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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1997年6月14日，在泉城济南
召开的山东省优抚对象、军休干
部暨双拥先进单位和个人表彰
大会上，文登市军属代表于肖兰
的发言，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座无虚席的会场，不时响起雷鸣
般的掌声。

当时的山东省委领导听了
于肖兰的事迹报告后，在于肖兰
的事迹材料上写道：“于肖兰是
一个了不起的好同志。”

为了自己的承诺，她挑起家
庭的重担，让丈夫安心戍边

于肖兰出生在一个军人蒙
庭，从小受到绿色军营的熏陶，
对军人有深厚的感情。1985年冬，
她和现役军人李惠强结了婚。从
此，她身上便有了军属的荣誉感
和责任感。这是个什么样的家庭
啊：母亲的哮喘病越来越重，两
个弟弟一个患精神病，一个下肢
瘫痪，父亲是家中唯一的顶梁
柱，还得了肝炎。30天的婚假到
了，李惠强放心不下。于肖兰说：

“国事重如山。家里千难万难，同
军队的事比也是小事。你放心地
走吧，家里的事有我办，你只要
安心干好工作就行。”

一句承诺，千斤重担。打这，
她这位刚刚过门的新媳妇，撑起
了一个困难的家庭。

李惠强的老家在一个小山
村，全家人老的老，病的病，四口
人住在三间草房里。房子早就该
翻修了。为了替丈夫分忧，她拿
出当姑娘时积攒的3000块钱，利
用婚后第一个探亲假为婆家张
罗着盖房子。她找人买砖瓦、买
木料，请人帮忙施工，里里外外
一把手，一个月下来，一家人高
高兴兴搬进了新房，她却瘦了十
几斤。街坊邻居夸奖说：“自古都
是公公婆婆给儿媳妇盖房子，没
见过儿媳妇给公公婆婆盖房子
的，老李家的儿媳妇不简单啊！”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房

子盖起不久，她公公的病情加重
了。身怀六甲的于肖兰不顾父母
的劝阻，从文城赶回老家，看着
炕上被病痛折磨得翻来覆去的
公公，赶紧张罗着送医院。于肖
兰借来辆板车，踏着半尺厚的积
雪，艰难地跋涉着向镇医院奔
去。公公在车上不知是心疼肖
兰，还是被病魔折磨得丧失了理
智，哭叫着：“肖兰，你别为我操
心受累了，把我掀到路边冻死
吧”说着挣扎着向车外爬……于
肖兰慌忙转脸抽泣着说：“爹，你
要是真的疼我，就好好躺着…”
肖兰顾不得抹把泪，就吭哧吭哧
地拉着地板车走啊走啊，前边是
又陡又长的坡，她用力地拉，弓
着腰，隆起的大肚子几乎触着路
上的雪，一步一挪地向坡上爬，
拖绳深深地勒进了肩膀，几次差
点倒地。

从家到镇医院近10公里的
路，于肖兰竟走了4个多小时，才
把公公送进了医院，可是医院治
不了公公的病，要转院到市里的
大医院治疗。于肖兰又把公公接
进了城里。公公第一次住进了她
的小天地，老人怎么也没料到，
住在城里的媳妇那么清苦，别说
是电视机、冰箱，连像样的家具
也没有，盛衣服是几个纸箱，吃
饭的“小桌”是块木板，看到这一
切，公公不想再拖累贤慧的儿媳
妇，执意要回家，于肖兰又好说
歹说才把公公留了下来。

每日，于肖兰天不亮就起
床，做好公公爱吃的饭菜，拖着
笨重的身子送到医院，又一勺一
勺喂公公吃完。最后，她自己扒
几口凉饭，然后急忙赶回上班。
公公住院一个多月，无论是朔风
猎猎，还是大雪飘飘，于肖兰一
天3趟跑医院从不间断。有的病友
对公公说：“你有一个好女儿
啊！”公公说；“她是俺儿媳妇！”
人们听了感叹说：“这样的儿媳

妇可真少有啊！”
为了自己的承诺，她学军人

作奉献，为军属添光彩
人们常说，军人的光荣在于

奉献与牺牲，而军人的家属又何
尝不是奉献与牺牲。1992年秋天，
于肖兰所在单位进行体制改革，
裁减人员，鼓励一部分人“下海”
自谋出路。当时，于肖兰已担任
了业务科长。她想，作为军属，应
带头支持企业改革。既然是改
革，总得有人作出牺牲。在需要
为国家改革作出牺牲的时候，军
属应当象军人那样，国事当先，
带头为国家分忧解难，于是她第
一个报名下岗，决心带头自强自
立，创一片新天地，为军属争光
添彩。

说话容易干起来难。她下岗
后当批发商，由于不懂行情，压
货压款；干推销员，由于信息不
灵，收效甚微；做中介人，由于不
懂合同，吃官司赔账。一连串的
挫折和失败对她打击很大，但挫
折和失败没有使她退缩。她报名
参加了省经济学院函授大专班
学习，并主动到文登商校当旁听
生，利用广州交易会、大连服装
节、潍坊风筝会等时机，了解市
场，掌握信息,向能人学知识长见
识,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自己。辛
勤的努力没有白费 ,她成功了 ,先
后被广州白宏福食品保健公司、
牟平锡工艺品厂、文登通用机械
厂等12个公司、厂家聘请为特约
顾问和特聘经销员。

于肖兰在生意场上无论遇
到多大的难处从不告诉丈夫 ,为
的是让他安心服役。李惠强在部
队先后担任过管理员、生活服务
中心主任 ,管钱管物 ,一年要进不
少货 ,这对经商的她来说 ,是个很
有利的条件 ,但于肖兰从不沾这
个“光”。有一次她进了一批粉条,
由于信息不灵 ,销路不好 ,有位亲
戚让她找惠强 ,说那么多连队 ,他

一句话可以销一大半。可于肖兰
总觉的这样做不好 ,利用丈夫在
部队的职权做生意 ,既影响部队
的建设,也有损军属的形象。她始
终没开这个口 ,自己东跑西奔把
些货降价处理掉。

为了自己的承诺，她致富先
报国，报国先拥军

后来 ,李惠强调回了文登驻
军某部工作 ,于肖兰与部队战士
接触的机会增多了。看着战士们
军事训练紧张繁忙 ,晴天一身汗 ,
雨天一身泥 ,摸爬军滚打奋不顾
身 ,她就心疼 ,想为部队和战士做
点实在事儿。她毅然拿出她“下
海”经商挣来的两万元钱,在部队
设立了“训练奖励基金”,鼓励那
些刻苦训练成绩优异的官兵。
1996年3月,文登市开展“军地青年
天天读书活动”。于肖兰得知部
队缺少学习资料 ,立即购买了75
本《青年理论教育》丛书和50本

《军魂》丛书 ,赠送给部队战士学
习,受到热烈欢迎;是年8月,部队举
行“军民大比武”,肖兰又慷慨解
囊 ,捐赠1000元钱买奖品 ,鼓励艺
高胆大的干部战士。部队只要有
了啥困难 ,于肖兰知道了总是热
情帮忙。连队要扩建猪圈，她借
来拖拉机，帮助拉石子、沙子。部
队办了个小涂料厂 ,产品卖不出
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于肖兰急
在心上 ,利用经商到处跑的机会 ,
千方百计找到了销路 ,使小厂焕
发了生机和活力。部队建起生活
服务中心 ,于肖兰主动牵线搭桥 ,
协助部队建起了3个肉、蛋、菜直
供点,大大方便了部队干部、战士
和家属的生活。节假日,于肖兰经
常到部队帮助战士洗衣服、缝被
子,同战士亲热得似一家人。有的
战士病了 ,她买食品探望 ,战士激
动得热泪盈眶:“你真是我们的好
嫂子。”

有一次 ,于肖兰同战士们拉
家常 ,得知沂蒙山区的战士刘云

来的父母有病 ,生活艰难 ,小妹辍
学在家放羊,她记在了心上。一次
出差到济南 ,她拐弯儿到了刘云
来家。小 刘 的 爹 唉 声 叹 气 说 :

“……孩子读不起书啊……”肖
兰掏出200元钱,塞在小刘爹手里
说:“大伯,我身上也没多带钱,先给
小妹妹交学费吧!”返回文登后,于
肖兰又寄去300元钱。

于肖兰的沂蒙之行 ,目睹了
老区人民生活艰难 ,接着又捐出
2000元钱资助了两名战士的弟妹
上完小学，为稳定军心和“希望
工程”尽了一点微薄之力。

于肖兰对部队和战士来说
是“好军嫂”,可是对孩子来说却
不是好妈妈。她的孩子生下来4个
月,就送到娘家照看。那时于肖兰
不是忙厂里的事 ,就是跑老家帮
助夏收秋种 ,照料生病的公公 ,领
着犯病的小叔子跑济南、去北京
治病……一年到头 ,哪有清闲日
子？于肖兰把孩子扔在娘家,有时
个把月20天的也不去看看……

于肖兰自强自立 ,致富不忘
拥军 ,部队有生产任务 ,她鼎力相
助,战士有困难，她慷慨解囊,先后
帮助15名退伍士兵联系学习技
术，回乡走上了致富道路；帮助60
多名战士及家庭解决生活困难。
上海籍战士李志勇家人被骗去1
万元钱，她出差广州，绕道上海，
亲自跑到司法部门寻求帮助，通
过法律手段把钱要了回来。

于肖兰同惠强结婚几年来 ,
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以她羸
弱的身躯 ,默默支撑着家庭 ,倾注
一腔真情孝敬公婆 ,照料身有残
疾的小叔子 ,竭尽全持丈夫安心
军营 ,如果说丈夫是一棵参天大
树,于肖兰便是含英蕴华的泥土。

1997年6月，于肖兰荣获山东
省“模范军属称号”。同年7月，被
国家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授
予“爱国拥军模范”称号。

文登区双拥服务中心 供稿

一片爱心壮军魂

荣成市小落河大疃村~东沟南疃段治理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特发布以下
公告：

一、项目名称：
荣成市小落河大疃村~东沟南疃段治理工程项目
二、建设地点：
荣成市湾头水库上游、小落河干流上游左支大疃村(0

+000)—东沟南疃(0+270)段
三、查阅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方式及期限
目前本项目已编制完成《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

局荣成市小落河大疃村~东沟南疃段治理工程项目(征求
意见稿)》，为使本项目治理河段周边300m范围内可能受
影响的居民更好的了解本项目，特发布此公告，欢迎广大
居民向本项目建设单位及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出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

公众可登陆whhpgs@163 .com(密码：qixinhuanbao)下
载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或到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
设局和威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所在地址获取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自本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局和威海齐
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
表》，提交方式为信函、电话、发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

四、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局
地址：荣成市观海东路6号1202
联系人：徐工 联系电话：13082676718
五、承担环评工作的评价机构
环评机构：威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威海市高区丹东路82号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15662368895

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局

2020年5月21日

双拥
故事 ——— 记全国“爱国拥军模范”于肖兰

荣成市小落河岳泊庄~周家庄段治理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特发布以下
公告：

一、项目名称：
荣成市小落河岳泊庄~周家庄段治理工程项目
二、建设地点：
荣成市湾头水库上游、小落河干流岳泊庄(0+000)—

周家庄(3+252)段
三、查阅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方式及期限
目前本项目已编制完成《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

局荣成市小落河岳泊庄~周家庄段治理工程项目(征求意
见稿)》，为使本项目治理河段周边300m范围内可能受影
响的居民更好的了解本项目，特发布此公告，欢迎广大居
民向本项目建设单位及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出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

公众可登陆whhpgs@163 .com(密码：qixinhuanbao)下
载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或到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
设局和威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所在地址获取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自本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局和威海齐
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
表》，提交方式为信函、电话、发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

四、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局
地址：荣成市观海东路6号1202
联系人：徐工 联系电话：13082676718
五、承担环评工作的评价机构
环评机构：威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威海市高区丹东路82号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15662368895

荣成市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局
2020年5月21日

剪不断的情愫

初次相遇，你是一掌黑白。
黑的是字，白的是纸，黑在白中排列得整整齐

齐，白将黑尽揽怀中，黑中白，白中黑，两色交缠，化
为情愫，缠绕心间，剪不断。

剪不断的情愫，是清晨的一缕微风。你在我手心
里，我在你话语中。你说，简·爱便是在这样的风里重
拾爱情，小美人鱼便是在这样的风里化为泡沫。你说

“二月春风似剪刀”，一缕微风将春天剪成了一幅画；
你说“倚东风，豪兴徜徉”，一缕微风将陂塘化作一场
春忙。一缕微风，至此，情愫不断。

剪不断的情愫，是夏日的一朵荷花。你在我膝
间，我在你眼前。你说，夏日炎炎也会有安妮出现，梁
山好汉就在这样的天气里挥汗如雨。你说“接天莲叶
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一朵荷花盛放了千年；你
说“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一朵荷花是李清照
少女时最后的快乐。一朵荷花，至此，情愫不断。

剪不断的情愫，是午后的一场秋雨。你在我伞
下，我在你心檐。你说，诗经中的那只蟋蟀快要入我
床下，秋雨标榜着秋凉的开始。你说“万里悲秋常作
客”，一场秋雨，凉的不是天地，凉的是一颗报国的
心，秋雨再凉，凉不过人心；你说“露从今夜白，月是
故乡明”。一场秋雨，浇的灭回乡之情，浇的灭辉辉月
明，却浇不灭万里战火，乱臣之心。一场秋雨，至此，
情愫不断。

剪不断的情愫，是午夜的一片霜花。你在我衣
中，我在你心口。你说，湖心亭遍天都是这样的雪，辕
门落雪一人望穿红旗。你说“五花连线旋作冰”，一片
霜花铭记着那段豪横的传奇；你说“已是悬崖百丈
冰，犹有花枝俏”，一片霜花掩不住那抹遒劲的希冀。
一片霜花，至此，情愫不断。

你是黑白，你是我一生剪不断的情愫。你是诗
书，你陪我走过晨午傍夜、春夏秋冬。你，是我一生剪
不断的情愫，这一眼，便是万年。

初四十一班 黄景雯

一场相遇，一眼万年，一生情愫，剪不断。
——— —— ——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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