

儿女带入了新的畅想

你奔腾的血液

曾融入激情跨越的征程，用钢铁和

血肉铸就座座丰碑

我要用出发时的初心

为后来者写下最澎湃的心语

生命中什么都可以放弃

只有一样东西

无法从心中夺去

那就是

永远的开路先锋

开路先锋
·阳炫耀·

9月21日是辛丑中秋节。

临近下班，身边的同事们雀跃欢呼着收拾月饼、

水果准备回家过节。

记忆里的这种雀跃还停留在十年前。那时候母

亲还健在，父亲身体也健朗。临近中秋，我们兄妹 3人

都会赶回老家和父母一起过中秋。

母亲总是老早的就蒸好了月饼，黄灿灿的圆盘月

饼上面卧着一条看家蛇，蛇的头顶是大大的麦谷垛，

麦谷垛斜上方是圆圆的月亮，月亮下面是沉甸甸的稻

穗。父亲张罗着把现有的水果都拿出来，用小刀剜成

弯弯的月亮连在一起。太阳落山以后，月亮慢慢升

空，我们要将八仙桌抬到了院子中间，祭月亮的瓜果

美食也要放置在八仙桌上，桌子上摆的满满当当，桌

子越满，说明收成越好。最中间的是母亲做的圆盘月

饼，献月亮时要将月亮剜出来，四周摆满了籽瓜、西

瓜、香瓜、葡萄、苹果、香水梨、枣子等等，当然还有从城里带回来的各式糕点和

月饼。

献月亮前，父亲和哥哥要先去村头的山神庙献月亮，以祈祷来年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

小时候，等父亲和哥哥去山神庙献月亮的时段，我觉得总是太漫长，围在

八仙桌边，口水直流，小指头把这个沾一下把那个沾一下，但是不敢下手，唯恐

得罪了月亮，让来年没有好收成。

等父亲一行回来后，大家一起洗手开始献月亮，小时候跟在魁梧的父亲和

强壮的哥哥身后献月亮的我极度虔诚，总感觉月亮就在头顶看着，不能有一丝

的马虎。仪式过后就可以开吃了……中秋之夜，母亲是允许我们杂七杂八的

吃，只要能吃得下随便你敞开了吃。吃到后面，我总是一边托着肚皮一边嚷嚷

着肚子胀，母亲总会用布满老茧的手帮我揉肚皮……

后来，父母逐渐老去，每年的中秋献月亮的瓜果更丰富了，大多是城里买

了带回去的。母亲的圆盘月饼依然是最神圣的，也是最受全家人欢迎的。献

月亮时，跟着父亲和哥哥后面的是小侄女、小侄儿了。父亲的步伐已经逐渐沧

桑了，哥哥的背影逐显宽厚，小侄女、小侄儿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的打闹着，献

月亮热闹了很多，却少了些许虔诚和庄重。

再后来，母亲意外去世了，我们就再没回老家过中秋了。

每每中秋，想起母亲的圆盘月饼，记起儿时虔诚的祷告，眼前就浮现出了

母亲熟悉而又遥远的身影，不由潸然泪下……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唯愿全天下的母亲身体健康，祝福所有的家庭合家团圆，万事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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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花 糖 藕
·夏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