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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 奋进正当时

红色不老 初心不变

◇刘建/区检察院

◇马悦静/区法院

不负好时光，不负新时代。我们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敢于
担当是我们的责任，奋勇争先是前进的动力。在区委政法委的组
织下，我参加了“历城区政法干部队伍培训班第三期”的学习，
听取了有关专家教授的讲课，最后一天的讲党课活动，由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潘广臣亲自授课，授课形式之丰富，讲课内容之
深入，使人仰之弥高，瞻之弥深，近一周的学习提升，感觉收获
颇丰，意犹未尽。
一是牢记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到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革
命旧址进行参观学习，特别是到习近平总书记知青时期插队落户
的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进行了现场参观学习，接受了深刻的
革命传统教育，深切感受到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立志报国和对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由此使我更加铭记自己在国旗下
那庄严的誓言，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忘初心，对党绝对忠诚，始
终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始终坚定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心和决心，永葆忠于党、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的政治本色。
二是履职尽责，守护公平正义。坚持依法履职、依法用权，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检察干警
应当践行的准则和肩负的责任。在梁家河村，重温总书记七年知
青岁月，学习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大学问，追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头，更加坚定了正确的政治方
向，时刻铭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牢记使命担当。这是千百年
来先贤大师治学、做人的准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
的重要法宝。个人认为治国、治学、做人更应如此。作为守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一员，更应以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牢固
树立依法办案、强化监督的观念，严守权力边界，规范司法行
为，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做一名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公平正
义的守护者。
三是坚守底线，遵守党纪国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难的探索、实践，历尽艰难困苦，把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
合，创造了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
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通过近百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
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自我革命、自我纠错，经过了各种
失败，以胜利走向胜利，能够做到打不垮、打不散、打不倒，
一直深受百姓拥护和爱戴，这与“三大纪律八项规定”这一规
矩意识是分不开的。检察官要讲纪律、守规矩，要珍惜自己作
为检察官的身份和荣誉。这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办案中、生活
上，不断地自我约束、自我净化，坚持原则，坚守底线，保持
定力，抵制各种诱惑，真正做到忠诚、为民、担当、公正、廉
洁。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提升道德境界，自觉抵制歪风邪
气，是每一位检察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古人的经验是完全
可行的，如“吾日三省吾身”，反躬自省、自我批评，经常反
思自身的不足以及办案中存在的问题；做到“心存敬畏，手握
戒尺”，遵纪守法、不触碰底线，珍惜自己的职业身份和前
途，抵制歪风邪气；做到“慎权、慎独、慎微、慎友”，防微
杜渐、不弃微末，工作中注重细节，生活中注意自己的言行，
做到刚正不阿，秉公办案。
回顾党的历史，更加深切感受到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
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这一思想路
线的正确性。在工作中，任何时候必须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积极
探索、大胆尝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
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
思主义科学发展、根深叶茂。

3 月28 日 到4 月2 日 ， 我 参 加 了 区 委 政 法 委 组 织 的
“历城区政法干部队伍培训班第三期”在延安的学
习，与来自全区政法战线的60 名同志们一起，从日复
一日、繁杂忙碌的工作中抽离出来，从四个中心建设
如火如荼的济南，赶到乍暖还寒、热情奔放的黄土高
坡，经历了一番从精神到心灵的全方位的深刻洗礼！
在开班仪式上，我们共诵主席诗词名篇，共唱国
歌，振奋精神，荡涤心灵。我们快速地进入了学习状
态，怀着一颗虔诚敬仰的心，膜拜中共中央在延安的
辉煌十三年，她告诉我们为什么是延安，什么是延安
精神，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在宝塔山上俯瞰延安
城，我开始思索是什么支撑着革命前辈们在这样一个
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如此匮乏的地方奋斗的？在陕甘
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我对为民司法有了更深的认
识。在枣园，我知道了延安窑洞里的马列主义是实事
求是的，是调查研究的，是紧密结合实践的，是符合
中国实际的，更是不断创新完善、与时俱进的。在为
人民服务广场，在四八烈士陵园，我们深刻认知：为
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在杨家岭、延安保育院、王家
坪、纪念馆，我们看到，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战
士、老乡、孩童，面对困难从未放弃，一路前行！在
梁家河，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又一次传承和发
展。
通过在延安的学习，我们就像一节电量已经满格
的电池，随时可以开始放电，我们会以最饱满的热
情，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首先，我们更加坚定
了理想信念。我们的党是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和人民的

选择的，过去我们跟党走，实现了救中国、解放人
民，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现在坚信跟党走，一定
会强起来，美起来。其次，我们更加地敬畏人民，亲
近群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
要力量，我们过去依靠人民战争取得了民族解放的胜
利，依靠发动群众取得了改革开放的硕果，现在还要
依靠群众取得司法工作的新发展。我们会与群众坐到
一起解决问题，绝不会站在对面指手画脚。第三，我
们更加深刻秉持幸福是奋斗来的理念。延安的先辈们
衣服打补丁，粮食不够吃，缺医少药，缺枪少炮，可
是他们从来积极、阳光、蓬勃、坚定，秉持这种信
念，我相信一切困难都是纸老虎！第四，我们更加富
有实干担当、开拓创新的精神，面对新的问题，新的
形势，我们会找到也会创造出有效切实可行的方法，
只有这样，才是马列主义真正地用于了解决我们的实
际问题，才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与党的十九大精神真正学习贯彻落实到了实际工作
中。
当前，历城区正处在爬坡过坎、滚石上山、逆水
行舟的关键时期，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
陡，传承和发展延安精神对我们政法工作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我们做到了“走出去”，在实地学习中
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感悟延安精神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本质属性。同时还要做到“带进来”，积极传
承红色基因，接过红色种子，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紧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为历城区建
设魅力之城、活力之城作出应有的更大的贡献！

五月之歌
◇芙蓉/唐王镇
五月的榴花鲜艳，五月的阳光灿烂，五月的天空飘扬着劳动的旗帜，五月的大地
传颂着青春的故事。
五月里，有劳动的欢畅，有青春的奔放，有节令的芬芳，有母爱的慈祥，有一支
支赞歌在我们的心中唱响！
五月的第一天，是劳动节，我们唱起劳动之歌。劳动，这个闪光的词汇，如汗珠
般晶莹，似草木般质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辛勤的劳动者。我们从小就知道，劳动是
神圣的，如果四体不勤就会五谷不分，好吃懒做就会遭人笑话。我们从小也知道，劳
动是光荣的，我们就是在《劳动最光荣》的歌声中长大，“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
妆，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
难忘那些年月，当布谷鸟深情地歌唱，田野上飘来麦香，父母劳作于田间，挥洒
着汗水，挥舞着镰刀，而我虽然幼小，也跟在父母的身后，顶着烈日，捡着麦穗，割
着猪草……晚霞里，麦垛旁，总会有劳动的歌声在荡漾，我也会跟着母亲轻声地哼
唱：“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
稼，遍地是牛羊……”
劳动创造着生活的幸福，劳动者推动着历史的进步。从远古时代原始的刀耕火
种，到新时代发展的高度文明，都是通过劳动的引领；从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的神
话，到天堑变通途、高峡出平湖的神奇，都闪耀着劳动的光辉；不论是飞溅的钢花，
还是沉甸甸的稻穗，都见证着劳动的艰辛；也不论是平地而起的高楼，还是沙漠上逶
迤的绿洲，都是由辛勤劳动铸就……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一切美好都
要靠劳动来开创！
五月的第四天，是青年节，我们唱起青春之歌。“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
之萌动。”这是对青春的赞美。青春热情奔放，青春激情飞扬，青春献给祖国。一百
年前的五月，一群青年，激情澎拜，热血沸腾，扶大厦之将倾，救民族于危亡，擎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之旗，以青春之我，建青春之中国，唱响了震惊中外的
青春之歌，青春的歌声嘹亮，青春的脚步铿锵，穿越百年犹在中华大地回响。百年风
雨兼程，百年岁月沧桑，爱国之精神代代传扬，爱国之青年牢记责任与担当，胸怀梦
想，发愤图强，为祖国贡献着青春和力量，唱响了一曲曲气势磅礴的青春交响。
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也是梦想最旖旎的季节。青春，因梦想而绚烂，因奋
斗而精彩。一个人不能没有梦想，有了梦想人生才不会苍白。还记得自己的青年时
代，青涩而执狂，曾 怀揣着杨沫厚厚的《青春之歌》，跑到村西那片高高的白杨树
旁，读了一遍又一遍，望着那高而远的蓝天，还有在蓝天上翱翔的大雁，那个时候，
就有了那遥不可及的梦想……
岁月更迭，渐渐改变了我们的容颜，但改变不了我们最初的梦想，只要心中有诗
和远方，我们的灵魂永远是青春的颜色，嘹亮而清澈的青春之歌永远唱响！
五月的第六天，是节令立夏。立夏是告诉我们说，春天渐渐离去，夏日已经开
始。每一次季节的转换都会给我们带来内心的惊喜。节令就是这样，信守着天地的诺
言，呈现着不同的色彩，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它的脚步，在每一个季候交替的路
口稍作徘徊，把自然与生命的意义领悟。当我们还在花团锦簇的春天里迷醉，夏日的
风已吹起一树一树的葳蕤，节令静悄悄走进了浅夏的时光。浅夏五月，农历四月天，
春芳落尽，绿色冉冉，万物并秀，草木茂盛。“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既耕亦已
种，时还读我书”，独坐于窗前，安静地读书，窗外有鸟儿飞来又飞去地啼啭着相
伴，深巷里不时会传来高一声低一声小贩的叫卖。有时也会传来长一声短一声孩童的
笑闹，那一定是妈妈牵着女儿的手在捉柳花吧。夜深一些的时候，还会听到几声淡淡
的蛙鸣，这样静谧的夜晚，那种刻骨的思念又袭在心间……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我们唱起母亲的歌。“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帮你
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啊，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生命中总
有一个人拉着你的手穿过风雨走过黑暗，把你的一生照亮和温暖，总有一首歌听着听
着会让你心碎，让你泪流满面。母亲节到了，献给母亲的歌又在这个五月里唱响。忘
不了以前母亲节这天，我总是高高兴兴地出门，给母亲买回喜欢的礼物，然后，骑上
车子，飞也似的给母亲送回家，母亲总是站在门口迎接着我，帮我把车子推进门里，
哈哈地笑着对我说，咋又花这么多钱……今年，母亲节又到，礼物又已买到，可母亲
却已收不到……
忍不住对母亲的思念，还是回到了老家。没有了母亲的老家，门前很是冷落，只
是那株蔷薇花在院墙下静静地绽放。我看过蔷薇花，就去了后院，后院焕然一新。母
亲离去后，弟弟找人把后院重修，新栽植的杏树上，结下了数枚青杏，南墙下朝阳的
竹子，也青翠如初。我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不敢做过多的停留，因为一停下，就会听
到母亲在叫我。我知道是母亲想我，但确切地说，是我更想念她，在今年的母亲节，
我就唱一首歌献给她，算是送给母亲的礼物。
我怕别人听到，轻轻地关上院门，唱起了那首《妈妈的吻》：遥望家乡的小山
村，小呀小山村，我那可爱的小燕子，可回了家门。女儿有个小小心愿，小小心愿，
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吻干她那思念的泪珠，安抚她那孤独的心，女儿的吻，纯
洁的吻，愿妈妈得欢喜……愿妈妈得欢喜……
唱着唱着，声音越来越小，自己也听不到了，但好像听到母亲在跟我说，你唱
歌，咋哭起来了呢，我想对母亲说，我没哭啊，可我哽哽咽咽着说不出口……
在这个如诗如画的五月，在这草木蓬勃的五月，在这思念如雨的五月，让我们引
吭高歌，同声合唱劳动的赞歌、青春的赞歌和母亲的赞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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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印记
◇傅先河/区检察院
又到母亲节了，自然而然地想起母亲，关于母
亲的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
母亲癸丑年生人，属牛。在我懵懂的印记里，
母亲就像上紧了弦的钟表从没停下过，总见她踮着
一双小脚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碌着。我夜晚起来小
解，会看到母亲在微弱的灯光下飞针走线，有时还
发现母亲把缝衣针在发髻上磨擦几下，用针挑掉煤
油灯芯上的碳灰，油灯会倏地亮一下。每年的大年
三十，母亲都要将我们的衣服缝补得整整齐齐，洗
得干干净净。记得有一年过年，小姐姐哭着闹着要
新衣服：“人家都有俺没有。”母亲眼含泪水安慰
姐姐：“你们姊妹多，实在是顾不过来呀”。
母亲养育了八个孩子，要操持一大家子十余口
人的吃穿用度。听大哥讲，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
大哥到离家十几里的中学就读，那时家里没有钟
表，靠公鸡打鸣来推算时间，交通靠步行。为了不
耽误大哥上早自习，母亲必须早早地起床，为大哥
准备早饭和带走的干粮、咸菜。有时母亲会因推错
时间过早起床，大哥也多次因到校太早，学校未开
大门而可怜巴巴地在校门外等着。有一次因等的时
间过久，大哥坐在校门口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紧随其后的是二哥、三哥、姐姐、我和五弟陆续上
学，母亲二十多年从未间断。
时光的列车飞驰到了二十一世纪，“奔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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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被我们“剥夺”了“种地权”。“下岗”的母
亲依然闲不住，当起了“开荒者”，扛起镐头、镢
头 ，将房前门后堆满碎石瓦块、长满荒草的空闲地
一点点地开垦出来，施上鸡粪、牛粪、猪粪等各种
有机肥，春天满怀希望地种下种子或栽下幼苗，随
后就是浇水、松土、除草等等。即便没什么活，母
亲也待在菜园里观察蔬菜的长势情况，看看有没有
病虫害，神情是那么专注，就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
的将军战前观察研究作战沙盘。为了避免鸡刨、鸟
啄、猪拱，母亲从山上砍来荆棘，围上栅栏，小心
翼翼地侍弄着她的菜园，像照顾婴儿一般。小菜园
里的蔬菜“不负主人不负时光”，争着、比着长，
红的、绿的、青的、黄的、紫的，五彩缤纷，煞是
喜人！母亲最拿手的还是种南瓜，挑选良种、施足
底肥是前提，“掐头”、“减瓜胎”、“压蔓子”
搞好管理是关键，母亲种的南瓜就像长疯了一般，
产量高、质量好，人见人爱。母亲在庭院里也是见
缝插绿，废弃的盆子、罐子、瓶子里都栽种上辣
椒、芫荽啥的，不仅为大家提供了大半年的蔬菜，
也美化了环境，我们回家时也经常满载而归。我调
侃母亲说：“您是开荒种菜的能手，美化造绿的使
者。”只要提起她的小菜园，性格内敛的母亲满脸
的自豪，活脱脱一个得胜将军的模样。
虽然我家不富裕，但母亲总忘不了接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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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有小孩子到我家来玩，母亲总要拿出自己
舍不得吃的好东西让孩子吃；遇到邻居亲戚生病
生灾，母亲也会带上食品去慰问、探望。我们参
加工作后，条件大为改善，经常给她买回好吃
的，母亲依然不舍得享用，而是分给她的孙子辈
和邻居亲戚。母亲去世时，邻居家的娘儿俩哭得
太伤心，不明就里的人误认为是母亲的闺女和孙
子了。母亲在世时，我们都想把她接到城里享享
清福，都被母亲断然拒绝，其实，她是不想给孩
子增添麻烦。我们要回老家时，母亲会提前晒好
被褥，打扫好房间，准备好饭菜。返回时，还要
带上母亲自产的瓜果蔬菜、五谷杂粮。春节时还
要带上母亲亲手做的豆腐、炸的藕合、带鱼，蒸
的包子、馒头。为了让我早晨返程时能吃得饱饱
的、好好的，母亲凌晨三、四点钟就开始忙活。
有一次为了给我包水饺，母亲黑灯瞎火地敲开人
家的大门借韭菜。在老家，我喜欢躺在床上，母
亲隔上一会儿就会走到我的跟前，看看我，见我
睡着时总会拉过被子或毛巾被之类的东西盖在我
身上。此时此刻，我依然装睡，但心底里却涌动
着一股股暖流。
母亲没进过学堂，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但
她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她和父亲竭尽全力供孩子上
学，把孩子培养成了教授、博导、研究生、大学
生。母亲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一辈子务农，一辈子
只和锅碗瓢盆打交道，看似没有什么过人的见识，
但依靠朴素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和
发展，成为高级工程师、医生、教师、公务员，在
各自的领域出类拔萃。我们这个五十多口的大家庭
形成了浓厚的向上向善的家风，成为人们教育孩子
的榜样和津津乐道的话题。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母亲活了八十多岁，一次也没有过过母亲节，
想给母亲过节了，已经没有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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