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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六一逛特区

♥陈阿莉

老照片

日光岩合影。
（前排右一为
作者）

“静音”守护神

食尚

♥康清艺

那一碗麦糊香
朋友邀约外出就餐，等候之余，店老
板及几个伙计和我拉起了家常。不经意
间，我瞅到隔壁餐桌上放着一锅似曾相识
的麦糊稀饭。凑近后我拿起饭勺往锅里
搅拌了几下，浓稠的麦糊里漂着些许地
瓜，锅里飘出的麦糊香，一下子勾连起我
儿时的记忆。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看到还有人煮
这种麦糊稀饭，倒是别有一番风味，而儿
时的感受却截然相反。我家在翔安洪前
村，上世纪 70 年代，经济条件不好，人口又
多，最多时共有 13 口人，算得上是村里的
“大户人家”。那时粮食少，如果煮顿麦糊
稀饭，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不知为何，我特别不喜欢吃麦糊稀
饭。我在家排行老幺，母亲对我格外疼
爱。每次要煮麦糊稀饭时，母亲总会单独
淘点米，装填在平时捡拾起来只留一个小
口的鸡蛋壳里，用纱布包好后放到麦糊里
一起煮，煮好后再把“鸡蛋饭”捞出来给我
吃。因为偶尔会有这种特殊待遇，哥哥姐
姐总会开玩笑说“母亲偏心”，那时母亲总
会爱怜而无奈地辩解：
“自古以来，公嬷疼
长孙，爸妈疼小儿，千古不变，为人父母之
后都会这样。”确实，在那缺衣少穿的年
代，父母把我们这一大帮子女拉扯大，实
属不易。
看着这锅麦糊稀饭，儿时的生活场景
瞬间涌入脑海。我瞬间有种冲动，回去我
也要煮一锅麦糊稀饭，按照母亲当年的老
方法煮几个
“鸡蛋饭”
给母亲吃。
老板看我颇有兴致，当即送了我一包
煮麦糊稀饭用的麦粉（小麦磨成的粉）。
他还给我传授小窍门，预先取适量麦粉用
凉水泡好，待高压锅煮好地瓜后，将泡好
的麦粉调成糊状，慢慢倒进去，要边倒边
搅拌，避免结成麦团，待水再次煮开，一锅
香喷喷的麦糊稀饭就大功告成了。听了
老板的指点，我真想立刻就飞回去煮上一
锅麦糊稀饭，
让父母也尝尝熟悉的味道。
俗话说，父母在，人生方知来处；父母
不在，
人生就只有归途。珍惜当下，
孝敬好
父母，
你养我长大，
我陪你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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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军卫士
到海豚卫士

♥吴剑锋

“轰——”一阵货车启动的声音传来，
仿佛给寂静的夜开了一道喧嚣的口子。
刚到施工现场的他们快步迎了上去。此
时，这辆货车正在装载挖掘机准备离场。
“停下！”他一边喊着，一边用手势制
止司机继续开动车子。看到穿着蓝色制
服的城管执法人员，货车司机把车钥匙旋
转到停止位置，声音随之消失。此时的他
和司机四目相对。他上前，耐心劝导司
机：
“ 晚上十点了，您现在动，声音肯定要
超标，这样可不行哦！”
司机面露难色，无可奈何地笑着：
“可
是，这条路，白天走不了。”
“ 白天走不了，
那得十点前离开，十点后噪声扰民肯定不
行！”他耐心地说明着，甚至还给司机出了
“ 点 子 ”—— 晚 上 十 点 前 离 开 就 不 违 规
了。司机笑着点头应允，一场噪声污染被
遏制在
“摇篮”
里。
关上车门，他们继续前往下一个突击
检查点。此时，两辆混凝土搅拌车正“轰
隆隆”地欢叫着。他叮嘱第三方专业技术
人员打开噪声测试仪。现场的施工人员
相互使眼色，打起了马虎眼：
“已经是施工
尾声了，没有违规，我们马上停！”此时，他
的神情严肃起来：
“已经 11 点 23 分了，你们
的施工现场离居民区多远？这么晚施工，
孩子们怎么睡觉？”第三方专业技术人员
对现场作业进行噪声测试并在检查记录
本上记录着，
“背景值 53.5 分贝，测量结果
61 分贝。”在测试结果面前，施工人员低下
了头。他一边开罚单和整改通知书，一边
苦口婆心地对施工人员进行教育：
“ 中考
高考对每个家庭、每个孩子来说都非常重
要。你们自己也经历过中高考，应该可以
理解这种心情。作为企业，也要有社会责
任感和使命感，要经济效益，也要社会效
益，您说对不对？”一席话让施工人员红了
脸……
此时的鹭岛已经进入夜的状态，居民
也开启了入睡的程序。然而，对城市执法
人员来说，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白天上班，晚上突击检查噪声污染是他们
当前的工作常态。为给考生一个安静的
环境，他们严格按照厦门市发布的“限噪
令”，中高考考试期间，市区两级城管执法
部门将对考点周边进行不间断巡查，为孩
子们顺利完成中高考保驾护航。
忘不了，
每年中高考期间他们的背影：
烈日炎炎下，
他们在各个路口引导车辆文明
行车，不鸣喇叭；他们 24 小时奔走在小区、
工地等噪声污染的巡查一线……一切的一
切，
只为给孩子们一个安静的学习和睡眠环
境。按下静音键，
安心来考试，
城管执法人
员是孩子们的
“静音”
守护神。

我的退役故事 征文
选登

♥许 静

鳌园合影。（后排右一为作者）
前几天，30 多年前教过的学生突然
给 我 发 来 两 张 老 照 片 ，瞬 间 让 我 回 到
1984 年的“六一”儿童节。那是我第一次
带学生从长泰来厦门旅游。很多孩子都
是第一次出远门，
来经济特区开眼界。
1984 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我任教
的班级成绩综合评分全学区第一，同时还
被学校评为优秀班级。开心之余，我们向
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带领孩子们到
厦门经济特区一日游，观光学习。获得批
准后，大家别提有多开心了！这可是全学
区首次外出观光学习。
一切相关事宜、安全事项准备妥当，
我们定在儿童节出行。一大清早，东方刚
露鱼肚白，我便匆匆赶往学校。从长泰岩
溪镇到集美有 80 多公里，50 多公里都是

山区土路，
我们必须
“笨鸟先飞”
。
七点前，29 位同学在家长的护送下
陆续到齐，检查好随身带的干粮、开水等
必需品后，在家长的千叮咛万嘱咐下依次
登车。同行的除了科任老师，陈金山校长
亲自带队，我也是首次到心仪已久的集
美，
自是兴奋不已，
更知任重而道远。
汽车满载着欢声笑语，一路翻山越
岭，在九点前到达集美鳌园。孩子们一个
个像出笼的小鸟雀跃下车。列队进入鳌
园，参观鳌园游廊两侧精美石雕上镌刻的
中华经典故事。我们一行人缓缓来到陈
嘉庚先生陵寝前，听讲解员讲述嘉庚先生
伟大的一生，感受他那崇高的爱国主义精
神。
当我们进岛来到轮渡码头，准备坐

集美红色记忆

征文征图选登

投稿邮箱:zfk@xmrb.com

集美区委宣传部 集美区融媒体中心

“红斗笠”
下的赤子之心
多年前，初到厦门，印象最深的是
苦。1940 年，他率领侨团返国慰劳考
集美学村和厦大那些闽南式屋顶、西洋
察，听闻多地遭旱灾后，
“ 终夜不能成
式屋身，洋墙红瓦独具特色的建筑群。 寐，忧怀莫可言喻。”沿路无复降雨就心
后来方知，原来那就是著名的“穿西装
中挂虑不释，直到“近晚到宜川县。入
戴斗笠”嘉庚风格建筑。百年来，
“红斗
晚大雨淋漓，终夜不息，余欣快自不待
笠”栉风沐雨、经霜饮露，成为东南海岸
言。”因此，当他在重庆看到国民党政府
线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腐败奢靡，高官与民争利，上下徇私舞
嘉庚建筑是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
弊，各处“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
生汲取中西文化、
倾注满腔心血的结晶， 事”，
“ 绝无一项稍感满意。”
“ 至延安视
它们所承载的，是一颗火热通透的爱国
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
报国赤子之心。陈嘉庚先生十七岁下南
朴 ，忠 勇 奉 公 ，务 以 利 民 福 国 为 前 提
洋随父从商，千辛万苦几经浮沉终有所
……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
获。他目睹清朝衰败、
军阀混战、
外敌入
神驰，
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侵，
内忧外患下
“国弱民贫”
“祖国遭此有
为了兴学、报国，陈嘉庚先生散尽
史以来未曾有之危险”，身在海外、心忧
家产，以极盛时期“总资产逾一千二百
故土，
“念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
，
呕心
万元”之巨，自己却艰苦朴素，自奉菲
沥血兴学报国，历尽艰险率领南洋侨界
薄，用旧床旧书桌，衣裤鞋袜打补丁。
筹款救国，
参与抗日运动。
“我之个人家费，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
红是希望、是温暖，如黑暗中的星
水足以抵过。”
“ 所以如此者，盖以个人
光、寒夜里的焰火。陈嘉庚先生的红心
少费一文，即为吾家多储一文，亦即为
既注满了国之安危，也沉淀着民之疾
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之兴学，此

爸爸来自农村，他能带着我和妈妈
在上海扎下根，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爸
爸常说，农村日子苦，很多人为了谋生，上
几年学，认识几个字，就出去打工，培养个
大学生特别不容易，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
生。爸爸的学费都是爷爷奶奶卖粮积攒
起来的，养猪养羊挣来的，他常常念叨父
母的养育之恩不可忘。老家有人来，带些
土特产。爸爸抓着来人的手，问长问短，
眼神里充满对家乡热切的思念。
等我长大一些，爸爸便张罗着回老
家。有一年放寒假快过年了，我们跟着爸
爸回老家。那是北方的一个小村子，正是
隆冬时节，汽车奔驰在公路上，爸爸用手
指着窗外，眉飞色舞地给我们介绍家乡的
山山水水，嘴里一个劲地念叨着：
“ 快到
了，快到了。”
“岂无父母在高堂，也有亲情
满故乡”，爸爸几年没回来了，一路上情绪
高涨，马上要跟家人团聚的喜悦心情溢于
言表。
但是，我感到爸爸的家乡好荒凉 。
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大地裸露出黄褐
色的胸膛，就像一个穿不起衣服的穷汉；

情网

拖了很久的一个小手术，终于到了拖
不起的状况，经过一系列检查，来来回回折
腾了许多次，
半个月前办理了预住院。
5 月 18 日，接到医院打来电话，各项
结果出来了，可以准备手术了，日期就定在
5 月 20 日。所以，当很多妹子沉浸在 5·20
的兴奋中，
我却在医院遭受惶恐与痛苦。
医院通知 18 日下午要去做核酸检测，
而且住院病人必须做鼻拭子检测，这令我
甚为紧张。我还从来没做过呢。当长长的
棉签插进鼻孔的那一刻，我本能地躲了一
下，医生早已司空见惯，扯着嗓子说了句
“你别躲呀！”我只好乖乖凑上前，还好，痛
苦只在一瞬间。
19 日正式办理住院，又是一系列检
查。下午等报告，一切正常，就等着第二天
手术了。
20 日早上七点多，医生为我做好术前
的消毒，然后回病房换上病号服，等待手术
车 来 接 我 。 九 点 半 ，终 于 等 来 接 我 的 护
工。护工要推我到另一栋楼去做手术。躺
上手术车，护工推着我前行，老公在后面追

♥赵晏宁

回老家
沟渠里枯黄色的野草随着寒风一圈一圈
地打旋；干枯的树杈孤零零地顶着个老鸹
窝。天地间没有一点绿色，没有一点生
机。哪像上海啊，即使冬天，到处也都是
绿油油的景色。
老家的亲戚对我们很热情，特别是
爷 爷 奶 奶 ，拉 着 我 的 手 ，看 了 一 遍 又 一
遍。家里人真是把我们当成了客人，十几
口人都围着我们转，饭菜也很丰盛，即使
是早饭，也要炒上几个菜。但是，我不喜
欢爸爸的老家，生活太不方便了，家里没
有暖气，厕所用的是旱厕。更无奈的是，
这里没什么好玩的，也没有我熟悉的小伙
伴。
新鲜劲一过，我就吵闹着要回去，爸
爸拼命安抚我，奶奶也拿出各种好吃的零
食哄我。但是我越来越无聊，越来越烦

亲历

船去鼓浪屿时，已近中午。渡轮随着海浪
起伏涌动，孩子们抓紧围栏，兴奋不已。
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看大海，看海鸥飞翔
……当大家拾阶登上日光岩顶，情不自禁
挥动双手高呼：
“ 大海，我来了……”在日
光岩阶梯上，我们定格住第一次游览琴岛
旖旎风光的雀跃与欣喜。
下了日光岩，我们又直奔厦门大学
和胡里山炮台。午后的厦大校园凉爽静
谧，孩子们叽叽喳喳，饱览南方最美大学
的秀丽风光。我相信，此行还为不少孩子
悄悄种下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厦大、也来
建设特区的梦想！
当我们从胡里山炮台出来，已近黄
昏，于是我们一路欢声笑语，满载而归，真
是一次快乐的鹭岛行。

♥月影

一场难忘的小手术
随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算是真正的病人
了。躺在推车上，只听护工一路拉着嗓门
喊：让一下，让一下！然后进电梯，出电梯，
上坡下坡。颠簸中，我望着身后一路倒退
的人和物，意识有点轻微模糊，仿佛自己是
个危重病人似的。
我被推进了手术室，陪护的老公被阻
挡在外。手术做的是全麻，在我还清醒时，
医生与我核对身份信息，然后将我抬到手
术台上。虽说是全麻，术中不会有知觉，但
当我躺上手术台的那一刻，望着头顶冰冷
的手术灯，听着各种手术器械叮当响，我还
是不由自主地战栗起来，心里害怕极了。
医生给我输液，应该是麻药。有人在我身
边柔声安慰我，
渐渐地我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只听身边有人在喊：
醒醒，眼睛睁开！我的意识慢慢清醒过来，
能听见身边的说话声，却没有半分力气，我

厦门日报社

联合主办

♥三 度

余之本意。”如今，厦大、集大两校均已
百年，莘莘学子散如满天星，而祖国早
已将
“积贫积弱”
的帽子扔进太平洋。
陈嘉庚先生著有《南侨回忆录》，在
陈嘉庚纪念馆里存放着他的手稿。常
人作传，多为垂名，而陈嘉庚先生则不
然。
“个人经历虽不足道，然所见所闻多
属确切事实，有裨社会观感，且使后人
知当祖国抗战时，南洋华侨之工作情
况，庶不致误以为当我国有史以来所未
有之危险期间，海外南洋千万人之华
侨，尚坦然置之度外而忘其祖国也。”他
忠实于心的记述，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
史料和丰富的遗产。
斯人已故去，鳌园泽后人。中华幸
有嘉庚，厦门幸有嘉庚。习近平总书记
赞誉厦门是高素质高颜值之城。
“ 华侨
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便是高素
质的典范，
“红斗笠”下的嘉庚建筑即是
高颜值的体现，那是鲜艳的红色旗帜，
引领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躁，吵闹得也越来越厉害。爸爸失去了耐
心，开始低吼着嗓子威胁我，因为有妈妈
在，爸爸又不敢打我。被我闹得实在没办
法了，还没过完年，我们一家三口就回上
海了。车子开动的时候，我看奶奶一脸的
无奈和遗憾。
以后每逢过春节，爸爸都会面临着
一个难题：一方面想念家乡的爷爷奶奶，
一方面又很难动员我，搞得爸爸好几个春
节都没回老家。平时他因为工作忙又没
时间回去，因此他愈加思念老家的亲人。
有一年，我们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回去了。
快到家的路上，叔叔突然打电话来，说是
爷爷晕倒了。我们急着往家赶，刚到家，
就听参加抢救的医生说，爷爷是心脏病突
发，救不过来了。爸爸号啕大哭，心中的
后悔和自责从撕心裂肺的哭声中宣泄出
来。
直到这一刻，我才终于明白了，爸爸
的根在家乡，爸爸的魂在家乡，家乡还有
许多爸爸没有报答完的恩情。爸爸，抱
歉，是我的不懂事让你留下难以弥补的遗
憾。我们以后常回老家看看。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国宝，是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它在厦门海域的数量已不
足 100 头，极其珍贵。为保护这一珍稀物
种，厦门市政府投资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海
豚救护繁育基地，这些年来上至联合国官
员，下至中小学生，每年有无数嘉宾上岛
参观学习。
这个基地的建设，离不开这样一个
人辛勤的汗水和努力的付出。他就是我
的同事——白海豚保护区资源管护科科
长刘伟。
毕业于海军勤务学院的刘伟，学的是
军港工程，指挥了二十年的工程船，打了
数不清的山洞。转业时，他选择到海洋保
护区工作，刚一到地方，便遇到海豚基地
项目建设立项，于是，军港工程科班出身
的刘伟成为不二人选，走马上任负责基地
建设。
海豚基地选址在厦门西海域最大的
无居民海岛火烧屿西南端，工程包括围湖
造地形成陆域面积 1911 平方米，护岸总
长 83 米，主要建筑物为新建两座海豚馆，
同时建设繁育池、康复池及维生系统等配
套设施。工程虽小，却是块难啃的骨头！
无居民海岛不适合人类居住，时有时无的
供水，说跳闸就跳闸的供电系统，还有那
闷热的气候、疯狂的蚊虫、没有信号的通
话网络……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这在
施工困难面前还是小巫见大巫。
工程从一开工，技术难题便接踵而
至。施工队伍没有海岛建设经验，大型机
械上不了岛，稍大一些的运泥船也靠不了
岸；最难的是毫无先例参考的设计图纸，
就比如水下观察窗的玻璃要在水深 4 米
处承受十几吨水的压力，稍有不慎就会出
大问题。刘伟秉承军人的执着和认真，日
夜钻研，邀请材料力学、结构力学专家，重
新细化方案，跟着工人盯着每一项施工操
作，从水体贯通到水闸改造，从湖底清淤
到管道设置……几个月过去了，难题一件
一件被克服，刘伟终于迎来了基地竣工的
日子！当他透过水下观察窗看着海豚在
清澈的海水中欢快游动时，刘伟自豪地觉
得这是自己这辈子做的最厚的一扇窗，就
如同自己的胸膛一样坚实、透明、敞亮！
但是考验并没有结束！
2016 年 9 月，台风“莫兰蒂”正面袭
击厦门，火烧屿也遭受重创。在岛上带队
防台风的刘伟不等不靠，马不停蹄地投入
到灾后重建工作。由于海岛供电不能及
时恢复，冻库里的海豚饵料眼看要变质腐
烂，一旦救护池里的海豚粪便不能被及时
循环处理，炎热的气温下，12 小时内池水
就会变得浑浊不堪，危及海豚生命。刘伟
当机立断，启用临时发电设备运行维生系
统。但是岛上储备的柴油有限，码头还没
完全修复，运油船近在眼前却无法靠岸，
这可急坏了守岛的同志们！刘伟环顾四
周，找到仅剩的利用工具救生筏，把它抛
进海里，他带领大家利用救生筏少量多次
地从运油船运送柴油上岸。直到四天后
供电恢复，刘伟小分队共运送 28 桶、750
公斤的油料上岛，海豚基地得以正常运
转，两只海豚得救了！守岛的七八条汉
子，后背都晒脱了皮，刘伟也因过度疲劳
和严重中暑，
晕倒在运油途中。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刘伟因表现突出
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优秀公务员，
2016
年更是得到农业农村部授予的全国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海昌卫士奖殊荣。面对荣誉，
刘伟笑得很坦然，他说，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荣耀和成绩总会过去，
要保持初心，
坚
持奋斗，
才能跟上祖国追梦的步伐。
这就是一个老兵从海军卫士到海豚
卫士的故事。我坚信，有着 20 多年军龄
的他一定会成为海洋保护区的中坚力量，
担当起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任，与祖国
母亲一起，
筑梦未来，
扬帆远航！

征文启事
只能微微摇头回应……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醒来。我被
推出了手术室，老公早已焦急不安。十二
点十分。前后两个多小时！又是一阵长途
跋涉，
我被推回了病房。
也许是药劲太大，术后我的反应非常
厉害，一直沉沉昏睡。吃不了任何东西，连
喝水都吐。由于前一晚已禁食，胃里没啥
可吐，吐出来的全是酸水。可是医生交代
要吃药，我不得不逼自己吃东西。就这样
吃了又吐，吐了又吃，来来回回，老公身上
被我弄得满是污秽，
我也着急难受得哭了。
后来，医生为我打了一针，说是对抑
制这种反应很有效。到了下半夜，我觉得
好了很多。21 日早上，我终于可以起床
了 。 上 午 医 生 来 查 房 ，说 下 午 可 以 出 院
了。我如释重负，
终于可以回家了。
原以为只是个简单的小手术，却不想
受了这么多的苦与痛！也心疼这前前后后
花的上万元！平常要是没灾没病的，用来
吃好穿好，不香吗？所以，有个健康的身体
比什么都划算。

一 . 征文内容：紧扣主题，通过
见闻、经历，记录抒写退役军人“退
伍不褪色、
建功新时代”
的故事。
征文以记叙文为主，侧重于征
集退役军人退伍后创新业、立新功
的故事，可以是退役军人讲述亲身
经历和感悟；也可以写战友的故事，
或者记录身边退役军人的故事，展
现他们忠诚奉献、勇于担当、开拓创
新的优秀品质和军人风采。
二 . 征文时间：2021 年 5 月 11 日
至 2021 年 7 月 25 日
三 . 征文要求：扣紧主题，弘扬
主旋律。以记叙文为主，篇幅 800 字
左右为宜，长则不超过 1000 字。题
目 可 自 拟 ，要 求 内 容 真 实 ，情 感 真
挚、语言生动。作品须是署名作者
自己所写、
首发，
严禁抄袭。
四 . 征文邮箱：征文作品请发送
到 邮 箱 csfk@xmrb.com，注 明“ 退 役
军人故事”字样，并留下真实姓名、
地址、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