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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卧寒暑，柴院倦晨昏。
闻名不识人，乡音已八春。

——《归乡》
最近两年，因为疫情的缘故，让

回婆家也变得繁琐麻烦。短短400
公里的路程，却也凭空生出许多周
折，加之诸多琐事缠身，回婆婆家变
得越来越少了。仔细算来，竟已近两
年没有回去过。

女儿、老公与婆婆思乡心切，特
别是婆婆，一直心心念念，惦记家里
的一切。我也忆起在婆家的种种美
好，这个假期，必须归乡了！

旅途中偶有疲惫之感，却难抵一
家人的归心似箭，“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一路看两侧树木向
后闪去，似乎它们也在奔向魂牵梦萦
的地方。高速之上时常汽车鸣笛大
作，想来也是急切赶路之人，耐不住时
间与限速的羁绊，想早日到达目的地。

之前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
国》，总感觉对于故乡的定义过于主
观，多年以后才发觉，费老讲的中国
乡村，真的是凌驾于语言之外的存
在，在我们内心深处一种，任社会的

筛子如何颠簸，哪怕跳跃式也存与脑
海，无法割裂。

回婆家短短数日，最明显感觉就
是时光易逝。

公公婆婆已然双鬓斑白，印象里
挺直宽阔的肩背，日渐佝偻，每年秋
天的收获，也收割着他们的青春与壮
年。一年几次的见面，每次总是看到
更加苍老的公公。老公幽幽地说：

“老父亲在我童年时的那份威严，已
被如今的强颜欢笑所取代。”

每个漂泊城市的游子，都有一个
放不下的家乡。当夜深人静或者远
观万家灯火之时，也会偶然想起儿时
某天的夜空，蝈蝈的叫声、邻家的犬
吠、雨后的蛙鸣、交织成童年的交响
曲，萦绕耳畔。

今年回家，老公说没有听大黄狗
熟悉的叫声，问过才知，终究没有熬得
过时间，在去年去了另一个世界。

出门遇到老公儿时玩伴，互看都
有些陌生，唤之名姓，顿有恍然之情。
他对玩伴的记忆还停留在上山放牛、
下地割草的情景，交谈才发现，对方竟
已是两三孩童之父，岁月在眼角镌下
痕迹，终年农事劳碌操作，隐隐然有

种父辈特有的日下沧桑之感。我在
一旁看着，也有些许的辛酸，虽然城
市的忙忙忙碌碌与车水马龙，也会使
人忧愁甚至无所排遣，可当面对中国
农民那份无可奈何，父母一代的不
易，就会徘徊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看到婆家的林林总总，感叹不已：
老公与他的伙伴曾经一起上下学、一起
谈理想、一起约定逃离深山闭塞……可
是上天不会眷顾每个努力的人，大海捞
针千支，总会遗漏一把。命运就是如此
奇妙，却也如此不公，并不是所有付出都
会有回报，所有努力都会被认可，有人侥
幸逃离，进而面对更多的尘世烦扰，诉说
一份别样的忧愁；有人回到原地，以父辈
为圆心，双手为半径，周而复始。

看着田间小径变柏油马路，看着
年少轻狂变沧桑大叔，看着嗷嗷待哺
变弱冠少年，看着日出日落到寒暑易
节，看短暂开心的，也看短暂失落
的。不过每个人都有一个相似的轨
迹，就是无法拒绝年华的逝去，却要
认认真真为当下努力，为明天努力。
无论身处何地，都有保持努力，做好
被命运垂青的准备。

商旅发展分公司 孙磊

十一回乡有感

随着熟悉的人慢慢在人海
中消失，新的面孔又带来交集，
我开始发现，有些朋友不是一辈
子的。

原本对彼此说要永远做好朋
友，但其实，谁也抵不过时间。谁
也都不知道，接下来遇到的人会
不会成为下一个在我们日记中留
下身影的人。

物理距离和人生步伐的差
距，会让许多感情慢慢隐去。有
时，翻着他们的朋友圈，会发现有
陌生的人站在我们之前的位置
上。我们也曾那样，搂着彼此、看
着镜头、做着鬼脸。

青春是限时的，而有些关系
也是。它们定格在青春的记录
中，留下的，是我们对友谊的追
忆。它们就像夏天甜甜的老冰棍
儿，纯洁而清凉。

曾经，写友谊是为了记录，因
为文字可以守护自己与朋友们的
天真。因为那群人，是会彼此挂
念的人。

那时，我想写下和每个人的

故事，为了以后读起来的时候，还
能开心地大笑，还能互相调侃，
说：“你看，我们当时多可爱。”

但现在，写下友谊也是为了
怀念过去。

我们与一些人的缘分或许就
是天意，可能会是几个月，也可能
会是几年。但毕竟是一起走过一
段时光的人，只愿在将来某个时
候，你我记起我们那时的互相调
侃、彼此鼓励、耐心安慰的瞬间，
还能笑着说：“我们也曾经是超级
好的朋友呢。”

友谊这事，硬挤是不会变甜
的。所以，just let it be。

庆幸，我们也曾欣赏过同一
路的风景。虽然后来因为不同的
目标渐渐远去。

但现在怎样，就让它停留在
那里吧。至少，到那里为止，所有
的一切都是美好顺畅的。

而那一站，有晴朗的天空、五
彩的气球、金黄的麦浪，还有守护
着一切的稻草人… …

安全检查部 迟盛文

致过去的友谊

10月14日，星期四，重阳节，天
气：少云。清晨六点半，货运分公司
外场部国际保障小组的于志伟已经
穿好了防护服，整装待发。由于前
日航班改期到了今天，每周四的国
际客机还需要抽调国际保障小组人
员，今天的保障任务显得格外繁
重。于志伟和外场部同事们提前20
分钟到达机坪，准备班前会，为一天
的工作做好准备。

上午10:00，在有条不紊地保障
完三个航班后，部分同事返回附楼固
定休息区。由于10:30就有航班需
要保障，而30分钟内无法完成脱消、
休整、再返回。于志伟和部分同事选
择了留在机坪待命，由于无法脱消，
于志伟和留守的同事都滴水未进。

11:30—15:00，204-209机位
陆续停满，6架飞机（其中747机型
和330机型各一架）要在这三个多小
时内完成卸机再装机的保障任务。

期间13:00有客机落地，还需抽调6
人前去保障。面对高难度保障任
务，是考验也是锻炼。外场部、特车
队、仓储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所
有航班都按流程、按时间节点保障
完毕，且无甩货！充分展现了货运
分公司的高效保障能力和货运人敢
于吃苦、能打硬仗的优良作风！

14:30，外场部同事们在连续奋
战7个多小时后陆续返回附楼固定休
息区，于志伟坚持让其他同事先返
回，自己留下配合边防的验舱工作。
15:25，于志伟完成脱消，回到了宿
舍。我帮他算了一下穿着防护服接
近9个小时，期间未进食，未饮水。

惟其艰难，才更需勇毅。经此
大考进一步锻造了货运人能吃苦、
能团结、敢奉献的精神品格，为进一
步提升货运分公司综合保障水平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货运分公司 高占艺

同心同行，无往不胜！
——国际货机保障侧记

凛冽的寒风吹进了衣领，我
紧了紧从护卫小哥那临时借来的
大衣，跺了跺冻僵的双脚，又开始
了新一轮的预演。

面对烟台机场开航以来规模
最大的综合演练，运保部全员投
入到筹备工作中。在进行了多次
桌面演练和预演，不断完善演练
方案，反复推敲演练流程和细节
后，终于来到了真正的演练。

作为解说员，配合视频和现
场救援单位的实际操作，一遍遍
修改解说词，全身心地投入到每
一次预演，生怕错漏任何一个环
节，做出最大的努力，保证展现每
个部门最优秀的一面。如同真实
事件，各单位接到指令，立即出
发，以最短的时间到达事故现场
展开救援工作。对讲机里简洁有
力的指令和坚定的回答不断回荡
在演练现场。我站在话筒前，看
着有序奔跑在现场的每一位参演
人员，精神饱满，携带着沉重的专
业设备却有着百米赛跑的状态，
好似所有的解说词都无法展现出
烟台机场人的坚定与努力。我见
证着现场指挥官每一次的工作部

署，消防人员每一次的灭火操作，
医疗人员每一次的救治伤员，所
有工作人员逐渐熟练的动作，也
见证着烟台机场应急救援能力的
持续提高。

灭火完成后，紧急疏散旅客，
救治伤员，社会协议单位的支援，
以及后期的航空器搬移等工作使
整个演练更加完善。现场镜头下
的大家，是怀着怎样的坚定和决
心，来展现烟台机场的综合实力
呢？严谨专业的操作和整齐的步
伐，向督导组和观摩人员展示了
烟台机场面对突发事件迅速进行
处置的专业能力。在安全形势严
峻的民航背景下，更加体现出烟
台机场不断提高应急救援综合能
力和保障民航安全的决心。

此次的综合演练，让烟台机
场所有一线员工积累了实战经
验，更实际感受到突发事件的紧
急气氛，锻炼了专业能力，达到实
演实联的效果。镜头下的每一个
参演人员，在为此次演练画上圆
满的句号的同时，开启了烟台机
场应急救援的新篇章。

运行保障部 郭晓艺

镜头下的应急演练

绿叶花红一度春，
梧桐秋雨又一寒。

四季轮回，
让人来不及细数。
年轮流转，
唯叹光阴似箭。

过去的，
莫追忆，不留恋。
将未来置于脚下，
一路向前。

人生本是一曲
红尘里猛进的高歌，
开弓没有回头箭。

让感恩常存心间，
其它的都是底片，
因为:
遗憾也是历练，
缺憾也是圆满。

让我们把苦难，
挂在岁月的枝头上，
让阳光把它们
晒成坚强。
待回头一望，
春天种下的坚强种子，
秋天收获了
满满的辉煌。
原来是这样:
坚强铸就了辉煌。

然后，
我们便可泰然地站在人生的栈桥上
独自凭栏，
任孤帆远影、千帆侧畔，
任巨浪卷岸、浪花溅脸，
在岁月的流转中，
去破译人生真谛的密码，
真正达到生命的彼岸。

我们也可傲然地驾凤乘龙，
与云比肩，
任晨霞染天，任晚照留峦，
独览三界之外的九天，
去玩味世间热闹的冷暖
和人间跌宕的悲欢，
去回味过客途中凄风苦雨的辛酸，
去品味过客之后荡尽凡情的超然。

一切都是过程，结果都是必然。

正如此时，
秋渐深，
天已寒，
轻罗薄，
请添衣加棉。

让殷殷秋雨，
为你诵一曲吉祥咒，
让悠悠秋风，
为你吟一赋菩萨蛮，
让片片秋叶，
为你撑起一柄平安伞。

祝秋安！
旅客服务保障部 王巧

一
片
落
黄
叶
，便
知
人
间
秋
！

海上日出海上日出

安全质量监查部 田南阳 摄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他
可能是你的父母、老师、朋友。但我
心中的英雄是一群人，他们就是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9月27日，我所在的党支部组织
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共同学习党史，
其中有一段就是学习抗美援朝精神，
重读魏巍先生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初读这篇文章时，我上初中，当
时只知道这些志愿军战士为了新中
国的安定和安全抛头颅、洒热血，没
有那种思想上、本质上的共鸣和震
撼。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幸福和平的
时代，缺乏对那个时代的感同身受。

重读这篇文章，我已是而立之
年。通过平日学习党史的积累，我
深刻体会到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
废待兴之际，面对战火烧到家门口

的危机，中国领导人果断出兵抗美
援朝的胆识与气魄；感受到了一批
批志愿军战士前仆后继奔赴战场的
英勇气概。

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这一
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谱写了惊天
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他们的血
性，让敌人胆寒；他们的壮举，令天
地动容；他们的精神，让我们永远铭
记。这些最可爱的人，用生命换来
今天的和平与发展。

我们生长在红旗下，沐浴在党
恩里，但时刻也不能忘记幸福生活
是如何来的。在此，对我们的先辈
英烈们说一声谢谢：此盛世，如你所
愿！你们不仅是我心中的英雄，还
必将被我们永远铭记。

机务保障部赵新宇

谁是最可爱的人

机务保障部机务保障部 刘晓飞刘晓飞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