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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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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乐趣就在于它的不确定
性，不只是欣赏当地风情，还有旅行
中的意外与惊喜。

这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地点就
是山西吕梁。初听吕梁，印象中只是
一个有历史的小城镇，百度之后才知
道是我肤浅了。吕梁不仅是红色经
典革命教育的重点城市，它拥有保存
完整的革命遗址，还有刘胡兰烈士纪
念馆，在离它40公里的文水是武则天
的老家，交城还保留了新旧石器时期
遗址和很多历朝历代的古迹，堪称一
个小型历史博物馆，是中国几千年历
史文化的沉淀，极具观赏和研究价
值。而此次的行程重点是被驴友们
推荐国内一定要去的十大小镇之一

的碛口古镇。
碛口镇位于晋西吕梁山西麓，黄

河之滨，临县之南端。明清至民国年
间，凭借黄河水运一跃成为北方商贸
重镇，享有“九曲黄河第一镇”之美
誉，是最老的黄河渡口，也是晋商发
祥地之一。

在碛口看日出是最早就订好的
行程，逛完前一天的行程，便连夜返
回碛口古镇，师傅在弯弯曲曲的山路
上开了整整四个小时的车才回到碛
口镇，简单吃过晚饭向师傅打听了路
线，手机查好日出时间，准备看碛口
日出。结果临睡下天空飘起了小雪，
我生怕这太阳不会出来，赶紧问了当
地的师傅，师傅说是问题不大，让我

们早起一点看看情况。
冬日早晨六点的碛口略显冷

清，抬头便看到了还没回家的月亮，
月光映在没有冻结完全的黄河水
上，随着流淌的河水荡漾，周围是那
么安静。我们嘻嘻笑笑沿着指示标
志走向师傅说的观日出的地方—黑
虎庙。在微弱的月光下，路边古老
朴素的民居显得有些严肃，登上黑

虎庙就看到古镇的民居，利用山崖
两侧的地势而建，层层叠叠，自然成
画！转眼之间东边就有了一丝丝微
红，一缕淡金色的光从云后照了出
来，天边的色彩开始丰富起来，微红
渐浓，红与蓝挤在一起，慢慢地，像
水彩画一般晕染开来。不负我们前
一天的祈祷，太阳慢慢露出了她的

笑脸。我不禁拿起手机留下了这美
好的一瞬间。

三晋大地的短暂一行，犹如管中
窥豹，让我看到了华夏民族成长的厚
重，华夏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厉
害了，我的国！

安全检查部杜佳杫

初冬的上午，迎着晴日，我们来到
美丽的古城西安！“地上看泉州，地下
看西安”，作为中国古代建都朝代最
多和年限最久的的十三朝都城-长
安，随地捡起一块砖瓦，说不定都能
追溯到公元个位数！

我们第一个行程从陕西历史博物
馆开始。 博物馆的建筑外观突出了
盛唐风采，场馆里三个展馆七个单元
让我们感受那时候十三个不同朝代
下中国古代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其中
的秦·汉 唐三朝的历史文物吸引了
最多人驻足观望。

第一展厅的《东方帝国》，重点展
示以兵马俑为代表的秦文物—大秦
的文武官员和将军侍卫陶俑以及那
时春秋最先进的远射武器弓、弩、
箭。展厅的古迹代表了秦帝国当时
的制度文明和春秋战乱时吞六国一
统河山的时代精神；第二展馆《大汉
雄风》，以汉都长安的皇后之玺、西汉
彩绘陶钟绿釉陶孔雀灯等典型汉代
文物，展示了汉代繁荣的经济、文化、
对外开放与交往，彰显那时大汉帝国
一统欧洲边境的强盛的时代风貌。
第三展馆的《盛唐气象》，唐代所有馆
藏都堪称精品，里面的精华片段一幕
幕上演，武惠妃敬陵壁画、欧阳询书
写的“开元通宝”和秘色瓷、海外的海
兽葡萄镜和波斯萨珊银币。幅员辽
阔的的大唐疆域已有了现在中国的

“一带一路”（唐朝东西方交流的丝绸

之路）的雏形！当时的大唐长安确实
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没有
之一。

从西周的青铜器到唐代壁画，还
有历代的金银玉器、货币，这些精品
文物让我们确确实实领略到西北第
一帝都的城市的魅力和历史文化！

下午五点，我们来到大雁塔，这个
相传于唐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出
使西域后为供奉带回长安的经卷佛
像主持修建了大雁塔，由五层加盖至
九层，再后层数和高度又有数次变
更，最后固定为今天所看到的七层塔
身，经历过地震和五次翻修后呈现在
世人眼前。

2019年夏季《长安十二时辰》影
视剧引爆了西安旅游热，其中最让
游客蜂拥而至的地方就是“大唐不
夜城”。黑夜降临，古老的西安城区
褪去白天的疲惫，华丽的灯火和绚
烂的夜景将大雁塔下的古城西安点
缀得如梦如幻，再现大唐盛世。西
安大唐不夜城北起大雁塔南广场，
南至唐城墙遗址，东起慈恩东路，西

至慈恩西路；南北长 1500 米，东西
宽 480 米。在这个 1500 米横贯南
北的中央雕塑景观步行街，我们一
路可以看到“盛世帝王、历史人物、
英雄故事、经典艺术作品”等九组主
题群雕，街道两侧的店铺门面仿造
了那时长安城街的格局，在这里你
能立体穿越和感受到千年前大唐帝
国在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
的大国气息。每晚七点半到十点
半，滚动 30 分钟到不倒翁节目表
演：一位小姐姐画着唐朝妆容被簇
拥在人群之中，一席红色裙装下，却
是不倒翁的支撑球体。小姐姐的一
个回眸，轻轻地将手搭在观众手上，
配以《神话》音乐，仿佛一瞬间把人
拉回了大唐时代... 此时也是不夜城
的人流高峰时期，让游客争先恐后
去和小姐姐握手拍照留念！把那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
花”的古都长安在此刻定格。

时间过的很快，再见了，这个曾经
代表东方灿烂文明的帝都。

通信导航保障部 宋家辉

一九八四年通来，烟台机场之脉
历历可。抚事，方知路之多艰顾昔，
烟台民航方用一个个斐然成接连奏
响时呼，速铺就起通世之空衢。河水
奔腾不息，激起烟台机场人设现代化
空港之动力。于此，每名员工所破事
之参与者、书者，其为机场质化行最
鄣。三十六载峥嵘岁月，三十六载春
华秋实。三十六年来，烟台迎共和国
之朝阳飞，自无跖有，自少及长，从

“闭塞”至“四达”，其用一个烟台跨
度、烟台高度、烟台速度、烟台深度，
铺就矣不可复制之辉发迹。宝剑锋
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三十六
载漫漫行，烟台民航历一穷二白之
后、地之艰难、革之奋、强涂之行。经
数代民航人之奋，今在天上之广，烟
台机场方造一流的航线巨网，改其之
空局。以之一航站楼、一跑道达世，
集气势、便捷、通达与国际化于一身
之烟台机场，正以更高处望世流航空
枢建设步迈。

自年旅纳十万次至大关之志逾千
万，自寥寥的航线拥至通衢之航线拥
网，飞必先丰羽翼，必先勤耕耘收。
时光如白驹过隙，吾自从事四年以，
积极向上，力战，自一人始入世之懵
少，长为一中者机场人。以企业为
家，与辰为伴，见机场公司在安运则、
生事、机场立等要事中取之大成，深
感到了公司各领事谨严之态度谓，谓
公远之切望。四载，寒暑轮转，春秋
章回，一步一阶，一年一跃，机场年旅

纳亦成了六百万至八百万复至千万
之“三级跳”，初破千万次大关。如吾
之幸也员工在此美空港中尚多，我若
固之铆钉，以盘石之心、只争朝夕之
势、执坚刃、咬定青山不放之神，旅纳
破千万级大关，为机场公此艘航空巨
轮保驾护航。

时针还拨至，二零一九年二月，
中国机场列多了一支新之生力军之
山东省机场集团。以济南机场为头，
举山东之航空资历之全新者之重组，
省机场合也。集“道路通，百业兴”，
于通运益为于世界、振域之“先路”一
时背景，联合重组，科学发展，深化改

革，夫推业重组，集团组建平序，协同
效方见，一体化进程开局良，省机场
切国际航线也，为全省之机场抱团，
引愈多运力投。因合并重组之东风，
烟台蓬莱机场一路长风，高歌猛进，
一副蓝图将绘，一篇华章必垂成。

三十六年奋，三十六年逾，三十
六年变，三十六年矣。回首往，峥嵘
岁月；望未来，光明灿烂。望三十六
年风雨路，一朝锦绣春，新时、新烟
台、新至之集号既已鸣，新之道待机
场高翔，成连京津冀与长三角之重节
点机场。

航务保障部 谢冲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进化是
从母系氏族制开始的。那时候，女
人主宰一切。社会发展到今天，在
长期崇尚男尊女卑的中国，女性在
家庭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让男士们
回归到原始社会的本来面目，是进
化过程中的返祖现象呢？还是文明
社会的必然结果。在这里，我以一
个丈夫和父亲的双重身份，试着谈
一谈自己的看法和切身感受。

当今的中国，国富民强，各项事
业已经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社会
形态极其稳固。互联网的发达，让
世界成了地球村，军事、科技、医疗
等尖端领域已经没有秘密。而充沛
的人力资源，让国人在世人面前占
尽优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家庭
生活的重要性显现出来。作为家庭
生活的主导者，女人在家庭中的地
位，如同雨后春笋，又似竹子开花，
一发而不可收拾。此情此景，确与
母系氏族社会略有雷同。

而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告别
了一夜暴富的可能。财富的积聚，
需要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学识人品
等综合因素的考量，形成了金字塔
般的财富阶层。居于顶端的社会精
英，带着尊贵的家族血统和家庭烙
印，其人文素质和文明程度，非昔日
的暴发户和土豪堪舆比肩。而文明
程度越高的阶层，对女性越是尊
重。经过电影、电视、网络媒体的宣
传推崇，引领着整个社会的潮流，带
动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各阶层男士
们纷纷效仿，引以为荣。女士们自
然乐享其成，并竞相炫耀。这让还
没有在家庭生活中找到感觉的女性
抱怨不已。这样的后有追兵，前有
劲敌，让那些一时没有跟上潮流的
男士们感觉出情况不妙。于是纷纷
改弦更张，最终走上尊崇女性的康
庄大道。这是不是可以归结为文明
社会的必然结果？请您再往下看。

这样的文明进程，一方面使得
男士们更加宽广包容，也更加忍辱
负重。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在家庭生活中的发扬光大。我
们有歌为证，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
伙儿心胸多宽广。另一方面，也让
女士们的性情更加绽放，习以为常
便理所应当，继而滋生出得天独厚
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特别提出表扬
的是某些生了孩子的准妈妈们，在
家里那叫一个趾高气扬，就像下了

蛋的母鸡，整天咯咯哒地嚷个不
停。那没办法，谁叫人家添了子嗣，
旺了香火。不服的男士们，要不你
生一个看看。毕竟人家历经了从妊
娠到生产的全部辛苦，理当拥有一
份尊荣，享有一份特权。母凭子贵，
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嘛！

其实，想想也能理解。男女的
生理结构本就存在差异。男人相对
理性一些，女人则更为感性，情感上
需要找到出口。有气撒不出来，容
易埋下隐患，不利于身心健康，更不
利于家庭稳定。不和丈夫撒，叫她
和谁撒去，总不能破坏和谐社会
吧。于是乎，丈夫成了最好的宣泄
对象，打不断，骂不散，没有后顾之
忧，云消雾散之后依然歌舞升平，随
时随地可以征用，经济实惠，何乐而
不为？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么看的。
打是亲，骂是爱。有爱才有恨。爱有
多深，恨就有多深。是没把你当外
人。是爱之深责之切。是打情骂俏
与撒娇的另类表达方式。电视剧里
怎么说来着，虽然整天挨呲，像训儿
子一样。可你反过来想，多一个妈也
没什么不好。但最好不要当着孩子
的面，这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发育，也
容易给孩子一个错误的引导，让孩子
有样学样。倘若真成了榜样，也无大
碍。你就把它看成是孩子对父亲这
一称谓有一个更高的希冀。是高标
准，严要求。是和爸爸亲，没隔阂，不
生分。要我说，这也挺好。虽然都挺
好，但还是得背着点婆婆。谁的孩子
谁心疼，要是让婆婆瞧见，坏了婆媳
关系，就不好了。

说到这里，您应该能够揣测出
我在家中的尊贵地位。不要紧，出
来混，早晚是要还的，不管是男人还
是女人。不信就让我们展望一下未
来。据科学推测，未来中国的人口
比例，仍将保持男高女低。不难想
象，未来家庭中男士的地位仍将持
续。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你懂的。
想到儿子的前景堪忧，而妻子将会
亲眼目睹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儿子身
上重演，我的心里一下子畅快了许
多。至于男卑女尊，它是进化过程
中的返祖现象，还是文明社会的必
然结果，此时看起来还重要吗？我
已经把它怎么来的，走势如何，也就
是来龙去脉说清楚了。

通用机场分公司 张福新

祖国
我不曾为你筑一片瓦
也不曾为你颂一首歌
你却为我遮风挡雨
为我引路明灯
祖国
你让我在夜里赏星观月
在夜里安然入梦
我不必为争斗担忧
不必受战火纷扰
祖国
我沐浴春风长大
享受康泰安宁

没曾想你披荆斩棘
还日晒风吹
祖国
你有上下五千年的胸襟
大江大河汇聚的壮硕身躯
和平年代我只能读到你的悲伤
奈何我体弱力薄不能时光穿梭
祖国
你有与日争辉的五星
驱走黑暗鞭挞丑陋
我忍不住奔向你的怀抱
奉献自己的身躯

安全检查部 梁晋豪

说走就走的旅行
——碛口古镇·日出

长安记 我的祖国

男卑女尊

烟台机场赋

综合保障部 于文杰摄

落地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