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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中秋佳节袁在海上生产的渔民就越忙碌遥 因为这
时节袁正是鱼汛的旺期袁不论是大取还是小取抑或滩头作
业袁多是满载而归遥 遗憾的是袁大家伙却错过了与家人欢聚
中秋佳节的机会袁只能在海上将就着过一个说不热闹也热
闹的八月十五遥

不过袁1978 年的海上中秋节袁 我们却过得既热闹也过
瘾遥 那一年袁小平同志复出的重磅消息在坊间流传袁消息灵
通人士尧上海知青武正风悄悄地告诉我袁小平同志复出了袁
时代的春风到了袁 并建议在中秋节的晚上搞一个文娱活
动袁以庆祝这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遥

我说院野要得浴 我同你一起去找带队的大队领导袁让他
支持我们遥 冶

大队领导张占海二话没说袁就同意了我们两个人的建
议袁野不过冶袁他关照说袁野这事要做得稳妥一点袁到时候由我
出面袁别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什么把柄袁毁了你们的前
程遥 冶

野这家伙贼精袁他可能通过某种渠道已经知道了小平同
志复出的消息遥 冶在回船的途中袁武正风神神秘秘地说遥

野他知道了更好袁我们就更能理直气壮地把这次活动搞
得热烈庄重一些遥 冶我说遥

中秋节的晚餐结束后袁接到通知的人们三三两两地集
中到 1001 号指挥船上遥张书记说了几句开头话袁要求大家
不论是说的念的唱的还是做的都要干净有力新鲜积极袁
说完后晚会就正式开始了遥野我就先献丑了遥冶1028 号船老
大钱克勤率先跳了出来袁说要清唱一个叶卖汤圆曳袁野卖汤
圆袁卖汤圆袁我的汤圆甜又甜噎噎冶唱着唱着就跑了调袁惹
得十来条船上的百十号人哄堂大笑遥 野还是看我的吧遥 冶
1024 号船船头王正太从人群中站了出来院野我给大家献上

一首歌遥 冶说完就亮开大嗓门吼了起来院野边疆的泉水甜又
甜袁边疆噎噎冶这第二句还没吼出来袁一阵大风呛得他咳
咳哄哄袁不得不退出野竞技场冶遥

野中秋节袁我看应该猜点灯谜袁那些歌有的都老掉牙了袁
张书记不是说节目要新鲜一点吗袁我就来出个新鲜的灯谜袁
猜上了袁 我认罚遥 冶1027 号船老大张志雷在人群中高声嚷
着遥

野罚什么钥 冶舱面上一条腔地问道遥
野罚喝酒袁咋样钥 冶紧接着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就说院

野什么鱼青面獠牙钥 什么鱼阿弥陀佛钥 什么鱼力拔山兮钥 什
么鱼尾巴带刺钥 冶

舱面上出现了短时间的沉寂袁张志雷有点得意遥
野我来吧浴 猜错了张老大罚我什么我都认曰猜对了袁我

罚张老大什么他也必须认遥 冶1023 号船二老大黄志成挤到
前面袁说院野海里的带鱼青面獠牙袁圆圆的鲳鱼渊性温和袁籽有
毒冤 阿弥陀佛袁 洋里的鲸鱼力拔山兮袁 海里的黄鲷尾巴带
刺遥 冶

野对对对浴 冶近百号人齐声呐喊院野张老大袁罚浴 张老大袁
罚浴 冶

野别忙别忙袁我这还有哩院什么鱼的头什么鱼的尾钥 什
么鱼的肚皮什么鱼的嘴钥 冶

野我来浴 冶1029 号船炊事员常金宝喊了起来院野斜鲻头马
鲛尾袁鳓鱼肚皮鮸鱼嘴遥 冶

野啥意思钥 冶张志雷紧追不舍遥
野好吃呗浴 冶常金宝对答如流遥
野哈哈哈浴 冶野罚罚罚浴 冶呐喊声惊天动地遥
野好袁我罚我罚浴 冶张志雷从裤兜里摸出一瓶二两五装

的洋河大曲袁撕开封皮袁咬掉塞子袁一仰脖子袁咕咚咕咚就下

了肚遥
野这家伙袁就好个酒袁罚喝酒袁不正好对他的心路吗钥 冶

大伙儿晓得上了张志雷的当袁一个个笑得前翻后仰遥
野我来吧袁咱搞点有些深度的袁张老大那玩意儿能蒙得

住谁钥 冶曾读过初中二年级后因家贫辍学的王志平挤到前
面说院野我出个字谜袁大伙猜猜看院一点一横长袁口子在中间袁
大口嘴一张袁小口掉下茅厕坑遥冶说完用眼瞟了瞟 1027 号船
二老长高长生遥

这高长生亦不是等闲之人袁他也是初中生袁也是大乌贼
产仔要要要一肚子墨水袁这等野上将冶之才袁岂容他人捉弄钥 只
要同王志平在一起袁两人非掐个你死我活不可遥

野既然志平点将袁我就来试试遥 冶高长生站了起来袁野这
个字叫耶高爷遥 我本来不想为难志平袁是他主动跳出来挑衅
我的袁我只能自卫反击袁如果说他吃了亏袁那他也只好自认
倒霉遥 冶

野那最后一句原本是耶大口嘴一张袁小口掉下江爷袁可这
家伙偏偏把它改为耶掉下茅厕坑爷袁大伙说他该不该罚钥 冶高
长生煽动性的发言有理有据袁逼得王志平不得不认罚遥

就在浪尖上袁就在这跳动的浪尖上袁一百多号渔民们共
同过了个欢欢喜喜踏踏实实雅俗共赏的中秋节遥

野兄弟们袁今天的中秋晚会热闹不热闹啊钥 冶
野热闹浴 冶大伙一条腔地应道遥
野还有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大伙要不要听啊钥 冶
野要浴 冶
野好袁那我就告诉大家浴 冶张书记的嗓音陡然高了八拍院

野同志们袁小平同志复出了袁我们的春天到来了浴 冶
没等张书记的话说完袁雷鸣般的掌声立马响彻了海疆袁

经久不息遥

那年的海上中秋节
李志勇

在月饼和桂花的芳香中袁中秋节从岁
月之河款款而来噎噎

也许是久居他乡的缘故袁每逢中秋佳
节袁我都会倍加思念家乡袁思念母亲袁怀念
小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团圆的时
光袁那其乐融融的场景袁那自制月饼的醇
香袁至今仍让人回味无穷遥

中秋节那天袁母亲和姐姐在厨房里忙
碌了整整一下午袁团圆晚饭后袁母亲便拿
出自制的月饼让全家人品尝遥 看着土里土
气的月饼袁我和弟弟把嘴噘得老高院野这哪
是月饼呀袁 同学们家的都是从食品厂买
的袁只有我们家自己做! 冶母亲笑着拍了拍
我们的小平头说院野你们别嫌它难看呀袁先
尝尝味道怎么样遥 冶我便拿起一个月饼仔
细端详袁只见外面包裹着一层喷香喷香的面皮袁上面还有漂
亮的图案遥我先掰下一小块袁用嘴巴舔了舔袁瞬间袁一股浓浓
的香气直扑口鼻遥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袁母亲
在一旁笑得满面春风院野莫急袁莫急袁小心噎着噎噎冶

吃罢月饼和水果袁皎洁的月亮已悬在高空袁邻居们都搬
来桌子和凳子袁准备在院子里边赏月边开野音乐会冶袁欢声笑
语此起彼伏遥 男人们抽着纸烟袁听着收音机袁摇头晃脑地哼
着小曲遥 女人们摇着蒲扇袁谈论着谁家的菜肴做得更香袁谁
家的孩子长得更可爱遥 孩子们吃着花生尧嗑着瓜子尧嚼着冬
瓜条袁不时围着大人追打嬉闹袁不时跟小伙伴们捉迷藏袁玩
累了便就着月光袁蹲在地上看昆虫玩野过家家冶袁只见昆虫们
用长长的触角拖着泥巴转圈袁一眨眼工夫袁一堆泥巴就被滚
成一个个小泥球袁甚是有趣遥

院子里不时有萤火虫成群结队野打着灯笼冶穿梭游行袁
好像在为孩子们引路袁又像在开一场灯火盛宴曰蟋蟀不知躲
在什么角落野弹唱冶袁琴声悠扬尧婉转袁响彻夜的每一个角落曰
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虫儿在花间草丛转来转去袁 发出嗡嗡
的声响遥

夜深了袁我就躺在老屋门口的青石板上袁伴着繁星尧月
亮尧晚风袁听奶奶讲那些凄美的神话故事院嫦娥奔月尧吴刚伐
桂尧后羿射日尧女娲补天尧天狗食月噎噎也就是从那时起袁我
才知道遥远的月宫里住着一位美丽善良的嫦娥仙子袁 还有
一座金碧辉煌却凄凉幽冷的广寒宫袁 更有一棵千年飘香的
桂花树以及可爱的玉兔尧金蟾噎噎故事讲完后袁奶奶一边慢
悠悠地摇着蒲扇袁一边有节奏地轻轻拍着我的后背袁一边眯
着双眼望着天上皎洁的明月袁 动情地喃喃自语院野今晚的月
亮可真圆真大呀! 冶我很快就沉入了甜美的梦乡遥

时光荏苒袁由于种种原因袁我已多年没回老家过中秋节
了遥 团圆是中秋节最好的礼物袁让内心充满着温暖与期待袁
无论多忙袁今年中秋节我一定要回老家袁望母亲在天有灵袁
为您过个隆重的 120 岁生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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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好景君须记袁最是橙黄橘
绿时遥 其实袁一年之中最好的景致
当是菊花盛放时遥 本来袁到了深秋
季节袁秋风秋雨袁疏雨滴梧桐袁骤雨
打芭蕉袁只野留得残荷听雨声冶的凄
凉了遥 菊花的盛开袁犹如行到水穷
处袁陡增了一段明媚与温柔袁让人
顿消了野蓼红苇白断肠时冶的惆怅遥
深秋袁曾经万紫千红的大自然都与
野韶光共憔悴冶了袁野百花杀冶的萧瑟
凄惨笼笼在苍穹之下袁菊花带着高
雅傲霜的孤标亮节 袁 野凌寒独自
开冶袁好一派野正直浑厚之气袁清逸
冲穆之光袁自昭彰而不容掩冶遥 丰满
了一个季节的风姿袁牵动着无数人
的情愫遥 它虽没有兰草的千古幽
贞袁莲花的出泥不染袁但有疾风劲
草的坚韧袁烈火真金的从容遥 元稹
说袁不是花中偏爱菊袁此花开尽更
无花遥 她在清寒中养就神清秀骨袁
她在冷落中妆一季风景袁她在萧瑟
中拥春天的笑容遥 与菊花对视袁让
人有阳光似的牵情袁顿时驱散了落
寞光阴的寒凉袁 辗转尘埃的疲惫遥
菊花袁不择地域袁无论贫瘠袁不羡皇
家园林袁不与众芳争艳袁随遇而安袁
自主开放遥 道路旁尧篱笆下尧廊沿

外袁甚至溪头边袁都有她的亮丽倩影遥 在深秋季节袁掸
开灰色乏味的生活尘埃袁伴着一束阳光的倾泻袁一湖
秋水的静谧袁去欣赏一片菊海袁足以让人感受她绵长
秋意的苦心孤诣袁这不是夸张浴试问袁有谁能在这个季
节袁以红于二月花的鲜艳袁夺目莹立钥无怪乎早于三千
年前的叶周礼曳就有野鸿雁来宾袁鞠有黄华冶的自傲遥 自
古以来袁多少文人野为爱名花抵死狂冶袁对菊花的钟爱
断难释怀袁甚至将菊花人格化袁喻之为眉目清冷的美
人坯子袁进而投其品格袁倾心交好袁携之为友袁待之如
宾遥陶渊明爱菊袁奉之若仙袁咏出了野芳菊开林耀袁青松
冠岩列遥 怀此贞秀姿袁卓为霜下杰冶的千古佳句袁他与
菊花物我互融袁心与道冥袁固守寒庐袁恬静自适遥 陶渊
明是否醉心品菊袁史无记载袁故无从查考袁我主观臆
想袁陶渊明一定是倾情于品菊的手袁必然会深深感知
菊的和尧清尧幽袁香之奥袁且潜怀深情袁那观之若集松风
竹雨尧涧滴波涛袁雅趣悠然的菊花袁品之则深悟其内
涵袁一杯在手袁花与目合袁目与意和袁于深情中品出菊
花不畏严寒的坚毅袁挺然不俗的风骨袁不与百花争春
的淡泊遥 野一种浓华别样妆袁留连春色到秋光遥 解将天
上千年艳袁翻作人间九月黄遥 冶似乎这菊花来自天庭袁
夹带神异袁身怀奇功遥一抹金黄袁足以散淡寒蝉凄切的
悲哀袁枯藤老树的苍凉袁簇拥一个新鲜不老的季节遥

菊花的品种具有极大的多样性袁在现代科技的作
用下袁人们运用种间袁甚至属间杂交的办法袁来获取菊
花的新性状袁并通过返交尧互交等有性过程来获得新
性状的分离遥 这样如此反复的遗传重组和性状分离袁
新性状就越来越多袁甚至对其生长时节尧生长周期尧花
期都有改变的可能遥

由此可见袁当年黄巢想做青帝尧从而试图改变菊
花生长季节的宿愿袁于今看来袁是可以轻易实现的遥更
让人们引发思考的是袁当年欧阳修与王安石关于菊花
的争论袁苏东坡与王安石关于菊花的争论袁于今看来袁
都是幼稚或可笑的遥

野东篱把酒黄昏后袁有暗香盈袖遥 冶采菊是古代文
人的一种旧俗袁缘于文人们对菊花的偏爱遥 从种菊到
采菊袁从赏菊到品菊袁千百年来袁承载了文人们多少精
神寄托和情感归依遥 四书五经中袁轻易就能找到她的
踪影袁在诗人词客的枕边梦呓里袁文人雅士交错的杯
盏中袁都能闻出它细细的花语尧冉冉的芬芳遥

曾经听过周杰伦的一首 叶菊花台曳袁 令人忧思悱
恻袁泪眼凄然袁是谁将菊花谱成歌曲袁注入忧伤袁黯了
明月袁瘦了幽梦袁让人眉头紧蹙钥凝眸菊花袁野独坐黄昏
谁是伴冶 的感伤顷刻涌上心头袁野谁言五柳独钟爱冶尧
野自古文人咏到今冶尧傲立深冬见菊香袁人共黄花醉夕
阳遥 菊影盈心袁荡气回肠遥 古今文人墨客常寄情于此
花袁言志抒怀遥 野又是一年菊绽艳袁风中傲骨增秋光冶袁
野直把秋菊作知己袁满腔情怀惟花知遥 冶举不尽的菊花
诗袁诉不完的秋篱曲遥赏菊花曰看人生袁读懂菊花袁看破
沉浮袁进无忧袁退无虑袁个中滋味耐人玩味袁散淡地徜
徉于花浪翻滚的菊海中袁 直觉天地之气贯注心胸袁神
清意澈遥

菊花对人类怀有博爱之情袁她跨越贫贱袁触摸中
国大地的底层神经遥 她从上古走来袁穿越时空袁在叶诗
经曳中萌生袁在唐诗宋词的沃土中成长袁在明清及以后
的名篇佳作中绽放遥 菊花袁早已成了一个生命力旺盛
的文学符号和精神图腾袁 早已走进了人类的心灵深
处袁并融入到血脉之中遥 菊韵悠悠袁菊魂入梦袁你的影
子剪不断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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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刚到班就接到妈妈的电话袁 问我上班有没有迟
到遥 刚挂完电话袁微信又嘀嘀嘀地响了几下袁打开一看袁有
好几条未读信息袁先生的尧同学的尧好友的袁野出发了吗钥 这
个点再不走就真迟到了啊遥 冶野送孩子上学不能开车袁堵在
里面出不来遥 冶野你是强劳力袁加油浴 冶

一一回复后袁我心想不就是自己带孩子袁我都三十好
几的人了袁至于让大家这么不放心嘛遥 其实也不怪大家担
心袁我是生活野白痴冶袁用我妈的话我是油瓶倒了也不知道
扶的那种人袁上学的时候他们让我只管读书尧家务活什么
都不用干袁成家有了孩子后公婆就过来照顾袁家里也都安
排地好好的遥每次回娘家袁我妈做菜的时候总喊我去看袁说
我以后孩子大了也是要做婆婆的袁要学着点遥 然而我总说
这有什么的袁不还有孩他爸呢嘛袁毕竟就我们俩在家的时
候也是他做袁他嫌我做事磨叽袁我切菜的功夫人家已经把
饭菜做完了遥我妈看我这样袁就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袁担
心我会把自己和儿子饿死遥 好吧袁我承认一下子生活节奏
变得紧张有点不太适应袁甚至前一晚已经预约好了做粥的
时间袁担心锅罢工和睡过点袁半夜醒了好几次袁好在忙中并
未出错袁孩子好好地送到了学校袁我还提前十分钟到班遥

公婆想回老家不是一天两天了遥 先生是东北人袁老家
的新房刚拿到手公婆就来给我们带孩子袁很少回去袁房子
返潮尧涂料脱皮袁原本他们打算趁暑期一起带孩子回去袁又
遇到南京尧扬州等地出现了疫情袁怕往返隔离影响孩子开
学遥儿子已经八周岁袁是二年级的小学生了遥看二老思家心
切袁我们一合计决定让他们回去住一段时间袁给孩子报了
学校的延时服务袁午饭尧晚饭都在学校吃袁我们晚上下班正
好赶得上去接袁只不过早上时间紧张些袁要早起送孩子上
学遥 然而我觉得这不算什么袁上中学的时候天天早上四五
点钟起床尧晚上十二点以后睡觉也都过来了袁再辛苦也没
那个时候辛苦袁再说周围也有许多同事自己带孩子袁别人
能带我们为什么不行呢钥

想法如此袁现实毕竟是现实袁早晚的节奏也确实紧张
多了袁早上六点半醒来袁晚上九点半哄孩子入睡袁再起来给
他收拾书包尧准备第二天的早饭尧洗衣等等袁上床已经十一
点开外了袁我又有睡前看书的习惯袁翻上几页就到了十二
点遥 刚开始觉得有些吃不消袁可身体劳累袁心却充实了袁才
觉得这日子是给自己过的袁家也才真的像个家袁有了柴米
油盐烟火气袁有了更多牵绊和交流袁当然之前也是家袁只是
习惯了端起碗就吃饭尧躺下来就睡觉袁有种去食堂和宾馆
的错觉袁又觉得和上大学时候无异遥现在想来袁这生活本就
是我们自己的袁只不过我们习惯了被照顾袁自己不让自己
长大袁可人活一世袁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个体袁都该有自
己独立的人生袁 没有谁有义务必须对他人的人生负责袁毕
竟我们的父母也有他们想要的日子尧想要的人生遥 然而承
担责任就意味着放弃追求吗钥 我不觉得袁一个人倘若没了
梦想和爱好袁和咸鱼有什么区别钥柴米油盐酱醋茶尧琴棋书
画诗酒花为什么不可兼而有之呢钥

生活是门大学问袁如何过是我们自己的事袁然而生命
只有一次袁不管怎样袁我们都该朝着有意义有价值的方向
前进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尧更成熟尧更有魅力袁毕竟生活
是我们自己的浴

生活是我们自己的事
邱玲娜

我的家乡在四明镇东北部的开明村袁三面环射阳河遥
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袁这里有我顽皮的身影尧挚爱的亲
人尧童年的记忆遥 我深爱着这片土地袁它是我生命中的第
一块乐园袁记载着我的人生轨迹,见证了我的成长袁蕴藏着
我的记忆袁寄托着我的快乐与哀思遥

家乡是我魂牵梦绕的思念袁原来我的根就在那里遥 祖
祖辈辈一直过着日出而作尧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遥 一年忙
到头袁也就落个温饱袁虽然日子过得苦袁但活得通透遥 小时
候除了上学袁 就是跟着父母下地袁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
活袁夏收秋种袁割麦收豆遥 干一次活回来袁全身上下都是
土袁饥寒困顿袁顾不得换衣盥洗袁吃上几口饭袁倒头就睡遥
第二天天不亮袁家人就又开始新一天的劳作遥 就这样袁全
家人忙活了半个月袁黑水汗流的袁才能将几亩地的麦子归
仓遥 我的家里劳动力少袁农忙的时候袁左右邻居就来帮帮
忙袁搭搭手遥 他们也不求回报袁忙完后袁摆摆手就各自回
家袁忙自家的农活了袁在长期战天斗地的劳作中袁勤劳尧坚
韧尧善良尧协作袁已经融入祖辈的血脉深处袁成为一笔厚重
的精神财富遥

家乡历来重视教育遥 因为袁对农村孩子来说袁土里刨
食袁只能解决温饱问题遥 要想改变命运袁唯有好好读书袁考
大学袁进城袁吃公家饭遥 打小袁父母就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这
个道理遥 知识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遥 我 13 岁那年,因为学
业而离开这一片土地袁考入陈洋中学遥 当时我是全村唯一
一个被陈洋中学录取的袁并在陈中读完初尧高中遥 十年寒
窗袁冷暖自知曰一朝随愿袁喜不自胜遥 在自己看来袁这不仅
是对个人付出的最好回报袁更是对父母的最大孝敬遥 大学
毕业后袁我走出农村袁成了一名人民教师袁在城里落了地尧
扎了根袁成家立业袁成为一个城里人遥 尽管一步一个脚印

地走来袁无数次体会到了生活不易袁人生艰辛遥 但回望过
去袁几多感慨袁几多感叹遥

耕田是为了立命袁读书是为了立德尧立功尧立言遥 我庆
幸自己终于脱离了黄土地袁 但慢慢我发现袁 无论天涯海
角尧无论在政府机关尧无论什么岗位袁每逢节假日袁总喜欢
携妻带女袁抛下平日里所有的烦恼袁带着一颗无拘无束的
心回家乡找寻童年的记忆,让我浮躁的心灵得到慰藉遥 我
的孩子出生在县城袁现取得学士学位袁在上海就业袁从事
技术工作袁但她不曾吃我受过的苦袁也就不曾感受到我对
当下的珍惜遥 纸上得来终得浅遥 这些年袁我抽空把孩子带
回农村老家袁让她感受农村的生活袁更去体验祖辈耕耘的
地方遥 这里的一草一木尧一垄一埂都浸润着祖辈劳作的汗
水袁也包含着无数人对耕读传家的期盼遥 我要让耕读传家
的精神融入家庭教育袁并将其永远传承下去遥

春去秋来袁岁月留痕遥 2021 年 1 月 9 日袁我回家乡祭
祖袁家乡已不再是以前的家乡袁因实施野万顷良田建设工
程冶袁己搬迁到四明街东南的开明小区袁昔日那老式的土
坯房不见了袁 取而代之的, 是一幢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
而起袁造型美观别致的六层楼房袁从远处看袁就像一艘正
在启航的船帆遥 门前的道路也不是以前的道路了袁路边一
块块绿茵茵的草坪宛如绿色的地毯,原来东西向单车道改
造成 6 米宽的双车道, 新的开明村向南可接 S329 经陈洋
到射阳火车站遥 昔日头朝地袁背当天袁面黄肌瘦的农民袁已
经伴着家乡的变化节奏走向致富的道路了遥

历经风雨袁定格的是时间袁流逝的是岁月遥 我衷心地
祝愿我的家乡伴随着祖国前进的脚步袁建设得越来越美袁
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袁 我相信家乡的明天会更加绚烂
美丽浴 家乡袁生我的土地袁我爱您遥

我的家乡
赵祥新

今年 8 月份袁河南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袁为了保护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袁 我英勇的人民子弟兵再次冲到了抢险
救灾的最前沿袁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遥

看了河南数万群众自发汇聚在解放军浩荡车队缓缓经
过的市区马路两旁袁饱含热泪挥舞红旗尧横幅标语袁送别圆
满完成抗洪抢险任务的中部战区某部指战员凯旋军营的暖
心视频遥野感谢亲人解放军浴冶野洪水无情人有情袁军民一家心
连心浴冶野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浴冶噎噎呼喊声不绝于耳尧
响彻云霄遥车队渐行渐远袁送别的群众依依不舍挥手送别亲
人遥握手尧相拥尧敬礼袁泪水尧献花尧话别浴一幕幕动人的场景袁
仿佛峥嵘岁月军民鱼水情深尧难分难舍的历史画面再现遥

此情此景袁令人心潮澎湃尧感慨万千遥亲人解放军袁你们
辛苦了浴 你们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浴 是你们手挽手尧肩并肩袁

义无反顾地冲向抗洪第一线曰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袁冒着生命
危险袁在急流狂涛中筑起阻断洪峰肆虐的铁壁铜墙曰是你们
用擎天的力量袁以撼天动地的野人在堤坝在袁不胜洪水誓不
还冶的英雄气概和磅礴之举袁与人民群众一起袁同心协力袁打
响了一场抗洪抢险尧 气壮山河的人民战争袁 书写了军民合
力尧战天斗地的时代新篇章浴

感恩党的英明引领袁 得益四面八方驰援袁 军民合力而
为袁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袁堵住了撕裂的决口袁修复了溃塌
的坝体遥 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袁转危为安浴 人们的脸上露
出了忘却疲惫尧劫后重生的笑容遥我们战胜了这场百年一遇
的特大洪水遥野军民团结如一人袁试看天下谁能敌浴冶伟大的尧
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袁与山河同在袁与日月同辉浴

致敬最可爱的人
周军国

秋末绽馨香袁七彩耀日光遥
冬风融蕊笑袁丹鹤舞坚强遥

“咏” 菊
居文俊

党耀光辉始红船袁百年梦想今朝圆遥
美好前景新程启袁千秋伟业定凯旋遥

圆 梦
孙万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