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日子回了趟老家，
发现家中墙上挂着的那个
老钟竟还在走着，“滴答、滴
答……”，我对它是有着一
种别样的情感的。

儿时的我曾一度以为家里的钟
是一个魔盒，里面住着掌管时间的
老先生，我们的作息都要受他支配，
六点起床，七点上学，傍晚要写作
业，指针指向十点还没睡觉，母亲便
会指着他呵斥我。

在我的想象里，他该是一个托
着书本手拿戒尺的老先生，看起来
威严又古板。但他也不全然是不近
人情的，也会有某些时刻让我充满
期待。在除夕夜里，他的每一声脚
步都会给我带来无穷的快乐，我可
以在子时钟声敲响后得到梦寐以求
的压岁钱，我会想象着用这钱买一
个最新款的玩具枪，这可足以让隔

壁的发小叫我一声“大哥”的啊！想
到这儿那可真想在雪地里“嘎吱嘎
吱”多踩上几脚了！

那是我最初看到时间行走的样
子，走得不慌不忙、气定神闲，像一
个早已洞悉了世间万物的老神仙。
他就在那里走着，与我一起经历着
沧海桑田，世事变幻。

当我长大了，时间也似乎跟我
一起长大了，他变得无处不在，在手
机上，在手表上，在电脑里，他存在
的地方越来越多，也愈发显得冷漠。
后来，从老家搬了出来，我也从学校
走向了社会，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时
间留下的深沉痕迹。

一次工作之余回家探望二老，

我在母亲的梳妆台上发现
了些许白发，我仿佛听到
了钟摆急刹的声音，刺耳
又令人心颤。我知道时间

其实一直行走在我的生活里，只不
过他的脚步变得沉重了起来。我仿
佛还看见，时间在父亲的肩头行走，
压得父亲原本挺拔的背也驼了下
去，其实我是明白的，时间会让花朵
绽放，也会让花朵凋谢。

时间让一棵青春的小树越来越
枝繁叶茂，也让车轮的辐条沾满锈
迹。我的祖辈可不就是让时间接走
了么！我看不到他们，只见时间在
老照片里行走着……

很多东西流逝了，但时间还在
行走着，或是激情澎湃或是平淡如
水，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走
在我们每个不经意的瞬间。

护卫保障部 修威

行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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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
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一
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
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
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我
们党依靠拼搏走到了今天，也将继
续依靠拼搏走向未来。在新的征程
上，青春是志气，是骨气，更是底气！

岗位需要担当，青年自当奉
献。为响应号召，展现我们青年一
代的责任担当，我和我的同事们积
极加入了机场防疫小组。防疫的要

求是严格的，暑运的天气更是多变
的，我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需要身
着隔离服，遇上航班延误通宵工作
也成了家常便饭。密不透风的隔离
服下是可以拧出水的衣衫，双手也
因为长时间佩戴手套被汗水捂得发
皱，有的同事甚至得了湿疹。即便
如此，我没有听到一位同事喊过累，
也没有见过一位同事退缩！因为这
不仅是我们作为民航人的职责，更
是我们作为青年一代党员的使命！
我们把留下的汗和咽下的苦都转化
为用严谨不苟的工作标准守护民航

疫情防线的实际行动。
天地苍苍乾坤茫茫，中华青年

顶天立地当自强！作为机场防疫的
一线人员，我骄傲我也自豪，我骄傲
作为民航人，心里始终装着对人民
的职责，我自豪作为青年党员，始终
怀揣着对党的坚定信仰。万众一
心、乘势而上，我们将党和人民寄予
我们的责任担在肩头，兑现人民高
于一切、生命重于泰山的承诺！用
实际行动去诠释一名共产党员和一
名民航人的时代风采。

旅客服务保障部 单良

青春心向党青春心向党拼搏新时代拼搏新时代
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

雨，谁也没想到人类在灾害面前是
如此得脆弱无力。航务保障部员
工刘亚洲接完父母从老家打来的
电话，呆呆地看着窗外，心事重如千
钧……

原来，7月21日晚，河南省周口
市扶沟县突发暴雨，一夜之间刘亚
洲家中全部淹没，房屋漏雨，粮食泡
水，地里种的17亩西瓜一个个飘在
水面，刚刚培育的西蓝花菜苗和花
生也全部被淹没。刘亚洲的父母亲
都是朴实年迈的农民，早出晚归、辛
辛苦苦种植的作物是这个农村家庭
唯一的经济来源。对于二位老人来
说，这是他们的心血，更是他们的希
望。为了不让儿女担心，两位老人
在电话里将情况故意说得风淡云
轻，刘亚洲不敢去想脊背被烈日晒
得黝黑的老父亲面对地里一个个烂

掉的西瓜，该是怎样的绝望和无助！
暴雨过后，一定会看到阳光！

得知刘亚洲家里的情况，航务部全
体干部员工纷纷慷慨解囊，踊跃捐
款。滴水成大江，碎石堆海岛！
100 元，200 元，500 元，600 元，
1000 元... 此 次 募 捐 共 计 16100
元。刘亚洲的父亲收到善款后激动
地说：“谢谢远方的恩人，谢谢远方
的亲人，谢谢，谢谢！”质朴的话语让
人动容。

扶危救困，解囊相助，众志成
城，共克时艰！在烟台机场这个大
家庭里，不分科室，不分地域，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我们相信，涓涓细
流终将流淌成浩瀚大海，点滴爱心
必定汇聚成爱的洪流，流进每个需
要帮助的人的心田，让他们看到希
望，多增添一份战胜困难的力量！

航务保障部马宁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这100年是中国饱经风霜由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任人宰割转变
为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百年。这
100年是中国无数英雄、爱国人士
筚路蓝缕、挥洒热血的一百年。在
这100年中，中国不再是英国人笔
下的“东亚病夫”，而是一只昂首阔
步的雄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鲜红的画布上一把金黄的镰刀
和斧头代表着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
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
阶级的先锋部队，代表着工人阶级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
在逆境中敢于坚持，在未知中敢于
指引。每一个时代造就了无数个英
雄，正是这些英雄撑起了中国脊梁。

革命战争年代，李大钊坚持自
己的信仰，被捕后无论敌人如何威
逼利诱，他都严守党的秘密，竭力保
护其他同志。在临刑时他说：“我是
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
家，为主义而死兮也，何函为？”年仅
十五岁的刘胡兰面对敌人铡刀喊出
那句:“怕死不当共产党！”《永不消

逝的电波》中主人翁原型李白烈士
在被捕前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中留
言：“同志们，永别了！”

和平建设时期，有为民族独立
为国家安全而牺牲的黄继光、邱少
云，也有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人民的公仆焦裕禄、“铁人”王进喜，
更有为中国杂交水稻奉献一生的袁
隆平院士。当然，我们也无法忘记，
在疫情当前，无数平凡的共产党员，
诠释了什么叫做无畏，什么叫做舍
身。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的信
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
想真挚的信仰，是火热的中国心，是
民族精神的力量。

神舟12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成
功向世界展示了我们中国的风采。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
强”，数百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也向
世界证明了我们坚守的社会主义道
路是正确的。让鲜红的党旗迎风飘
扬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让火热
的中国心向着太阳闪耀在世界的版
图上。

安全检查部 叶春晓

扬起党旗 心向太阳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这句小时候就一直听老辈提起
的话随着时间的消逝，似乎现在已
经很少有人提及。毕竟以前之所以
那么说，是因为当时我们物质条件
比较匮乏，需要提醒大家节省，而现
在物资比较丰富，应该不必如此了
吧？我认为，如果说利润是我们企
业追求的目标，那么节能、降耗就是
实现目标的一个的阶梯。一个企业
即使规模再大、家底再雄厚,如果缺

乏节俭意识,也会失去良好的发展
持续动力。节俭从每个员工的岗位
做起!从自身点滴做起!

2015年我们转场至蓬莱新机
场，当时的办公用品大多都是新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有办公用品
出现破损了，甚至有些已经影响我
们的“形象”了。咋办？买新的？
不！通信导航保障部秉承历来的

“勤俭持家，敬业爱岗”的理念。故
障的设备、零件我们能修，坏了的办

公用品我们也能补。我们在网上搜
寻沙发补救皮革购回后，大家齐心
协力一起干。于是一个破损的沙发
只用了几十块钱就补好了。

通信导航保障部 付杰

勤俭持家敬业爱岗

我望着苹果怔怔地出神，我不
喜欢发黄的苹果，更偏爱青苹果或
者红苹果，尤其是脆脆的那种。牙
齿与苹果相击，发出玉石相撞的脆
响，干净利落。至于发黄的苹果，纵
也香甜，我却不喜欢那种因储存时
间太久而成的软糯。

婚后，每当看望老公的外祖母
时，她都会给我塞一个发黄的苹果，
我心里总忍不住抱怨，怎么又是这
种发黄的苹果，姥姥这是又放了多
久。

外祖母总是用笑意盈盈的慈爱
眼神看着我，将老公小时候的趣事
娓娓道来，我沉浸在故事里了，便忽
略了苹果的不可口。

“姥姥，他上了房顶，然后呢？”
“然后，他吓得哇哇哭啊！”
“还有呢？”
“下次再说，下次再说。”
外祖母看见我已不知不觉得把

苹果吃完了，笑容更加灿烂，眼睛乐
成了一道缝，不管我怎么撒娇央求，
却也不肯把故事讲完了。

外祖母90岁了，她出生于军阀
混战，山河破碎的旧社会，为新中国
的建设付出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
她偏爱这种软糯的苹果，但自己却
舍不得吃。这苹果，她总是留着留
着，留给她的儿孙。往往是星期一
的苹果留到星期六。到了星期六，
她笑眯眯地往孙儿、孙女的手中塞
一个，然后一边嘱咐他们，一边笑着
看着他们把苹果吃下去。这是她最
开心的时候，脸上的皱纹也全都舒

展来了。
但有时不是从星期一到星期

六，而是从星期一到下个周的星期
六，甚至更久。回忆起我曾对发黄
到接近变质的苹果的嫌弃，觉得自
己少了一份自我反省的愧疚。外祖
母总是这样，为他人想的太多，为自
己想的太少;奉献太多，而索取太少。

她虽不识字，却极重视儿孙的
教育。

她虽未上过学堂，却有着从土
地上收获来的朴实与志气。

她虽历经苦难，却温柔地对待
世间。

她虽然平凡，却是伟大的母亲、
伟大的长者。

这发黄的苹果外祖母更舍不得
扔。多次看到她将接近变质的苹果
煮来吃，我也多次劝她，这样不利于
健康。她却说老辈子的时候，连这
样的也没有。她用勺子挖起煮熟后
黄色的果肉，放入口中慢慢咀嚼，眼
中隐有泪光浮现，似是回忆起了过
去苦难中少有的幸福。

外祖母为家庭奉献了一生，为
新中国的建设奉献了一生。我爱老
公的外祖母，也爱她建设的国家。
我为老公出生于她所经营的幸福家
庭骄傲，我也将承担外祖母的期望
与责任，传承她留下的优良家风。

如今我在姥姥灵前又看到了苹
果，心情有些沉重。记忆中发黄的
苹果凝聚着姥姥她所遭受的苦难，
她对幸福的珍惜和她对儿孙的爱。

货运分公司王晨

发黄的苹果

我不曾听到南昌起义的枪鸣，
也不曾看到秋收暴动的火种。
但是
抬头仰望的那一刻
军旗猎猎，
我们心中升腾跳动着自豪。
低头聆听的那一瞬
颂歌声声，
把建军九十四周年的光辉历程唱响。

八月 蓬勃的季节
往昔 多彩的岁月
南昌城头雨，井冈山上风；

大渡河中搏激浪，太行精神铭心
间。
冷静 坦率 执着
我们翘盼八月流金的太阳。
八月 不仅仅是热烈 火红 憧憬
更是一片涌流至心灵深处澎湃的
海洋。
北国芳草绿，南疆木棉红。

回荡的钟声，
经阳光的洗濯更加悠扬。
想起昨夜的风风雨雨，忆往昔艰
苦历程

擘蓝图为我们解放军注入新的生
机和力量

八月 肝胆相照
和亿万人民走过了一百个春夏秋冬
八月的阳光
凝聚着十四亿军民的向往
我们高擎着更坚定的信念
沐浴新时代的铿锵
双脚踏上幸福的金光大道
和八月一起走向英明的党指引的
更瑰丽的远方

安全检查部 姜宇鹏

八月 火红的军旗永不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