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年前，给爷爷送终时，弥留之际的
爷爷断断续续地对父亲说：“别忘了，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啥时组织上认了，千万给
我说一声。”说完，便走了。

爷爷的党员身份问题，这是第二次听
说。第一次，是 1967年的“文革”之初。
一天，大队开批斗会，有人狠批爷爷的

“三大罪行”，其一是“冒充中共地下党
员”。

爷爷到底是不是中共党员，奶奶也说
不清楚，可村里的长辈人倒知道爷爷不少
过去的事儿——

爷爷生于辛亥革命爆发那年，上过几
年私塾，自幼跟随高祖父习医，刚成年便
精通正骨等外科医术。老保长看爷爷有点
出息，欲将其女相许。爷爷不从，不久被
抓壮丁，当了国军的兵。

半年过后，高祖父去世，曾祖父没学
过医，得祖传的爷爷看家中世代行医的行
当就要失传，便想法从国军逃了回来。

逃回来的爷爷不得安生，三翻五次被
抓逃兵的纠缠，好在爷爷的连长带着通讯
员，面见了老保长才算摆平此事。

然而，这事又似乎未了。爷爷是行医
的，家中每天都有患者光顾，当然也有一
些陌生人，因此也总是不得安宁，隔三岔
五的遭遇突然检查。一次，爷爷收治了一
位伤员，被保长手下的人发现，疑是地下
共党，连爷爷一起抓去。然而这伤员虽着
便衣，但有国军的军籍证明，保长不得不
放人。

1947年，整个县域尚属“国统区”，可
国共两党的军事斗争已很激烈，加上土匪
横行，百姓称其为“两方面”或“三方
面”时期。冬季的一天深夜，村北发生了
一场激烈的枪战。第二天，爷爷被土匪抓
去，说爷爷私藏了一支手枪，不交出来就
要枪毙。幸亏，舅爷家有位做生意的亲戚
和其匪首有私交，连夜赶去保释，使爷爷
又躲过一劫。

刚解放，政府让爷爷到医院工作。爷
爷推辞没去，说自己年龄大了，且其所
能仅是正骨和治疗痈疮而已，在家也能
为大家服务，不需拿国家的薪水。生产

队让他管菜园子。他把药箱带到看菜园
的窝棚里，种菜行医两不误。但他为人
看病不再收取费用，人称“行好的先
生”。方圆几十里找爷爷看病的不少，爷
爷为此也收过不少谢礼，如特产和果子
等。所谓特产无外青瓜梨枣，所谓果子
即三刀、红桔饼之类。那时的果子虽然
一盒仅两三毛钱，但大多农村人只有逢
年过节才能见到。

1967 年的批斗会上，被指“三大罪
行”，爷爷只认其中的两个，即一是当过国
民党的兵，二是为人看病收取礼品，唯独
不认“冒充中共地下党员”一事。有人呵
斥：“你啥时候入的党，在哪入的党，介绍
人是谁？你能说清楚吗？”爷爷说：“一解
放我就向组织上交待了，县里有我的申报

材料，材料里说得清楚。”又有人呵斥：
“既然加入了组织，组织上为啥没有你的材
料？”爷爷说：“知道我加入组织的，只有
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可他们都牺牲了。”
台下一阵骚乱，有人高喊：“这就叫耍赖，
死无对证，瞎编自己是党员，想得美，别
忘了你是国民党的兵……”一时，对爷爷
的批斗，变成一伙人的胡乱推搡乃至拳打
脚踢。当时的爷爷很狼狈，头上戴的高帽
子歪斜着，脖子上挂着写有“国民党兵”
的白牌子在胸前晃来晃去，整个身子歪歪
跩跩……

爷爷不是编瞎话的人，为何非要说自
己是共党，闹得全家人都抬不起头？

批斗会后，父亲私下找我说到深夜，
把爷爷加入中共地下党员的前前后后说了

一遍——在国军时，爷爷的连长是中共地
下党员，两人志趣相投，交往很深。高祖
父病故，爷爷逃离国军后，爷爷的连长成
功策反国军一个团的兵力，立功受奖并被
组织派往我们豫东做地下工作。爷爷的药
铺成为中共的地下联络站，爷爷也被发展
成为中共地下党员。1947年村北的那场激
战，是中共地下武装同祸害百姓的一伙土
匪的战斗，领队是爷爷的连长。作为向
导，爷爷亲历了那场激战。本来，战斗以
我方的胜利而结束，可残匪投降时，有一
顽匪突然把双手举起的枪对准了连长。当
然，那顽匪被当场击毙。连长胸部受伤，
快要不行时，亲手把他的手枪交给了爷
爷。解放后，爷爷把枪上缴，并向组织呈
递了入党的经过。但由于另外一位介绍爷
爷入党的人当年也牺牲了，一时找不到证
人，没能恢复组织生活。和组织的失联，
爷爷不甘心。爷爷去过淮北连长的家，可
没见其家人。从其邻居处得知，连长牺牲
后，其妻子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改嫁他
乡，不知音信……

“文革”时，爷爷仅遭遇一次批斗。据
说，上级革委会有话，说爷爷曾救治过不
少共产党的人，是共产党的朋友。

爷爷走了，恢复组织生活的梦似乎烟
消云散。然而有时，事儿总很逗人。

光阴似箭，转眼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
年诞辰的喜庆之年。忽一日，春光漫溢的
村子里来了不少人。村史馆里，组织上确
认爷爷为中共党员的决定摆放在醒目位
置，一位 70多岁的老者当场捐献了家父的
遗物并深情地作了有关介绍。

老者姓李名党生，爷爷的连长的儿
子，其父牺牲后生母另嫁他人改姓张时还
不满周岁。生母先是顾及安全，后是碍于
面子，致使他多年不明身世。直到生母离
世时转交生父遗物，才得知生父的身份。
其父遗物中有一个精致的小本子，上面清
晰地记载着爷爷入党的时间、地点、介绍
人等有关情况……

来人走后，爷爷坟前，一串鞭炮山响
之后，全家人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爷
爷，您真的是党的人了……

爷爷是党的人
□ 谢君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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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说 诗 风

历 史

“双城”者，商丘、开封也。
若论及两地的名字，均历史悠久。开封原名启封，

西汉时，因避汉景帝刘启之名讳，改为“开封”。“商
丘”作为地名更古老，作为地名至今已经使用了数千年
之久。“商丘”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昔陶唐氏火正
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夏商时期称“商丘”。明嘉靖
二十四年(1545年）归德升州为府，置商丘县。而今，
商开二城相距三百里，遥遥相望，属地相邻，自然风貌
相接，风土人情相近，物华天宝，文化灿烂，堪称中原
大地上的“双子星座”。

商丘与开封皆为古城。回溯历史，两地渊源颇深，
令人称道。

先从“宋”说起。西周之初，“殷之三仁”之一的
微子启，受封于现在的商丘，建立了宋国，辖梁、陈
留、济阴、陈平、沛等地，大致相当于现在山东成武以
北，开封以东，江苏沛县以西区域。宋国国都就在现在
商丘睢阳区内的古宋城。公元前 286 年，宋国被齐、
楚、魏所灭，共传了 32代，778年。公元 596年，即隋
朝开皇 16年，始置商丘一带为宋州，后唐时，改为归
德军。公元959年，五代十国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赵匡
胤任归德军节度使。后来，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
黄袍加身，自立为帝。由于古宋州为赵匡胤的“龙兴”
之地，赵氏王朝的国号为“宋”，都城开封，改归德军
为宋州，宋真宗景德年间，改宋州为应天府，取顺应天
命之意。公元 1014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升应天
府为陪都，改名南京，与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天京大
名，合称“四京”。当时，在开封与应天之间，有官道
相通，商贾穿梭两城之间，车水马龙，不绝于途，堪称
宋朝版“郑开大道”。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天为汴京为
大宋输送了大批栋梁之才，当时最著名的应天书院，与
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
山的嵩阳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宋真宗时，改升应天书
院为“应天府书院”，后来，又改升为“南京国子
监” ，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范中淹、欧阳修、王
安石、晏殊、梅尧臣等曾在此苦读。宋仁宗天圣二年，
兄弟双状元之一的宋庠 ，就曾就读于应天书院。其祖
籍是河南雍丘，即现在商丘域内的民权双塔镇双塔村。
宋庠曾官至工部、刑部、兵部尚书。其弟宋祁也曾任工
部尚书，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曾因所作《玉楼春》词
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句，被后人称为“红杏尚
书”，成为汴商两地共同的骄傲。

公元 1127年，宋靖康二年，汴京失陷，徽、钦二
宗被金人掳掠北去，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登
基，是为宋高宗，从此肇启南宋基业。宋以后，应天几
易其名，所辖区域与开封版图分分合合，真所谓“剪不
断，理还乱”。在战火绵延，朝代兴替的历史进程中，
商汴二城可谓患难与共的亲兄弟，为中原文明的繁荣发
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置身于百舸争流的伟
大新时代，两座古城正携手奋进，各显神通，焕发出勃
勃生机，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相信两座古城的明天
会更加美好，这两颗豫东平原上的璀璨明珠，一定会放
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双 城”记
□ 张本生

生 活

爱人到超市的一次购物殃及池
鱼，竟让我多了一段居家隔离的日子。

我是一位闲不住的人，生活频道
一下子切换到这种“无丝竹之乱耳,无
案牍之劳形”的模式，很不适应。后
来我想，与那些白衣执甲、逆行出征
的医护人员相比，居家隔离不仅是为
疫情防控做贡献，更是一种“稳稳的
幸福”。居家隔离的第一天，我就为漫
长的隔离生活制定出“三字方针”：
写、读、玩。

“写”是我的头等“嗜好”。去年
疫情期间，我以笔为戎，先后创作出
20多篇战“疫”作品。这些作品里有
激浊扬清、引导舆论的时评，有慷慨
激昂、凝聚人心的诗歌，有讴歌典
型、真实感人的通讯，有直抒胸臆、
助力抗疫的散文。这些作品大多刊发
在省市主流媒体上，成为文艺战

“疫”的精神力量。去年年底，我收到
了一条短信：谢谢叔叔把我的抗疫事
迹刊登在报纸上，让我入围了学校的
评先活动。我依稀记得，这位学生是
我笔下那位战“疫”一线的“铿锵玫
瑰”，她还是一位国防科技大学的在校
研究生。

在居家隔离的日子里，我伏案敲
出 11篇战“疫”作品。《这是一组被
汗水浸透的数字》《用最严的防护体系
守护安康》《抗疫中的“微感动”》
《听我说谢谢你》……这些由感而发的
文字表达了对医护人员的敬意和战

“疫”必胜的信心。看到多篇拙作被转
载，我曾自我安慰，如果这些文字像

奋力划动的船桨，
能助力全民抗疫的
帆船破浪前行，也
算是我在居家隔离
的日子里做出的微
薄贡献。

除了写，读书
让我静享了那段居
家隔离的时光。

我喜欢读古典
文学，常被其典雅
遗风、敏锐哲思的语言所诱惑。居家
隔离的日子里，书架上的书籍让我翻
了又翻。不怕各位笑话，读了古典文
学，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才疏学
浅。譬如读四大名著，几乎每页都有
不认识的字。我有个犟脾气，无论读
哪篇文章，绝不放过一个陌生面孔。
咋办？查字典或打开手机问“百度”，
然后把拼音和释义标注在书面的留白
处。《红楼梦》和《西游记》让我画得
面目全非，如同涂鸦。同一篇文章，
每次读都有新收获。上次读 《西游
记》，感觉孙悟空有点无赖的性格，武
器和一身行头都是在龙宫里“借”
的。这次读《西游记》，感觉那泼猴还
真志存高远。飘洋过海学艺，练就七
十二般变化；不做弼马温，立志做齐
天大圣。作者一定是在告诫后人：人
生多磨砺，历经八十一难，方能取回
真经。掩卷沉思，与一步一个坎的取
经经历相比，当前的困难算不了什么。

生活添些“调味剂”，才能咸淡适
宜，味美爽口。“玩”就是我居家隔离

的“调味剂”。
居家隔离最明显的变化，是打破

了我每天行走两万步的习惯。不能锻
炼了怎么办，我想起那句励志语言：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锯掉凳子下方的圆形钢筋底座，用
铁丝把它拧在院内的窗户上，一个简
易的篮球架就做成了。用一根绳子绑
在窗户和树杆之间，小院就成了一个
简易的羽毛球场地。爱人和女儿当裁
判，我和儿子跨栏扣杀，对决赛场，
每次都大汗淋漓，轻松畅快。

看到女儿的简笔画，我突发奇
想：何不用挂面作画，表达对医护人
员的敬意。两天时间里，我用一把镊
子一剪，先后创作了“商丘加油”“战
疫必胜”“出门戴口罩”“‘商字’雕
塑”四幅挂面画。我把这些作品发至
朋友圈，引来众人点赞。河南日报、
商丘日报先后报道了我居家隔离、挂
面作画的事迹。河南日报记者采写的
标题正好契合了我的心意：《即使天天
宅在家，生活也要灿如画》。

那些居家隔离的日子
□ 焦风光

还没到中秋节，秋还不深。但傍
晚的天气已经渐渐变得薄凉，玉米还
没有挂上树，大豆也不曾颗粒归仓。
田野还不曾拥有收割后的空旷，但云
朵已经明显低了许多。农事还在继
续，许多人背着喷雾器行走在庄稼地
里。

等秋再浓些，新翻的泥土，就会
等待着小麦来做它的新娘。婆婆把化

肥在空中撒出一条弧线，看它们准确
无误地躺进新翻好的地沟。公公已经
迫不及待地在开始拌麦种了。喷雾、
搅拌、晾晒，不一会工夫，那些麦子
已经被穿上了红色的衣裳，整个空气
里都弥漫着农药的味道。别小看这些
红色的农药，明年的丰收可全靠它了。

种完麦子，就要摘柿子、石榴
了。这些红色的小灯笼挂满了枝头，
要把它们领养回家可不是容易的事。
村里的老人们却有着神功妙计，不知
谁拿来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一端
用铁丝固定着一个铁钩，他们站在树
下，只需轻轻一转竹竿，那些红红的
果实就只有温顺地跟着她们回家。吃
不完的柿子，就把它们去皮做柿饼，
也有做醋的。晾晒好一个瓷缸，把柿
子一古脑放进去发酵。婆婆说，过了
霜降开始腌菜，秋天才有了味道。

湖边的芦苇还绿得浩浩荡荡，只

是柳树生出些许灰白来，衬得湖水灰
黄。记得去年那时，来看望我的父
亲，已经早早把保暖衣穿上了，他顶
着一头白发，斜靠在墙角咬着烟管。
我公公走过来向他微笑，两个老头在
雨后的树底下，缓慢悠闲地微叹道：

“这天儿，可真冷了！”“在俺们家，这
时候都该腌酸菜了！”关于酸菜，关于
天气，关于我故去的母亲，两个老头
絮絮叨叨着。

婆婆从菜地砍回一大抱腊菜，锯
齿状的叶子，泛着浓郁的绿。她麻利
地摘掉夹杂着的黄叶，拿来一个大
盆，把铁水井压得咣当响。清洗、晾
晒，一排排腊菜如士兵整齐地站在麻
绳上，一口口瓷缸里，腊菜、韭菜
花、萝卜……整个冬天的菜都有了着
落。秋再浓些，把白菜晒好，一颗颗
码在墙角，萝卜下入地窖，葱、蒜、
辣椒都挂满了墙，就等一场雪了，婆
婆唠叨道。

而此刻，无论是站在田野地头，
还是站在自家小院。秋虫低吟浅唱，
秋风萧瑟飞舞。田埂河岸，房前屋
后，林间山岗，处处都是秋香，处处
都是秋味。秋雨、秋露、秋风、秋
色，挂在树上，成了一幅画，镶在屋
檐，成了一首诗。

秋 味
□ 梁晓娜

自 然

消 杀
一大早，小区物业的秦

师傅
就威武地出现在楼前
他肩上的喷雾器
张开大口，云雾四溅
楼前楼后
消毒液气味弥漫
我在窗内
感到一阵轻松
仿佛病毒
被赶到九霄云外
看护自己
疫情霸屏
有人眼花
有人过敏
有人，计算一天、两天
若干天……
核酸检测为阳性者
被围观，被流调
被严加保护
如珍稀动物

隔离区，似洪水猛兽
一天消毒三次
连蚂蚁，都孩娃不留
其实我知道
一切都会过去
调整心态
居家隔离
就是自己看护好自己

口 罩
排队买口罩的人
沉默寡言
绿码一说话
黄码红码都躲进暗处
古人用智慧
防水防川
而防人的口罩
首先勒紧自己
才能，板起
另一张面孔
眼睛问，懂还是不懂？
疫情当前，我举起拳头

疫情当前，我举起拳头（二首）

□ 郑 剑

冠状毒魔的肆虐
让这个炎热的季节
却只剩下恐怖和心寒
口罩、酒精、消毒液

……
值守与阻断
替换了团聚和联欢 ……
郑州告急！开封告急！

商丘告急！
加油！河南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众志成城肩并肩
郑州儿女
反侧辗转
开封人民
防控果断
商丘干群
壮士断腕
我们把掌心向上
期盼阳光的晴天
我们洒下血汗
去夺回健康尊严
我们捧出心来
勇敢应对这的毒魔血战
我们有同志、亲情和奉

献
我们有可爱的白衣战士
我们有万众一心的行动
我们有火中炼水里淬的

果敢
我们有数万面党旗
忠诚在前
暗处杀人的对手
让人惧憾
变态变形的毒魔

让人讨厌
数千年文明的泱泱中原
不会倒在这病魔面前
医圣药祖见识过
各类“魑魅魍魉”
嵩山是我们高昂的头颅
黄河是我们奔腾的血液
战“疫”当前
中原儿女团结向前
河南！战“疫”必胜
我们的呼吸依然沉稳舒

展
我们的笑容依然自信灿

烂
河南战胜过吸血虫和霍

乱
河南战胜过天花疫和非

典
一位位病人的救治
一个个疑似的排查
一台台车辆的过滤
一处处区域的隔断
决不让毒虫蔓延
在病毒肆虐的医院
一个医生倒下了
又一个医生冲上前
一个个病人治愈了
一个个家庭得团圆
一位位党员冲在一线
忠诚的内涵得到提升
担当的含义得到凝练
这一切汇成一股力量
与德尔塔病毒决以死战
河南！战“疫”必胜！

河南！战“疫”必胜
□ 金新辉

没有命令
却用指令获取命令
没有召唤
却用行动赢得召唤
我是居家隔离的绿码人
当得知来自周口、许

昌、开封、郑州等
省内外那么多医疗队驰

援商丘
我怎能无动于衷
袖手旁观
伟大出自平凡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

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无数“天使白”和“志

愿红”

凝萃一面面镜子 一座
座丰碑

一支支标杆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无私无畏的凡人
替你逆行风险
凡人的力量
闪耀着一圈又一圈无惧

的光环
九宫格盛不完这些挑灯

夜战的坚守
灯光和汗水勾勒出一群
平凡人的抗疫画卷
同心勠力 忠诚守护
以平凡之举
筑起不平凡的信念

不平凡的信念
□ 杜素焕

一、缘
等待 千年之前
守候 千里之外
这是
时与空的邀约
人的偶遇
面面相觑
心的邂逅
千千芥蒂
灵魂的感召
惺惺相惜
聚在一起
融在一起
奔流在一起
燃烧在一起

二、分
你是鲜花盛开
我寻香而来
热烈地欣赏
深深地
记住了
你的模样

急忙地
捧起双手
小心迎接
且把你
珍藏于书页
茫茫人海里
接踵 擦肩
我只多看你一眼
却捕捉到
你的顾盼流连
于是
一眼万年
滚滚红尘中
我欲天涯做芳草
而你
眼泪已化露珠
正在寻找依恋
而后
在朝晖下
有了一片
超凡脱俗的
宁静与圣洁

缘 分
□ 寒 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