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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饭盒
清涵

我上小学时，父亲生病住院，不仅花光了
家里的存款，还外借了一些。为了还钱，从没
上过班的母亲凭借织毛衣的技术，到小镇的一
个毛衣厂上班，每个月有 300多元的收入。

母亲是一位小心谨慎的人，对谁都特别客
气。在毛衣厂里工作时，她从来没有跟别人吵
过架，和所有人相处得都很好。

我上初中时，学校离母亲上班的毛衣厂
很近，骑车十分钟就到了。那时候，我们班有
个男生的母亲也在毛衣厂上班，他每天中午
都找他妈妈吃饭，还跟我显摆，说毛衣厂食堂
的饭菜特别香。听得馋了，我就跟母亲提出
中午不想去外面商店买饭了，也想去厂里
吃饭。

母亲先开始并不同意，她说自己很忙，有
时候会去县城的总厂交活儿，中午赶不回来。
但是禁不住我再三要求，她也只好答应了。

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母亲上班的地方。到
了毛衣厂，我发现厂房的大门虽然修得很气
派，里面却只有一排破旧低矮的厂房，四壁潮
湿颓败。当时是夏天，屋里闷热，一排排的大
桌子上堆满了织好的毛衣，像小山一样，让屋
里的温度又提高了几度。我没看见母亲，就向
站在门口的一位阿姨打听。

那位阿姨听明我的来意，冲里面的一堆毛
衣大喊：“老祁，你闺女来了！”

话音刚落，母亲就从毛衣堆里探出了头，
戴着白色卫生帽的身影在一大堆灰色毛衣里
显得格外瘦弱。我走了过去，母亲说：“你先等
会，我去食堂打饭。”

不一会儿，母亲端回两个饭盒，递给我一
个，把自己的饭盒放在一旁，说：“你赶紧吃吧，
我先把手里这批活验完再吃。”

母亲给我打的是米饭和蒜苔炒肉，还给我

晾了一大杯白开水，我吃得特别香，无比满足。
吃到一半时，母亲抱着一堆毛衣说要去交活
儿，让我吃完饭就去上学。

我吃饱喝足收拾饭盒时，顺手打开了母亲
的饭盒想看一眼。打开饭盒的一瞬间，我被饭
盒里“丰盛”的菜肴惊呆了——母亲的饭盒里
竟然只有一个馒头和一块酱豆腐！我的眼泪
不由地夺眶而出，我以为母亲打了同样的饭
菜，却没想到她为了省钱，连菜都没舍得给自
己打，而我却只顾着吃，丝毫没关心母亲吃什
么，更没给母亲留一点菜。

我擦了擦眼泪，轻轻地盖上母亲的饭盒，
骑车回到了学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提出去
母亲厂里吃饭，母亲让了我几次，我也坚决不
去了，问之原因，我说：“您太忙了，都没时间陪
我吃饭，所以不想去了。”

我毕业参加工作后，总是想带母亲去饭店

吃饭，母亲推辞不过，去了几次。有一次聊天
时，我终于向母亲吐露了自己不想去毛衣厂吃
饭的原因，母亲听了之后泪流满面。母亲省吃
俭用一辈子，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吃得好些，却
丝毫没想到自己。现在我有能力了，也想带母
亲多吃些好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非常流行小霸王学习
机，好多同学都买了，打游戏很痛快，我也想
要。我犹豫了三天，鼓起勇气对母亲说：“妈，
我想买个学习机练习打字，以后想当个打
字员。”

母亲听了，高兴地说：“学打字好啊！等我
开了工资就给你买。”果真，等到月底发了工
资，一向勤俭的母亲就带我去商场买了学
习机。

那段时间，我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就开始
捣鼓学习机，打字没怎么练，游戏却打得火

热。母亲却没批评我。有一天她下了夜班，
看见我在打游戏，就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还
夸赞道：“我闺女就是聪明，自己捣鼓一下就
会用了。”我不禁有些汗颜，开始主动练习
打字。

那些年，母亲对我提出的要求不多，总是
想方设法满足我，她总是说：“我闺女是个懂事
的孩子，从来不乱要东西。”

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母亲也
退休了，她负责安排家里的大后方，让我们安
心地在前面闯。我结婚生女后，也是母亲帮我
带孩子，即使现在不缺吃穿，母亲还是习惯把
好吃的留着，等我们回家后都拿出来，看着我
们吃，她就特别高兴。

母亲是世上最伟大的人，她把一切都给了
子女，不图任何回报。感恩母亲，是她的悉心
呵护，让我健康快乐地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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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踔厉奋发谱华章 勇毅前行开新局 史长江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延庆区历史
（1922——2015）

民兵组织是一种不脱离生产的群
众性自卫武装组织，又称自卫军或自卫
队。1940年昌延县政府成立后，选派干
部到抗战工作基础较好的一区和二区
建立民兵组织。经过几个月发展，两个
区的 39个村相继建立起了民兵队伍，队
员最多时达到 1740 多人。1941 年，延
庆川区也陆续建立起多支民兵组织。
到 1941 年底，川区的民兵组织发展到
3000多人，成为昌延县抗日队伍中的一
支重要武装力量。

主动出击与再次粉碎日伪“扫荡”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更加猖狂，
提出“确保华北”的战略方针，对平北根
据地的“扫荡”日趋疯狂。西羊坊村位
于延庆县城北山脚下，日伪军在该村修
筑岗楼，用以监视我方活动。西羊坊村

村民积极配合北山抗日游击队的活动，
不仅为游击队送军粮军鞋等物资，还为
游击队传送情报。1941年 10月，西羊
坊村村民协助游击队攻克岗楼，消灭日
伪军 30多人。11月 4日，日本侵略军纠
集伪蒙疆骑兵三大队、特务队、警察 800
多人，以“清剿”游击队为名，包围西羊
坊村。日伪军将全村 400多人赶到村南
大场，要求村民指认游击队员，但无人
应答。日伪军放火烧毁全村房屋，并抓
走 24人押到延庆监狱严刑拷打。9天
后，日军将其中 22人押至康庄残忍杀
害。在这次惨案中，西羊坊村化为一片
焦土，490余间房屋被烧毁，损失 860余
石粮食、50口猪、450只鸡，村民们被迫
流落他乡。

日军的残暴没有吓倒英勇无畏的
延庆人民，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反
抗的斗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延庆军
民继续同日伪军进行了坚决斗争。根

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平北地委确定对
敌斗争的方针是：“大力巩固根据地，
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把广
大群众组织到游击战争中来，粉碎敌
人的扫荡。”昌延根据地经过前一时段
的恢复和发展，干部群众情绪高涨，昌
延县委根据地委确定的对敌斗争方
针，结合当时的大好形势，把广大群众
组织到游击战争中来，有领导有组织
地对敌伪发动了 4次大的斗争，并取得
了较大胜利。

“破交”斗争。昌延县委发动自卫
军、游击组和广大群众，或七八个人，或
十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手持镐头斧
锯，破坏公路，使敌人的交通运输受到
影响。同时，昌延县委还发起了对敌人
电话线路的破坏行动，割断延庆川的全
部电线，并砍倒大部分电线杆，敌人两
个月都没能完全修复，各据点成了聋
子。五区和六区还发动群众，破坏敌据

点柳沟和古城的城墙，给敌人造成
威胁。

抗粮斗争。伪延庆县公署向川区
各乡征收一大批粮食，以供日伪军进攻
北山之用，规定 10天必须交齐。针对此
种情况，昌延县委布置川地各区普遍发
动群众，坚决抗征粮，配合地方武装，采
取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斗争。
一面要求伪联乡长抗上不征粮，一面动
员群众不交、少交或迟交。有时让群众
去送粮，县大队或区小队在半道截去，
拉到根据地。伪联乡长们既不敢抗上
不给粮食，又不敢硬在群众身上打主
意，只能用伪政府的春耕货款购粮上
交，但也大大推迟了时间，一个多月也
没完成，使敌人无法按原计划进山

“扫荡”。
（本文由北京市延庆区档案史志馆

提供）
（未完待续）

（上接第2723期第4版）

“新时代十年巨变·建设最美冬奥城”延庆区摄影图片征集启事
为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聚焦新时代十年延庆区
取得的非凡成就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通过
镜头聚焦、光影碰撞、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
代延庆人民建设生态文明幸福最美冬奥城的多
彩画卷和精神气象。区委宣传部、区文联组织
开展以“新时代十年巨变 建设最美冬奥城”为
主题的摄影图片征集活动。

一、活动主题
新时代十年巨变 建设最美冬奥城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共北京市延庆区委宣传部

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

协办单位：北京摄影家协会
延庆区融媒体中心

承办单位：延庆摄影家协会
三、征集内容
1.风景名胜：围绕延庆区八达岭长城、北京

世园公园、延庆奥林匹克园区、龙庆峡、野鸭湖

湿地、百里山水画廊、古崖居、世界葡萄博览园
等区内的典型风景区和古迹，展现景区景点的
四季美景。

2.魅力城市：围绕城市建设，选取地标性位
置、代表性画面，展现城市新容新貌。

3. 品牌活动：记录长城文化节、冰雪欢乐
季、消夏避暑节、百合文化节等延庆品牌活动特
别是长城文化带作品。

4.产业园区：以现代园艺、冰雪体育、无人
机、新能源和能源互联网产业为主，选取有代表
性的主导产业集群。

5.民生画卷：围绕延庆区商贸、金融、居住、
教育、社会保障、疫情防控等方面，聚焦延庆的
现代服务业、重点民生工程，展现人民群众的幸
福生活。

6.文化传承：围绕优秀传统文化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现新时代文明延庆建设。

7.乡村振兴：聚焦“三农”，围绕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等方面。

8.生态文明：围绕延庆区生态文明建设，生

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

9.典型人物：围绕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区
创建过程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擦亮文明城市

“金字招牌”。
10.核心价值观践行：其他能反映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图片。
四、征集数量
1.征集评选精品摄影作品200幅，每幅奖励

300元。
2.征集评选优秀摄影作品300幅，每幅奖励

200元。
五、征集时间
2022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20 日，作品征集

阶段。
2022 年 12 月 21 日—12 月 31 日，作品评选

阶段。
六、评审细则
1.评委会由7名专家组成，其中《视觉中国》

编辑 1名、《北京日报》图片编辑 1名、北京摄影
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级）3名、区委宣传部干部1

名、延庆摄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名。
2.组织专业团队将征集到的作品进行编码

造册，提交评审时隐去作者姓名。
3. 评审以层层筛选的形式进行，挑选摄影

作品进入备选区，从备选区挑选进入优秀区，优
秀区挑选进入精品区。

4.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共计入
选 500 幅作品，分为优秀类 300 幅、精品类 200
幅，优秀区和精品区的 500 幅作品全部收入摄
影图片库。

七、报送要求
1. 每名报送者报送作品数量不限，拍摄时

间为 2012 年至 2022 年。投稿作品应为 JPG 格
式，文件在5MB以上。

2.作品可进行对比和色彩的调整、裁剪，不
得加入边框、水纹、签名、修饰等影响评选的后
期效果。

3.作品必须如实填写作品名称，拍摄地点、
时间，附加作品简要文字说明，作者真实姓名及
联系方式。

4.作者要保证其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著作

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如有相关法律纠纷，均由报送者本人负责。

5. 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报送作品一
律不退还，请注意备份原始作品。

6.所有参加本次征集活动的作品及作者有
著作权和署名权，主办方有使用权。主办方有
权将该作品用于展览、宣传、出版，媒体和网络
发表等用途，不再另行支付稿酬。主办方无意
的署名遗漏情形可以免责。

7.本次活动组委会拥有最终解释权。凡投
稿报送的作者，均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各条
规定。

八、报送方式
1.报送邮箱：526322675@qq.com
2.报送作品请注明“最美冬奥城”字样
3.报送截至时间：2022年12月20日
4.活动联系人：司达 15901159833

中共北京市延庆区委宣传部
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2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