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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载风雨兼程，70载铸就辉煌。
赞美你，中国！你是无边原野醉人的花

香，你是月亮树下动人的歌唱，你是美丽家园
祥和的目光……

看，巴渝大地上，三代警察尽忠职守，守卫

平安；看，大巴山里，曾经的“背二哥”学会了上
网，让鲜果走出大山；看，偏僻的乡村，从煤油
灯到电灯，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敞亮……赞美
你，中国！愿大地永远安康，麦穗永远金黄。
赞美你，中国！我愿永远紧依着你的心窝。

赞美你，中国
我永远紧依着你的心窝

从我记事起，家乡渝北农
村的照明工具就是以煤油灯为
主。那盏风中摇曳着的瘦瘦的
小油灯，昏黄的芯焰忽明忽暗，
若即若离。我就是在那盏小小
的油灯下，捧着书本一字一句
读书、土生土长的农村娃。

那时候还很小，根本不懂
什么是洋油。读过初小的母亲
自然知道它的来历，她告诉我
灯里的洋油就是煤油，以前是
从外国进口的，所以老人们都
称它为洋油。还有洋火、洋布
等。

那时，条件好的人家会从
供销社买回成品煤油灯，玻璃
的，带有透明的灯罩，可以防
风。中间还有一个小旋扭，转
动起来可以升降灯芯，用来调
节灯焰的大小。

条件差一些的人家那就只
能自制油灯。很简单，找来一
个用完了墨水的空瓶洗净，于
上面放一块剪成圆形的小金属
片，中间打一个小孔，灯芯从中
穿过，这就是油灯了。灯焰大
小要用缝衣针挑动灯芯来控
制，当然是不能防风的。

那时候煤油可是紧俏货，要
凭票供应的，定量又很少，每户
分配到的煤油根本不够一家人
使用。家里只有在做饭和孩子
们做作业时才能点煤油灯，这两
件事之外，则要换成棉油灯。

棉油灯就是在一个小碗盛
些棉籽油，上面放一根粗棉线
（好多根细线合一根）做灯芯。
光亮小，暗得很！有时，风从门
缝吹进来，把灯光吹得一跳一
跳地闪动，灯光就像散落一地
的碎银子。这时正在灯前做针
线的妈妈就会拿起拨灯棒把灯
芯向上拨一拨，拨出一截捻子
后，灯光就会明亮起来。有时
灯捻子上长了灯花，灯焰叭叭
作响，妈妈就会把灯花拨落，灯
光就更加明亮起来。

我清楚地记得家里最早使
用的煤油灯是母亲用一个空墨
水瓶制成的。这种简易、朴素
的自制油灯灯光如豆，看书写
字时必须把头凑近灯前才能看
得清楚，而且冒出的一缕缕黑
烟不仅熏得眼睛痛痒，鼻孔也
黑乎乎的，稍不小心还会燎着
头发或眉毛。后来，父亲实在
看不下去，省吃俭用买回一盏
带有玻璃罩子的煤油灯——罩
子灯。

罩子灯的光线比自制油灯
光线亮了许多。有了这盏灯，
我们天黑写作业就更加方便
了。秋收时节，夜幕降临，满天
星辉，罩子灯被放在堂屋里那
张高大的八仙桌上，跳动的灯
火发出清白的光亮。一家人围
坐在小山似的玉米堆旁剥玉
米。我们学着母亲的样子把外
面那几层老玉米皮撕开蜕下，
只留下最里层的两三张，然后
反方向将它们捋直编织成串，
挂在墙壁、屋梁闪烁的灯光和
晶莹光润的玉米相互辉映，显
得温暖而祥和。

再后来，父亲又用微薄的
工资给家里添置了一盏更为新
奇时尚的煤油灯——马灯。

这是一种可以手提且防风
雨的煤油灯，因骑马夜行时能

挂在马身上而得名。它难得停
留在锅台灶角，大多时间在户
外游走，与居家的罩子灯组成
灯的家族，一个主外、一个主
内，就像是灯中的夫妻。

母亲特别珍爱这盏马灯，
除了我们学习时或者要为乡亲
们赶制新衣、缝补自家人衣服
外，一般不会拿出来使用，更不
会让我们轻易碰触。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心灵
手巧，绣得一手好花，也做得一
手好缝纫。在无数个寂静的夜
晚，家里总会传出母亲踩踏缝
纫机那“嗒嗒嗒”的声音。母亲
将马灯挂得高高的，在灯光的
辉映下，一双巧手轻柔地理着
布料，轻轻扬起的胳膊就像是
在跳舞，朴实安详的脸上泛着
淡淡的金色光芒……

在那个年代，不管是雪花
飞舞的黄昏，还是凄雨菲菲的
暗夜，只要望见窗户里散射出
的灯光，寒冷和孤独就会在瞬
间离我远去。曾记得，在无数
个寒冷冬季的夜晚，我坐在昏
黄摇曳的煤油灯下听长辈讲故
事、做猜谜游戏或是用灵巧的
双手不时在糊满旧报纸的墙壁
上摆出五花八门的手影，惹得
大家哈哈大笑，整个屋子充满
了温暖和幸福。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改
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时，家乡开始有了电灯，一根根
木电杆在村子里竖了起来，细
细的电线牵进木房里，15瓦的
白炽灯泡也安上了。

每到傍晚，我们就盼望着
屋里的灯泡能发出光来，那电
灯的开关拉绳不知被拉断了多
少回。如果在某个月朗星稀的
夜晚，开关被拉下后，房间瞬间
亮了，心也跟着敞亮起来，我们
就高兴地又蹦又跳：“灯亮了！
灯亮了！……”

然而，如此幸福的场景并不
能持续多久。有时会停电，大人
只好又找出煤油灯来点上。一
阵风吹来，灯光摇曳，火苗舔着
玻璃罩，升起一缕缕黑烟。尽管
如此，大家还是期盼那些叫“电”
的家伙能沿着这些木电杆和细
电线翻越千山万水，带着源源不
断的力量点亮村村寨寨、千家万
户。人们深信：总有一天，“楼上
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梦想也
一定会实现。

上世纪90年代末，记录着
我童年点点滴滴的小乡村正发
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很
多中小型水电站工程建设如火
如荼地进行，到处一片繁忙景
象。电力设备设施开始有了质
的飞跃，电压越来越稳，灯光也
越来越亮。

如今，那一盏盏曾经光芒
了昔日乡村、点亮了千家万户
的煤油灯早已被日光灯、水晶
灯、LED灯、EDU灯等琳琅满目
的现代灯具所替代。

从灯光如豆的煤油灯到昏
黄黯淡的电灯泡，再到光鲜耀
眼的各式灯具灯饰，折射出的
是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天翻地
覆的变化。70年光阴似电，老
百姓的日子也如同璀璨的灯光
一样越来越亮堂，越来越美好。

灯光的蝶变 晓宇

前些日子，巴山老家的朋友发来信
息说：“向老师，你当年的房东冉大爷，这
几年种植猕猴桃可是发财了，今年光网
上的订单就打发不赢哩！”

啥？冉大爷玩起了网售？这可算是
我们这个亲戚朋友圈里的特大新闻了！

当年我到大巴山区城口县，没有
房子就住在冉大爷家。那时他还是冉
大伯，我依着他的儿女的辈分叫他伯
伯。两三年后队上给我单独修了房子，
我在巴山成了家，但和他的情缘还是
续了下来。论辈分冉大伯还真上升成
了爷爷辈，后来他自然也还真长成了
冉大爷。

冉大爷不识几个字，一辈子干的是
“背二哥”，背力挑担，搬运货物，下的是
蛮疙瘩力。他和许多巴山人一样，对高
科技的东西不甚了了，或者一无所知。
搞飞播的飞机从天空飞过时，有人仰天
涎着口水呼喊：“灰机叔叔，下来喝一口
面糊哟！”他也曾问过我：“那么大那么重

的铁家伙，为啥在天上就不掉下来呢？”
有一次冉大爷背力回来，在供销社

卸货，我去接他回来吃饭，可在那条小小
的街道上找去找来都找不到他，有人说：

“喏，你伯伯在那里……”原来在街头转
角处，他背着卸完货的背夹，杵着打杵，
正歪来歪去地看一个安在屋檐下的小木
匣子，寻找那合唱的声音是不是真的从
那里面发出来的，那么多唱歌的人是怎
么装下的？

后来我买了一个袖珍收音机，冉大
爷和他儿子好稀奇，听够了就拿起来仔
细察看，说是安个电灯还有一截电线呢，
这个东西怎么连绳索都不牵一根？

那些年月在巴山还有许许多多看起
来听起来令人又好笑又心酸的类似的事
情。后来我离开了巴山，但仍在时时关
注着巴山，关心着冉大爷的情况。

你看看，几十年过去了，大家又都长
了几十岁了，已经八九十岁的冉大爷竟
然玩起网络销售来了，你信吗？反正我

是相信的，而且深信不疑。凭着巴山老
一辈坚忍不拔顺着时势一步一步拼搏向
前的精神，凭着巴山新一代脑瓜儿灵光
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开创新时代的胸
襟，这巴山老少爷们敲点电脑玩点手机
传递点信息销售点产品又算什么呢！

听说冉大爷起先是上山采集，然后
在农贸市场卖野生中华猕猴桃。我知道
野生猕猴桃可是个宝，水果之王嘛，大爷
的猕猴桃常常是被别人整篮整袋地拎
走。这怎么行呢，山上野生的越来越少，
供不应求啊。

后来大爷跟着他的儿孙们置办起大
棚嫁接培育猕猴桃，请来技术员帮忙培
训，好几十亩哩，那些树桩桩没用几年就
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结下的果实比山上
野生的肥大得多，丰硕得多，成熟季节还
得请人帮忙一垄一垄地采摘，一筐一筐
地装满，就近拉走，就远发货。

起先由大爷的儿子负责网上宣传、
销售，可儿子自己还有个建材门市，也忙

着进货发货，忙不过来呀。于是儿子就
对老子说：“来来来，我教你用手机打广
告，联系发货，简单得很，一学就会，你自
己很快就可以应付得过来。”

果然，老爷子那扶惯背夹打杵的粗
糙的手，感觉劲道还在，感觉还有，灵活
度尚存，这大字体大图像的大手机几弄
几不弄就弄熟了，玩转了。后来老爷子
每天爱不释手，成了“低头族”，粗起个手
指戳戳戳，戳戳戳，客户一茬茬地戳了
来，果果一茬茬地戳了去。

用他自己的话说，吔，还真戳出个金
娃娃来了！

川陕交界的僻远大巴山深处的老农
都玩转了手机，玩转了网络销售，玩转了
自己经年那片土地上长起来的果实，这
变化令局外人都难以相信哩！

冉大爷，佩服佩服。来来来，快把你
当年房客的微信加上，我这边要下订单
了，赶紧把你那猕猴桃果果儿给我发一
坨过来，发一坨过来！

玩网售的巴山大爷 向求纬

一枚蓝盾荣誉章、一张黑白结婚
照、一本成长纪念册。杨丽的珍藏里装
着亲情、爱情、欢笑和眼泪，装着她57年
来最珍视的东西。

一枚蓝盾荣誉章

蓝白金三色绶带，奖章中心为蓝色
盾牌，核心部分是金色国徽。颁发日
期：1992年7月。颁发机构：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安部。

这枚蓝盾荣誉章属于杨丽的父亲
杨邦鑫。老杨是新中国第一代公安干
警，上世纪90年代退休，现已88岁。这
是他职业生涯中获得的最高荣誉，也是
对他从警一生的认可。

出生于巴县农家的杨邦鑫自小苦
读私学，颇有些文化底子。1950年底，
市中区公安分局面向社会招警，在储奇
门一家银楼当伙计的杨邦鑫顺利过考，
成为王爷石板派出所（现南纪门派出
所）户籍民警。那年他18岁。

几年后，杨邦鑫与所里同事林素华
相恋并结婚，生下杨丽和她的哥哥。婚
后，他调往石板坡派出所。仁厚温和的
他工作负责、服务热心，是居民公认的
大好人。但好人也有黑脸的时候。

石板坡位于下半城，治安环境复
杂，管理难度大。对一些不抓不行、判
刑又不够的家伙，该处理的必须处理，
但往后又怎么办？

小偷小摸斗狠斗殴的李二是所里
的常客，他爹妈哭骂着“就当没生他”。
抓了关了，临了又该出去了，老杨拉下
脸：“还想做人不？不想，那以后再来；
想，我帮你找工作！”

李二进一家家具厂当了工人，从此
收心卖力，又得表扬又当先进。那一片
不少这样的青年陆续经老杨介绍进厂，
有了正经职业和收入，辖区太平了许多。

“在法律范畴内尽量治病救人，给
年轻人一个前途。”老杨一辈子“爱管闲
事”，退休后依然如故，看到纠纷扯皮就
去调解，“我是公安，有话好生说，打架
要不得！”如今已至耄耋的他患病不常
出门，但只要电视里报纸上有关于公安
机关的报道，他都要收看阅读。他甚至
能头脑清晰地与同样是警察的外孙探
讨案件。

林素华在南纪门派出所当了一辈

子户籍民警，同样将社区管理得井井有
条。她性情泼辣但心地柔软，大家怕
她，又敬她。

一天，居民在路边捡到一个刚出生
不久的弃婴。林素华抱着女婴去了没
有子嗣的齐家，齐家人喜欢得很，想收
养。林素华辗转多次办妥领养手续，还
给女婴取名“红霞”。

林素华退休多年后，一天，从厂里
退休的齐红霞突然找上门。如今子女
孝顺生活稳定的她是专程来感谢恩人
的：“林户籍，当初若不是你，可能我早
就死在街上了！”

林素华笑了。她一生默默从事基
层公安工作，也没有得过丈夫那枚蓝盾
荣誉章。但这么多年还有群众记得，那
不就是她值得骄傲的勋章么？

一张黑白结婚照

自小在派出所院子长大，杨丽很自
然也选择了从警。她觉得她天生就爱
这行。记得她小时候，看到父亲腰里别
着手枪，她羡慕，想摸摸，被一顿凶：“小
娃儿莫乱动！”

她更记得，1979年18岁的她成为
望龙门派出所户籍民警，上岗前晚，一
身橄榄色警服的父亲正式对她“训话”：

“你要清楚，你是为群众服务的。首先
要管好自己，做好事情！”

杨丽记住了。户籍民警堪称“万金
油”，费时耗力跑断腿。那时他们必备

“四知”基本功：报出一户居民名字，就得
准确说出其年龄性别住址家庭情况。她
用脚走用眼看用心记，硬是将片区1000
多户4000多人的信息牢记在心。

王婆婆孤寡独居，她经常去帮着做
家务；张二娃喜欢搞事，她教育得他服
服帖帖。下班了，居民有事来家找，她
二话不说多晚都去。

几年后，杨丽邂逅了她的爱情。丈
夫赵佳也是一名警察，高大魁梧、一表
人才，性情温厚儒雅。

一张黑白结婚照记录了他们的幸
福。照片上的两人穿着上世纪90年代
的时髦装束：娇小清秀的她着婚纱烫齐
耳短发；西服领带的他国字脸剑眉朗
目。二人笑意盈盈。

她爱他，他也爱她。她还崇拜他：
他博览群书，尤谙历史，典故轶事娓娓

道来。他读电大法律专业，自学英语、
俄语，英语特别流利。几年后他从张家
花园派出所调往分局内保科。1986年
11月，他们的儿子赵瀛呱呱坠地。

可惜，幸福在儿子3岁时戛然而止。
1990年7月31日晚，赵佳与同事在巡逻
时发生车祸，坐副驾的他因公殉职。

那一天，杨丽没有等回丈夫却等来
了噩耗。她当即晕倒在地。从葬礼到
后来至少三年中，谁也不敢提赵佳，一
提她就哭得难以自已。

老杨痛誓：要给孩子所有的爱，要
将他培养成才！赵瀛有了新名字杨子
一，意即杨家唯一的儿子。

杨丽工作地段上的居民也来了。
赵佳去世，他们赶来料理丧事。看杨丽
忙于工作心境苦闷，他们争着照顾子
一。“子一你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永远不
能忘了群众对你的好！”老杨常说。

许多个不眠之夜，杨丽对着那张结
婚照倾诉思念：“佳，我们母子都好，我
想你……”几年后她也调到内保科。“这是
丈夫工作过的地方，我一定不让他失望！”

一本成长纪念册

在杨子一心里，父亲的形象是模糊的。
他不敢问母亲关于父亲的话题，只

是努力想象父亲怀抱的温暖。他看到
母亲珍藏的成长纪念册，父亲一手钢笔
字俊逸秀雅——1986年11月22日：小
瀛瀛出生时，妈妈在医院待产室等候了
三个小时，我们大家都在焦急地盼呀！
终于，日出东升时盼来了瀛瀛的诞生。
1987年11月4日：小瀛瀛刚满一周岁，
活泼可爱，会喊爸爸妈妈了，也能自己
走一段不长的路了，这是他的人生第一
步。但愿他在生活的征途上更迈出坚
实的步伐。

从3周岁那一页起，只有空白，永远
的空白……

关于父亲，子一只记得一件事：他
两岁多时幼儿园被盗，老师忙向父亲报
案。老师对他说，你爸爸是警察，专门
抓坏人！老师的神情刻在他脑海里。
外公工作忙，子一常一个人在所里做作
业、看书。他与母亲一样自小耳濡目
染，“长大当警察”的愿望破土发芽。

2005年，子一考入重庆警官学院。
本有更多选择，但他决定离母亲近些。

他对自己说，母亲心很苦，我要一辈子
好好照顾她。

子一后来成为了渝中区分局交巡
警支队的一名交巡警。时已退休的外
公像当年一样，也对他进行“岗前训
话”：“莽儿（他对子一的昵称），时代不
同了，条件更好了，你们年轻人比我们
这一代更有文化，但你记住，我们当警
察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

虽然都是平凡工作，但子一总是努
力做到最好。从警几年，他“捡到”并送
还了十几个走失的孩子。有一个小男
孩衣衫褴褛，他带他洗澡，再换上他新
买的衣服，干干净净送回家。看着孩子
在父母怀里撒娇，他有一丝伤感，却又
备感欣慰。

一天晚上9点多，他巡逻时发现一辆
车在八一路逆行，便上前查问。原来是
湖北的李女士一家自驾来渝游玩，在渝
中区转了5个小时还找不着北，一家老小
不知所措。子一没有处罚李女士，而是
驾摩托带路将他们送到了预订的酒店。

和父亲一样，子一爱宅在家里读
书，喜欢历史，自学英语，还拿到了高级
执法资格。他入警不久便入了党，6年
前调往分局法制支队。

正如支队领导和同事们评价的“寡
言、踏实、沉稳”，子一专业过硬，办案一
丝不苟，哪怕一个术语存疑都“死抠”到
底：“依法办案，任何环节都不能出错！”
熟人说情，他一律拒绝，“不理解也得理
解，否则就不是朋友。”

同是警察的妻弟咨询他法律问题，
他禁止对方在网上谈，叫把案卷带过去
讨论。完后再三嘱咐：“保护好案卷，打
的回单位！”

儿子正直、敬业、严谨，深得老一辈
“真传”，杨丽很欣慰：“他太像他外公和
爸爸了！我放心了！”

近日，这个三代警察之家郑重拍了
一张合影。老杨夫妇身着橄榄色警服
端坐前排，二老头发花白、精神矍铄，努
力挺直腰背。杨丽、子一，杨丽的哥嫂
一家身着浅蓝色警服立于后排，眼神中
透着自己都无法察觉的坚定与自豪。

接力近七十载，风雨沧桑三辈人。
一张照片浓缩了警察世家的悲欢离合，
也见证了共和国公安事业的发展变迁。

这张合影，想来也一定成为杨丽的
珍藏了。

杨丽的珍藏 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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