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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新中国同行

□邓丽星

多年前，回家的路是漫长的。每次回
去，几乎都得提前一个月做心理准备，如
同要出很远的门，提劲、上心。

其实，家离得并不远：从濮阳到长葛，
不足 300 公里。但在那交通不便的年月
里，回家一趟真不容易啊——濮阳没火
车，出门只能坐汽车。

记得 30年前，我刚到濮阳当教师时，
连坐汽车也不方便。参加工作第一年春
节回家，是和几个同事一起走的。我们先
坐汽车到安阳，再从安阳转火车到郑州。
我从郑州坐长途车到长葛，再从长葛坐车
回乡下的家。一路上，要转四五次车。

而且那时，从濮阳到安阳的长途汽
车，一天只有一趟。天不亮我就得背着大
包小包走到等车地点，晃荡着坐三个多小
时车到安阳。到安阳后，经常要排很久的
队才能买到火车票。而且买到的票，十有
八九还是站票。

站台上，一个个车门口前都排着好几
列队，人挤得满满的。开车时间要到了，
门口还挤着一堆人。更要命的是，车厢里
的人也满满当当，根本看不到能站人的空

隙。有一次，一个同事急了，从车窗翻了
进去。我们赶紧里应外合把行李一件一
件扔进去，剩下的几个男同事也从车窗跳
进去了，我怎么也跳不进去，只好七挤八
挤地上了车，车开了十几里地才挤到了他
们身边。

拥挤的火车上，转个头都不容易。站
着挤着，好不容易熬到下火车，坐汽车时
又是勉强才挤上，仍是没座位。每次到长
葛下车时，我的脚几乎都肿着。记得有一
次，从早上五点开始坐车，晚上九点多才
到县城。没有了去乡下的车，我只好在旅
馆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才回到家。

同样，从家返回濮阳也一样困难：一
大早起来，到晚上才能走到油田总站。我
只能在附近的旅馆住一晚上，第二天再坐
车回单位。

上班前几年每次回家，我都是这么走
过的。每一次，感觉整个人被揭了一层皮
一样难受；每一次，想想这样漫长的回家
路，我都想打退堂鼓。可家里有着我的牵
挂，又让我不得不一次次这样拥挤着，奔
波着……

再后来，总觉得从安阳走转得远了，
就开始直接从郑州出发。不过，濮阳到郑

州得六七个小时，一天仍到不了家。偶
尔，还会从开封走，一路都是坐汽车，不是
高速，路也不好，一路颠簸下来，有时仿佛
坐在船上晃，坐得人又累又晕。我儿子小
的时候，我只带着他回过一次家。那一
次，儿子难受得几乎哭了一路、吐了一路，
而我也抱他抱得胳膊酸疼、麻木了一路。
到家后，儿子哭着说“再也不回姥姥家”
时，我母亲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

那时候，我常想，不到 300公里的路，
怎么会让人心累得如同爬山般艰难啊？
此后多年，我再也没有回过家。每年春
节，我都是心回到了家，思念回到了家，身
体却待在了濮阳。

那时候，我少不了发自内心地埋怨，
濮阳这个地方太偏僻，交通太不发达，什
么时候才会有高速公路，什么时候才能有
火车呢？

一晃30年。如今的濮阳，到郑州有了
高速，到开封也有了高速。回家，走郑州
走开封甚至走鹤壁都行，所用的时间，比
以前节省了一多半儿。这节省的时间，让
路变得也越来越短了，一天就能轻松到
家。如果是自己开车，一天还能打一个来
回呢！

如今的濮阳，不仅有了高速，有了火
车，高铁站也在建设中。越来越方便的出
行，不仅让回家的路变得越来越短了，而
且心想回去时，就能带着身体一同回去，
再也不用思念成河了……

窥一斑而知全豹。出行的方便，只是
祖国飞速发展的一个方面。作为时代的见
证人，我深切感受到了祖国的发展变化带
给人民的益处。我相信，随着国家的强盛，
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方便，幸福指数也会
越来越高。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奕昕

在郑州公交四公司，调度员李建国是几个叫“建国”
和“国庆”的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生于1977年 11月 6
日。说起自己名字的由来，他笑着说：“这也算是一个家
谱的延续。”

李建国出生在林州市五龙镇。他爷爷是一名共产
党员，领着村里的人在红旗渠上奋战过多年。“我爷爷一
辈子感念共产党的恩情，所以就把我们兄弟定为‘国’字
辈，分别取名建国、卫国和治国。”

2004年，经历了开专车、大货车的李建国进入郑州
公交公司，成为114路公交的一名车长。

大个子、帅气的李建国，在线路上以热情的服务、尽
心的工作态度，得到了乘客的认可。从公交公司留存的
感谢信可以看到，一些114路的老乘客对这个总是笑呵
呵、有着一双大长腿的“帅车长”赞赏有加。而李建国却
说：“那些年逢年过节，总有老乘客在站牌下等着给我送
吃的。特别是有个腿脚不好的王大妈，我也就是每次看
到她坐车时上前扶扶她、帮她拿拿东西，可她一连好几年
中秋节都在站牌下等着给我月饼吃。老人家的月饼，是
我吃过最甜的！”

从未旷工、早退过，一连数年月月是“五星车长”，还
是总公司的劳模。在建党、建军、国庆等节日，李建国还
总会把自己的车厢布置成红色主题车厢；平时，国旗、党
徽、雷锋画像，是他那辆车的主题元素。每当有乘客问他
是不是特别喜欢红色时，他总是骄傲地说：“我是党员，名
叫建国。我出生在红色家庭里，受着红色教育，红色是国
旗的颜色，也是我最爱的颜色。”

2017年 10月，李建国被任命为114路等三条公交
线路的调度员，每天至少要对49对车进行调度。岗位换
了，工作劲头更足。不到两年时间，他先后获得总公司

“先进生产标兵”“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荣誉带来的是更大的责任感。每辆车的准点发车、

安全行驶，每位乘客的合理需求都需要调度员去督促、检
查、协调……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我觉得有意义。”

东北汉子王国庆，生于1978年 10月 8日。作为家
中唯一的男孩，他的出生给一个普通农家带来了喜悦。

“我出生时，做生意的爸妈看着他店里还插着很多国旗，
直接就给我起了国庆这个名字。”

2001年，王国庆进入郑州公交公司，两年后成为42
路公交车的车长。“这条路上哪个站点人多、哪个地方车
多、哪个转弯需要注意……这些都深深地印在我脑海
里。”

岁月流逝，王国庆驾驶的车型也从“老重庆”到柴油
双层，再到现在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十几年的驾驶
生涯中，他的“座驾”换了6辆，舒适度越来越高。“我应该
是从出生就赶上了好时候，而且越来越好。”作为一名老
司机，王国庆深知车辆的设备安全对乘客来说是多么重
要。每天早上6点前，他都会提前赶到公司，认真检查、
保养车辆。良好的驾驶习惯，高度的安全意识，也让他的

“座驾”一次次成为“红旗品牌车”。
“干我们这一行，越是大家要休息时，我们越忙碌。”

十几年前，王国庆的女儿提了一个愿望：希望爸爸能带她
出去旅游一次。但时至今日，这个愿望仍未实现。

“有时候感觉挺亏欠孩子的。”王国庆愧疚地说，“不
过现在孩子大了，理解我作为一名公交车长的不容易。
每天夜晚我回到家，她经常会偎过来给我揉揉肩、按按
摩，我挺开心的。”

王国庆目前当车长的42路，是郑州公交从百脑汇
到东建材的一条线路，不算长，但每次车每天需要4个
回来，一趟约两个小时。每班夜车，他都得晚上 11点
左右才能回到家，吃饭、洗漱……“我挺喜欢我的工
作。因为每天都能驾驶着公交车，看看越来越好的省
会郑州。”

1982年6月12日出生的马建国，是公交四公司里最
小的“建国”。家在新郑的他，现是公司车队支援航空港
区的一条专线车长。别看他2014年才放弃私人营运来
到公司，却已多次获得了公司“先进生产者”的荣誉称号。

说起自己这个名字，马建国说，这是他今年90岁的
爷爷为他起的。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人家，常在马建国耳
畔絮叨：“过去的日子过得苦哇，哪像现在啥都不缺！”

马建国听爷爷说，他出生时，家里的小日子越过越红
火。爷爷看到刚出生的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用粗糙
的大手轻抚着他的小脚丫，对马建国的父母说：“这小子
就叫建国吧。希望他能健康快乐地成长，长大以后为国
家多做贡献，把咱们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好。”

2003年，刚过20岁的马建国在一次意外中手臂受重
伤，失血过多住进医院后，是邻居主动为他献了血。为此，
马建国深受感动，当年就踏入了每年义务献血的行列。

2014年，马建国还在献血车上捐献了造血干细胞，并
在郑州红十字血液中心长期保留。前不久，刚满37岁的马
建国又一次去义务献血。当问起他从第一次献血到现在，
共献了多少血量时，他笑着说：“谁记这个数字啊，不过我
能确定的是，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会一直献下去。”1

□耿成竹

人常说，居家过日子。有了家，才能
像模像样过日子。家是啥？当然得先有
房子——居者有其屋。

1975年，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劳动，
1978年招工进城，1987年成家时，属于晚
婚一族，那时叫“大龄青年”。我在国有企
业工作，厂里分配给了我20平方米的简易
住房当婚房，虽说房间里没有自来水和卫
生间，但在当年，已是非常好的婚房了。
比起上一代，我有着幸福感：我的父母是
上世纪50年代结婚的，那时他们就在朋友

家里铺了一张床结的婚。
我婚后的第二年，孩子出生了，厂里

又给我换了一套一室一厅、设施比较齐全
的住房，离幼儿园、医院都很近。我们把
房子装修一新，还定做了家具，准备长久
居住。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现代化建
设的大力发展，我们厂的经济效益一天
比一天好，厂里也不断改善职工居住条
件，一栋栋住宅楼拔地而起。5 年后，按
照工龄，我获得了一次排队选房的机会，
换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房屋质量和
周围环境都很好，离小学又比较近，这是

我婚后第二次搬家。
又过 10年，在我孩子上中学期间，房

改开始，我家只花了几万元就买了一套80
平方米的学区房，家里宽敞多了，大超市和
职工医院也在附近。家的南面还有水光潋
滟的人工湖，湖心有八角亭台，湖上有九曲
小桥，湖边杨柳依依，翠竹潇潇。更难得的
是，旁边还有老年活动中心和老年大学，这
儿，真的很适宜养老居住。搬进这套房子
时，我丈夫十分欣慰地说：“这下算是我们
定居了，一生住在这里都满足！”

孩子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就业，租房
子住。我们夫妇努力工作，日积月累攒的
那点儿钱，虽说不够全款买房，但国家政
策好，银行可以借钱给我们，且利息较
低。首付三分之一，然后分月支付，这叫
按揭贷款，最高可以贷30年。我们一咬牙
一跺脚，就在省城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
房，从此，我的孩子可以安居乐业了。

我和丈夫退休后，卖掉了老家的房子，
把户口迁到了省城，一家人再次团聚了。

在省城生活真方便啊！楼下有大超
市、大饭店，24小时便利店和鞋帽服装店，

还有社区医院；周围有好几家银行，公交
车也四通八达，地铁站很快就要建到我家
门口了呢。

平时，若不想出门，足不出户也能要
啥有啥——在手机上一点，快递、外卖
都可以送上门来。我们大院里还有智
能小超市，用手机一扫，在显示屏上一
点，“咕咚”一下，想要的东西就掉出来
了，好神奇哦！

来省城买房定居，这是我们原来做梦
都没有想到的。

我们家四次搬迁，一次比一次好，居住
条件和生活质量，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我们全家人的获得感、幸福感油然而生。

可以说，我的家庭是中国千千万万个
普通家庭的一个缩影。我们家各方面条
件的不断改善，靠的是国家经济的蓬勃
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实惠，俗话说：

“锅里有，碗里才有。”正如歌中所唱：“家
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了强的国，才
有富的家……”

伟 大 的 祖 国 啊 ，我 由 衷 地 为 您 点
赞！8

□吉项鱼

1943 年，我母亲 9岁。听她说，那年
我们这里遭旱灾，地里的庄稼都绝收了。
逃荒要饭的人从西边过来，一路上成群结
队，穿得破烂不堪，浑身脏兮兮的。

有一天，我外婆带着我母亲在路边卖
水，烧了一瓦罐儿开水。母亲饿了，外婆
就脱下身上一件淡青色的外衣，换来一个
白馍馍。母亲把白馍馍拿到手，正要往嘴
里塞时，却被一个乞丐的脏手飞快地抢走
了。母亲坐在地上大哭，一旁的人吵嚷着
要从乞丐手里夺回来时，外婆瞅了瞅那个
乞丐狼吞虎咽的样子，叹息一声，从地上
拉起母亲说：“算了，也是个可怜人，饿得
不行了才来抢的。让他吃了，就当咱行善
积德了。”母亲听了外婆的话，不哭了。

1961年 9月，母亲生第一个孩子时，
住在灵宝县医院。因为当时我父亲在部
队，我奶奶在伯父家看娃儿，都来不了，母
亲就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母亲说，那时的
生活都很困难，虽然奶奶托人捎来了一些
钱和粮票，但医院里的伙食就是一顿两个
小馍，一碗稀面汤。母亲吃完了小馍喝完
了汤，还是饿得心头发慌。

我姐姐生下来时，又黑又瘦还爱哭。
母亲心里烦躁，医生说不让着凉，而母亲
饿得心里发急，就打开了窗子，让风吹进
来，觉得很舒服，却不想把自己给吹感冒
了，只得多住了几天院。

出院时，奶奶托人捎信儿让我外公把
母亲接回娘家去，外公就赶着毛驴车，车
上铺着褥子来了。母亲抱着姐姐一路三
四十里颠簸，都没有换胳膊，终于回到了
娘家。不过，在娘家还是吃不饱，母亲
说，那时候吃的都是玉米面馍、红薯面
馍，只吃到一回白馍馍，还是外婆专门为
她蒸的。后来，母亲回到了我们家，吃的
仍是玉米面馍和红薯面馍。只有在逢年
过节时，才会吃上一顿白色的小麦面馍
馍……

1982 年分田到户时，我家分到了 20
多亩地。母亲的干劲可大了，春种秋收，
忙得不亦乐乎，第二年小麦就收了满满几
大囤。终于可以吃到新鲜的麦子面儿了，
母亲又是蒸馍，又是烙煎饼，还常常炸油
条。我记得母亲手里拿着白白胖胖的馍
馍，常笑眯眯地说：“这下子就不再熬煎吃
不饱了。吃白馍馍，心里就是美气。”

那几年，庄稼收成一直很好，母亲就

变换着花样吃馍馍。春天有了韭菜，就蒸
韭菜包子或者菜卷儿；夏天地里有了灰灰
菜，就蒸菜馍；秋天柿子熟了，她就蒸柿子
馍……馍，在我母亲手里变换着花样儿，
她的心里也乐开了花。

1992 年春天，母亲还种了三亩苹果
树。随着果园的收入越来越好，母亲不仅
天天吃上了白馍，还隔三差五吃上了肉。
母亲最喜欢吃自己用老酱做的酱肉了。
她把热气腾腾的酱肉夹入刚蒸好的白馍
馍，吃得香，吃得过瘾。

2003 年秋天，母亲跟着我住进县城

后，还是喜欢蒸馍馍，变着花样儿蒸。后
来，白馍吃腻了，就吃玉米面黄馍馍、红薯
面黑馍馍、荞麦面馍馍、高粱面馍馍。吃
着吃着，母亲自己都觉得好笑：“咋又拐回
去了呢？原来总是盼望着吃白馍馍，现在
日子越来越好了，咋又不想吃白馍馍了
呢？”

母亲没有啥文化，也不会说大道理。
但在她 2017 年离世前，常喜滋滋地跟人
说：“我这辈子的后半截儿，很知足呢。日
子美美的，想吃啥馍就吃啥馍，很享福
哩！”8

我叫建国，
我叫国庆，
我骄傲……

他们早上 5点前起床，风雨无阻地开始
一天的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们要么是
先进个人，要么是生产标兵……

回家的路

我家的房子

母亲手里的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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