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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忆乘凉
阴 余春明

夏夜袁看着在空调房里呼呼大睡的小孙女袁我的思
绪回到了遥远的童年遥
那时候袁别说空调袁就连电风扇都没有袁气温似乎
也比现在高许多遥 乡村的土地上袁 经过白天烈日的炙
烤袁晚上还是热乎乎的遥 感觉越是高温越没有风袁呆在
家里断然受不住袁 就连吃晚饭都是端到门口的稻场上
吃遥 有时候袁父亲干脆把小桌子摆在大门口袁一家人就
围着桌子在外面用餐遥
我清楚地记得袁上小学时袁每天下午放学回家袁在
太阳落山前后袁奶奶已经烧好了洗澡水袁催促我洗澡遥
小孩子洗澡纯粹是为了完成任务袁 三下两下就解决了
问题袁用奶奶的话是"一溜"遥 奶奶随后把澡盆里的水洒
在稻场上袁似乎是降低操场上的温度袁也起了不让尘土
飞扬的作用遥 待父母收工回家袁奶奶的晚饭弄好了袁外
面也彻底暗了下来遥
等到忙碌了一天的大人们吃完饭尧洗好澡袁外面已
经凉爽了许多遥 没有了太阳的照射袁如果再有点风吹袁
相比于室内袁不知要凉快几多倍遥 我躺在父亲收工回家
就搬出来的竹床上袁瞪着双眼袁数着湛蓝的天空中闪闪
发亮的星星袁奶奶拿着蒲扇在旁边边扇风边赶蚊子遥 没
有一点热的感觉袁很是惬意遥
乘凉需要竹床遥 竹床由竹子制成袁躺在上面比木板
要凉快遥 但那时候家里不富裕袁只有一张中间断了一根
竹片的颜色变成暗红色的年代久远的破竹床袁 我和奶
奶睡了袁父母就没有了遥 他们就各自用两条板凳合拢在
一起袁在不足一尺宽的凳面上将就躺着遥 后来袁我读中
学袁父亲添置了两张竹床袁这才解决了问题遥
除了竹床袁 家乡还有其他乘凉的卧具遥 一种是摇
椅袁类似于现在的木沙发袁只是椅子的脚分别装在两块

弯弯的木板上袁人躺在上面可以摇动袁很舒服遥 这种椅
子不是家家都有袁家境好点的人家才有能力购置遥 一种
是近两尺宽尧五尺长的大板凳袁称之为"春凳"袁有点像
竹床袁只是没有竹床凉快遥
夏夜来临袁 家家户户都把各种乘凉的卧具搬到门
前的稻场上袁男女老少汇聚在一起袁真有点"天作房尧地
作床"的味道遥 大家一边手摇蒲扇袁一边交谈着袁小孩子
们还会在稻场四周用扇子扑打着萤火虫遥 欢声笑语袁让
炙热的夏夜热闹非常袁充满了温馨遥 那时候乡风淳朴袁
即使是在外面通宵不回家睡也相当安全曰 就是在家里
睡袁因为外面还有人袁大门也不会关袁说是"夜不闭户"
一点也不夸张遥
夏夜乘凉最难对付的是蚊子遥 农村生态环境好袁蚊

子特别多遥 熬了整整一个白天没有活动的饿蚊子袁夜晚
刚来临袁 就迫不及待地聚集到稻场上遥 即使是手不离
扇袁不停地摇也招架不住遥 那时候没有蚊香袁更没有驱
蚊剂袁蚊子可以肆无忌惮地叮咬遥 不过乡亲们还是有办
法袁这是一种很原始也很环保的办法袁就是用烟熏遥
这种烟不是一般的柴火烧的袁而是烧艾蒿产生的遥
艾蒿是一年生草本植物袁也是一味中草药袁具有清热尧
解毒尧杀菌的疗效袁还有一种香味遥 艾蒿生命力旺盛袁繁
殖快袁一根紧挨一根袁笔直向上长袁不分枝杈袁从头到脚
浑身都有叶子袁 成片地生长遥 每年的端午时节已经长
好袁乡亲们拿艾蒿挂上菖蒲插在门窗上袁浓厚了节日的
气氛袁是端午节的一大习俗遥 母亲会利用早晚休息时间
到野外割艾蒿袁晒干后挑回家遥 奶奶就用稻草做绳子将
一定数量的艾蒿缠成长长的直径四五寸的圆柱体袁叫"
艾蒿把"袁 每到夜幕降临时就开始在屋子里和稻场上
烧遥 缠起来的艾蒿把不会一下子烧光袁没有明火袁而是
慢慢地熏遥 艾蒿把烟大味浓袁蚊虫害怕这种味道袁不得
不逃之夭夭遥 稻场上家家户户都有各自焚烧的艾蒿把袁
于是整个稻场上显得烟雾缭绕遥 好在艾蒿味香袁人不难
受袁反倒觉得清香四溢遥
为了驱蚊袁有的人还有绝招遥 那就是在竹床的四个
脚上捆绑好竹子袁把床上的蚊帐拿来挂在上面遥 于是稻
场上又出现了白色的四方形帐篷袁睡在里面袁蚊子也就
无可奈何地被"铜墙铁壁"挡在外面袁人们可以安安稳
稳地一觉睡到大天光遥 这是乡村乘凉的最高境界遥
如今袁 社会发展了袁 乡亲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许
多袁不光有电风扇袁有的人家还装了空调袁室内都装了
门纱窗袁不需要到稻场上乘凉了遥 但我还是不时地想起
儿时夏夜乘凉的情景袁眷恋着童年的欢乐遥

1933 年 8 月袁高明宇渊今梁山县寿张集镇寿张集村人冤在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
范学校渊滋阳<今兖州>冤加入中国共产党袁是梁山县第一位共产党员遥
1939 年 8 月 梁山（独山）歼灭战
1939 年 8 月 2 日袁八路军一一五师特务营尧骑兵连尧独立旅一团三营等部袁在
陈光尧罗荣桓的指挥下袁于梁山西南独山庄一带袁将经汶上县出犯之日军第三十二
师团步兵尧 骑兵尧 炮兵和伪军共 400 余人全歼袁 毙日敌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以下
300 余人袁俘日军 24 人袁缴获野炮 2 门尧九二步兵炮 1 门尧机枪 15 挺尧战马 50 余匹
和其他战利品一宗遥创造了八路军部队在敌我兵力相当袁而我军装备处于劣势的条
件下袁全歼日军 1 个大队的模范战例袁受到八路军总部的表扬遥
日军遭此打击后袁于 4 日纠集日伪军 5000 余人袁配备汽车尧坦克 100 余辆袁对
梁山和运渊河冤西地区进行了报复性扫荡遥
1947 年 8 月 昆山人民粉碎国民党军的疯狂破坏
1947 年 8 月袁国民党军为了配合进犯解放区袁对黄河抢险复堤进行疯狂破坏遥
他们先后在戴庙尧十里堡尧小王尧小吴尧董花园等沿堤村庄安设了据点袁白天窜往工
地捣乱袁夜间鸣枪抓人遥 8 月上旬袁抓走在坝头抢险的工程队队长张朝义和修防工
朱学贵等 6 人袁烧毁国那里材料厂 32 个料垛袁计 160 多万斤袁在十里堡烧毁刚建造
好的抢险船 1 只遥 蒋机在国那里村投弹 9 枚袁炸死民工薛范奏等 4 人尧运料牛 17
头遥 自 7 月 28 日至 8 月上旬袁先后在沈楼尧毛山头尧商老庄尧周楼尧刘堂尧戴庙尧孙河
涯等村轰炸袁炸死居民 19 人袁伤 11 人袁炸毁房屋 30 余座袁炸死运石牲畜 24 头尧炸
毁大车 3 辆遥 面对国民党军的各种破坏活动袁昆山县群众在县委尧县政府的领导下
进行了坚决斗争袁取得了反蒋治黄的胜利遥
1953 年 8 月 梁山县区划调整
1953 年 8 月袁南旺县撤销袁其一区渊拳铺冤尧二区渊徐集冤尧七区渊开河冤尧八区渊孙
庄冤划入梁山县遥

读书避暑

1971 年 8 月 中共梁山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阴艾兴君

夏日炎炎袁暑气难当遥 避暑的方式有很多袁可畅游山水袁可回归田园袁可劲吹空
调袁而我选择读书来避暑遥 就连古人都说院野夏读书袁日正长袁打开书袁喜洋洋遥 冶读书
避暑袁能让人的心澄净袁让枯燥烦闷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遥
夏天读书袁是一次心灵的洗涤遥 夏天万物繁盛袁而阅读的灵感袁也像夏天的雨一
样说来就来遥 在树下袁在时时飘来的风中袁一卷在手袁与古今的智者对话袁读到精彩
处是野片言苟会心袁掩卷忽而笑冶的舒适遥 读圣贤之书袁能涵养身心体会大道曰读君子

1933 年 8 月 高明宇加入中国共产党

之书袁能知察天地通晓人情遥 而读见闻杂记袁既能抒发思古之幽情袁又可
在半日时间内品尝野行万里路冶的快意遥 看过了袁不仅获得了美感享受袁还
净化了心灵袁会不经意间进入野心静自然凉冶的境界袁对外界温度迟钝了
许多遥
夏天读书袁是一种很惬意的享受遥 夏日里袁坐在敞亮的阳台上袁沐浴
着明媚的阳光袁一书在手袁阅白纸黑字袁嗅纸墨幽香袁一页页哗啦啦地翻
过去袁文化的厚重袁历史的悠长袁 意境的深远袁 满满地将人浸濡于其中袁
身心就会有一种精神充盈尧 远离空虚的快感遥 品味周作人的清淡平和袁
梁实秋的细腻亲切袁 张爱玲的典雅飘逸袁 贾平凹的随意与匠心袁 余秋
雨的博世与天然袁 还可以感受海明威的冷峻袁 伏尔泰的咏叹噎噎书读
到妙处袁 早已不觉炎热袁 但觉清凉自心底涌起袁 心灵仿佛也铺满了一
地阴凉遥
夏天读书袁能拥有丰富的情境遥 读书时袁会忽遇疾风骤雨袁天地变色袁
人心震撼遥 苏轼有野雨昏石砚寒云色袁风动牙签乱叶声遥 冶陆游则有野急雨
声酣战丛竹袁孤灯焰短伴残书遥 冶这里有雨打袁有雷响尧蛙声尧鸟鸣及蝉唱遥
蝉声足以代表夏袁故夏天像一首绝句遥 蝉是大自然的一队合唱团曰以优美
的音色袁明朗的节律袁吟诵着一首绝句袁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袁
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袁是蝉对季节的感触遥 夏天天气最为多变袁因而
读书的情境也最为丰富遥
夏天读书袁能让人感到午凉的舒适遥 在骄阳尧绿阴尧清风里披卷袁有一
种忘我的境界遥 夏天读幽默的书袁可以避暑袁可以发现快乐遥 读林语堂袁能
领略国粹的幽默曰读马克窑吐温袁能感知异国的风趣遥 一个懂幽默的人袁一
个整天乐呵呵的人袁一个面带微笑的人袁一个具有好心情的人袁他会把困
难看的轻一点袁工作和生活压力自然就比常人要小遥 幽默中往往含有大智慧袁要知
道平时说话都带些幽默袁别人对你的好感与印象也会深刻许多遥 所以袁夏天读幽默
的书袁不会感到蒸笼般的难耐与难熬遥
读书避暑袁是一种境界遥 看小说便会感觉有凉风吹来袁读美文仿佛一瓶饮料在
手袁吟诗词如一杯淡淡的清茶润泽于心遥 因为有书袁这个夏天不再热得无法承受袁沉
浸在书里的心会安然如瓷袁清凉如玉袁实在是爽浴

1971 年 8 月 15-17 日袁中共梁山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县东方红剧院召开遥 出
席会议的代表 701 名袁代表全县 14341 名党员遥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张玉颜代表
县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所作的题为叶高举"九大"团结胜利旗帜袁坚定地沿着毛
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曳的工作报告遥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梁山县第四届委员会袁
委员 32 名袁候补委员 3 名袁张玉颜当选为县委书记袁韩承福尧滕世栋尧张颜峰当选为
县委副书记遥
1989 年 8 月 县委主要领导调整
1989 年 8 月 1 日袁文廷良任中共梁山县委书记袁原县委书记魏昌启调离遥
（党史办供稿)

阴文 / 张义凤.梦桐思雅

八一枪声世界惊袁三军浩气壮豪情遥
爬冰卧雪不辞苦袁沐雨经风更疾行遥
海域常巡凭傲骨袁边疆总守是精兵遥
千锤百炼刚如铁袁威震乾坤华夏荣遥

阴文 / 张义凤.梦桐思雅

暴动南昌唤百川袁枪声惊震半边天遥
峥嵘岁月唯忠胆袁苦难光阴赖铁肩遥
快艇撞开封岛索袁飞鹰守卫护空圈遥
今非昔比王师定袁崛起神州铠甲宣遥
阴田雨晨

阴冯天军

1946 年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袁开启了人民治理
黄河的新纪元袁一代又一代的治黄人战天斗地尧搏风击
浪尧拼搏奉献袁为确保黄河防洪安全袁前赴后继尧永往直
前袁 用汗水和心血谱写了黄河安澜的新篇章袁 铸就了
野团结尧务实尧开拓尧拼搏尧奉献冶的十字黄河精神遥
每一个新入职的黄河职工袁 最先学习到的便是黄
河精神曰工作了几十年的老职工袁聊起自己的工作经历
时袁提起最多的也是这个黄河精神袁他们说黄河精神就
是实干精神袁从大禹治水尧王景治黄袁到新中国历届领
导人对黄河的开发治理袁无不凝结着实干精神遥
说起实干袁梁山管理局管理段的年轻职工们袁在完
成草皮养护尧圈填浪窝尧根石平整等日常维修养护工作
的同时袁他们主动请缨变身野仓库管理员冶袁对仓库里的
防汛木桩先用铅丝进行加固袁 又借助烈日高温 野好天
气冶袁对该局防汛仓库里的麻料尧木桩等防汛物资进行
翻晒袁随着一捆捆的麻料尧一根根的木桩清出仓库袁汗

珠从他们脸上滚落袁灰尘弄脏了他们的衣服袁但看见一 重了袁 每天县局工情组都会及时接到电话报告院野国那
张张黝黑的脸蛋上挂着笑容袁 就能知道他们心里都明 里险工水位 45.2m袁32尧34# 坝靠主溜袁33# 坝靠回溜袁
白袁他们做的一切是为黄河防汛打好基础遥
30尧31# 坝不靠水袁靠水长度 530m遥 冶这是梁山管理局的
他们主动担当变身野创城卫士冶袁不顾酷暑袁对该局 职工们在防汛一线 24 小时不间断的坚守袁保证了能够
分管片区的沿街卫生认真打扫曰 对家属院里的乱搭乱 第一时间发现险情袁确保黄河顺利度过野危险期冶遥
建尧随意种植进行清理袁对地面进行清扫尧整理袁将长期
他们对工作袁默默耕耘袁总是说的少尧做得多曰他们
堆积的废弃材料尧垃圾及时清运曰对黄河家园的地面重 面困难袁主动想办法尧动脑筋袁不等不靠尧勇敢担当遥 他
新硬化袁对旮旯尧墙角用水泥板进行覆盖袁对墙壁重新 们的身上展现了对黄河精神最好的传承袁 他们是为了
粉刷袁对路边尧停车场进行绿化遥 烈日炎炎袁他们没有一 单位发展扎根基层尧倾情奉献的行动表率袁也是每一个
句怨言袁 只为给家属院的住户们一个整洁卫生的生活 黄河人的榜样遥
环境曰他们挥汗如雨袁只为梁山县创建文明城市贡献自
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野青年观冶中提到院青春是用
己的力量曰他们满手是泥袁只因他们是众多黄河人中的 来奋斗的遥 我们这些年轻黄河人同样肩负着治理黄河
一员遥
的伟大使命袁 我们要把治黄事业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
还有袁他们身着野安全橘冶救生衣袁在所辖国那里险 好尧发扬好袁不怕吃苦尧不怕受累袁安下心来尧沉下身子袁
工上开展巡坝查险工作袁856 米的工程虽然不长袁 但是 掏真心尧动真情尧做真事袁撸起袖子加油干袁确保黄河岁
常年靠水着流袁加上汛期水位上涨袁他们身上的担子更 岁安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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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小我就崇拜军人袁喜欢军歌袁崇拜军人的威武气质袁喜欢军歌的气势磅礴遥 军人
是祖国领土的捍卫者袁军歌是军人的精气神袁是壮我军威的灵魂遥
小时候最喜欢的军歌是叶打靶归来曳袁野日落西山红霞飞袁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袁
胸前红花映彩霞袁愉快的歌声满天飞遥 冶这首歌唱出了军人训练后的喜悦之情袁尤其是
最后的野一二三四冶袁铿锵有力袁撼山震岳袁仿佛那手握钢枪袁威风凛凛袁不容任何侵犯的
军人就站在了我的面前遥
那时候看露天电影叶英雄儿女曳袁深深地被英雄王成的形象所感染袁其中那首电影
插曲袁叶英雄赞歌曳也浸淫在了我的脑海遥 野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袁为
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冶遥 英雄成为那个童年时代扎根在骨子里的偶像遥
1979 年自卫反击作战结束袁那时不少动人的军歌唱响在大江南北袁雪域高原遥 野十
五的月亮袁照在家乡照在边关袁宁静的夜晚袁你也思念我也思念冶袁野丰收果里有你的甘
甜袁也有我的甘甜曰军功章呵袁有我的一半袁也有你的一半冶遥 军人也是人袁也有七情六
欲袁也懂儿女情长遥可为了祖国的安宁袁不能与心爱的人花前月下尧朝朝暮暮遥他们把刻
骨铭心的情感尧真真切切的思念埋藏在心间袁烙在了火热的军营曰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写
在了那面红红的旗帜上;他们把自己的生命镌刻成叶血染的风采曳遥
"当兵的人"是现代军人的代名词袁也是一个透着光荣感尧充满自豪感的称谓遥 在改
革开放的年代里袁军人们放弃了不少个人机遇袁以无私奉献精神袁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
职责遥 产生于九十年代叶咱当兵的人曳袁用高亢的旋律袁用朴实的语言袁唱出了新时代士
兵的豪迈心声遥 野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袁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素的军装遥 咱当兵的人
有啥不一样袁自从离开了家乡袁就难见到爹娘遥 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袁都是青春的年华袁
都是热血儿郎袁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袁一样的足迹留给山高水长遥 冶
野我爱祖国的蓝天袁晴空万里袁阳光灿烂袁白云为我铺大道袁东风送我飞向前遥 冶这首
歌唱出了飞行员的豪迈心声袁搏击长空的壮志豪情遥 苏小明的叶军港之夜曳则用柔婉的
抒情旋律袁塑造了视觉和听觉的温馨盛宴遥野海风你轻轻地吹袁海浪你轻轻地摇袁水兵远
航多么辛劳袁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噎噎冶
中国梦也是强军梦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尧能打胜仗尧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袁是党在
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遥 阅兵主题歌叶强军战歌曳以期铿锵豪迈袁激情澎湃袁展示了新时期
军队建设的精神风貌和能打仗打胜仗的壮志雄心遥 野听吧袁新征程号角吹响袁强军目标
召唤在前方袁国要强袁我们就要担当袁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冶遥
军歌嘹亮袁军歌无华袁军歌最能打动人心袁那是一种铁血的柔情遥 军歌嘹亮袁唱响军
营袁也唱响在每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军人的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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