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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腾飞喜事连

十月金秋朗日天袁
迎来国庆赋诗篇遥
神州大地欢歌起袁
华夏腾飞喜事连遥

中华复兴颂英雄

神州大地瑞霞红袁
锦绣江山丽日融遥
国庆歌声飞四海袁
金秋喜讯满长空遥
百年雪耻乾坤改袁

七二辉煌济世功遥
使命初心擎赤帜袁
中华复兴颂英雄遥

牢记初心更向前

辛丑中华喜事连袁
迎来国庆百花妍曰
回眸历史忧难忘袁
笑看今朝换地天曰
七十二旬风雨路袁
亿千万众复兴篇曰
神州奋起惊环宇袁
牢记初心更向前遥

献给新中国
七十二华诞的诗

颜玉华

庆祝国庆旭日红袁
怀念伟人毛泽东遥
丰功伟绩人景仰袁
英名传世口碑丰遥
唤起工农千百万袁
弘扬马列镇苍龙遥
南征北战惩腐恶袁

文韬武略显神通遥
高瞻远瞩西柏坡袁
运筹帷幄盖世雄遥
改天换地开新宇袁
扭转乾坤换稷容遥
国泰民安逢盛世袁
神州无处不春风遥

怀念伟人毛泽东
江正

小时候喜欢
安徒生童话袁
总是盼望着
邂逅七个小矮人袁
一起走进
白雪公主的家遥

那蔚蓝大海上的
白色泡沫
是人鱼公主变的吗钥
动人心魄的歌声
吹开朵朵浪花袁
在风中演绎着
爱之天涯遥

萌萌的丑小鸭
在茂密的芦苇间
张望袁

我何时能长出
洁白的羽毛呀钥
像美丽的白天鹅那样遥

光着身子的皇帝
正洋洋自得袁
童真的话语
惊诧了天下噎噎

我伫立流光溢彩的城堡下袁
沉醉于一幕幕
变幻莫测的
童话遥
你也想看吗钥
来吧浴
我们的安徒生童话乐园
是你的童话老家遥

童话城堡
文心

一抹绚丽中国红袁
晚舟女士成英雄遥
国际斗争前沿闯袁
恶劣环境迷雾蒙遥
肝胆相照求真理袁

智勇双全斗顽凶遥
国家人民为后盾袁
不屈精神无尚荣遥
经历千夜是期盼袁
胜利归来展峥嵘遥

欢迎晚舟凯旋归
孙万楼

丰收在望农民唱袁
稻菽翻腾万里长遥

沿海滩涂妆秀美袁
铁牛挥汗笑奔狂遥

丰收在望
居文俊

捕带船九月下旬进入
舟山渔场遥 过不了几天袁就
是 1979 年的国庆节遥 这个
国庆节很不简单袁 原因简
单院一是刚刚粉碎了野四人
帮冶曰二是野文化大革命冶宣
告结束曰三是以小平为首的
党中央把全国的工作重点
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上来遥

野李志勇袁张书记请你
到他那儿去一下遥 冶汛期会
办会刚一结束袁2003 号船船
长钱克勤带给我的口信让
我相信袁张海书记让我找他
一下绝不是什么小事袁多半
是与国庆节有关遥 一见面袁
张书记就开门见山地跟我
说院野今年国庆节袁从国家层
面来说袁庆祝活动既盛大又隆重遥 你看袁我们
要不要跟进钥 冶

我虽然猜着了他找我的目的袁 却没猜着
他找我商量的具体内容袁 猝不及防的我一时
愣住遥

野去年的中秋节袁我们搞了个文化活动袁今
年的国庆节袁 我们总不至于依样画葫芦噎噎冶
张书记停了一下袁接着说袁野找你来袁是因为你
是从盐中走出来的高才生袁想请你帮忙出出点
子遥 冶

从慌乱中清醒过来的我袁 终于明白了张
书记是因何事找我袁略一思索袁我说院野张书记
您说得对袁依我之见袁去年搞了文娱活动袁今
年最好上个体育活动遥 冶

野我也是这么想的袁但不晓得在船头上搞
什么体育活动适宜钥冶张书记接着说袁野刚才我
征求了各位船长的意见袁 大家伙也没说出个
米和豆子来袁 你所在船的船长钱克勤说让我
找你问问袁看有没有什么好点子遥 冶

我沉吟片刻袁说院野张书记袁我看我们不妨
搞个耶斗鸡爷比赛袁就在你这指挥船的舱面上袁
又长又宽又平袁不知您意下如何钥 冶

张书记一听袁 跳起来拍手叫好院野这个主
意好袁既安全又不花钱遥既能把活动搞得热热
闹闹袁又能把节后的生产搞得卓有成效浴 冶临
了袁张书记还不忘竖起大拇指遥

国庆节的晚上袁 饭后的上百号渔民早早
来到了张书记所在的 1001 号指挥船遥比赛开
始袁各船的野选手冶们纷纷亮相袁三个回合过
后袁获胜者等着下一轮袁而被淘汰者只能站在
人群中看热闹遥 初赛结束袁1005 号的武正风
渊上海知青冤进入了复赛袁并在随后进行的复
赛中袁越战越勇的武正风撞翻众多野拐手冶袁挺
进了半决赛遥

晚八点半钟袁半决赛开始遥承担比赛任务
的 1001 号指挥船灯火通明的甲板上袁就是掉
下一根针也能看得见遥 1003 号船船头王正平
身着黑布短袄袁腰缠大红缎带袁威风凛凛地跨
上了 1001 号船遥 对手武正风袁 就是下放在
1005 号船的上海知青袁也不含糊袁上身着黄
色军袄袁 腰束黑色布带袁 脚蹬一双军用解放
鞋袁 很是干练遥 随着裁判员张书记的一声令
下袁二人搬起膝头袁虎视眈眈地对望着遥 对方
都无破绽袁双方单腿跳着袁在舱面上转圈袁伺
机攻击对方遥转了约 3 分钟袁只见武正风突然
搬起膝头袁风驰电掣般地冲向王正平袁王正平
猝不及防袁踉踉跄跄后退了几大步袁武正风紧
追不舍袁把王正平逼出圈外袁胜了首盘遥随后袁
武正风改变策略袁 用他那条细长的腿不断地
改变攻击方法袁迫使王正平疲于奔命袁喘得上
气不接下气袁终于放下膝头认输遥

武正风赢了复赛遥 决赛的双方是刚刚赢
了王正平的上海知青武正风和早就赢了对手
的 1028 号船船长钱克勤遥 这钱克勤五短身
材袁鹤眉鹰眼袁野斗鸡冶是他的强项遥 在青少年
时代袁学校举办野斗鸡冶尧游泳等比赛袁冠军十
有八九是钱克勤的遥今天袁早早赢了对手的钱
克勤正以逸待劳袁 等待另一场复赛的胜者决
斗遥

野决赛开始浴冶张占海的话音刚落袁只见钱
克勤尧武正风麻利地搬起膝头袁齐刷刷地冲进
决斗场遥 武正风的斗鸡策略全被早就获胜的
钱克勤看在眼里袁决赛战场上袁像膏药一样沾
在武正风的身上袁 不停地用他那坚硬的膝头
袭扰对方遥 武正风有力使不上袁在不停转圈袁
渐显疲态遥钱克勤瞅准机会袁膝头一个使劲猛
力上挑袁只听野咚冶的一声袁武正风悬空掼倒在
舱面上遥 首局获胜袁钱克勤有点大意袁骄傲的
情绪被武正风看在眼里袁他假装腿力不支袁搬
着膝头的双手渐渐有点发野抖冶遥 钱克勤以为
胜券在握袁捧着膝头在后猛追袁不料却中了武
正风的野拖刀计冶袁在武正风的急速停野逃冶袁转
身面对时袁钱克勤一个踉跄没有把野车冶刹住袁
被武正风轻而易举地挑落野马冶下遥

野啊浴中了他的暗算浴冶吃了亏的钱克勤嘟
囔着遥关键的第三局开始了袁钱克勤不等对方
布局袁 只见他搬起膝头袁 一马平川直冲武正
风遥武正风没料到钱克勤会来这一招袁慌乱中
一脚踩出圈外遥野噢袁钱老大胜了浴冶一刹那间袁
1028 号船上的十多号人一齐冲上 1001 号船
的甲板袁抬起钱克勤袁不停地把他抛向空中遥

同国家的国庆庆祝活动一样袁 张占海带
领的冬带捕捞船以野草根冶方式热烈地庆祝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和粉碎 野四人
帮冶一周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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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前观看升国旗袁一直是我非常强烈的心愿遥 借国
庆节出差去北京的机会袁终于等到那激动人心的庄严时刻遥

那天晚上我关掉电视早早休息遥 睡梦里袁 梦见五星红旗遥
我惊醒了袁看看时间袁才凌晨三点多钟遥 尽管宾馆外面不是漆
黑一片袁但毕竟还是深夜遥 因为我怕再眯过时辰袁索性就起床袁
叫醒我的同事遥

节日的北京袁凉意已重遥 凌晨袁我们穿上夹克袁戴上水杯袁
打的直奔天安门广场袁想早早抢个好位置遥 当我在金碧辉煌的
天安门一侧下车时袁广场上早已站着一片黑压压的人群遥 他们
比我还心急袁可能有许多人根本就没睡觉遥

站我身边的一对中年夫妇袁他们正在帮助孩子整理民族服
装袁孩子自己拿出叠得整齐的红领巾仔细地系在脖子上袁问母
亲院野好看吗钥 冶母亲点头院野我儿今个最帅浴 冶孩子说院野母亲的孩
子最美啦浴 冶并把目光投向矗立的旗杆袁眼中充满了炽烈的期
待遥

我忍不住地询问他们来自什么地方袁孩子父亲说来自云南
彝族遥 因为孩子今年十四周岁了袁快要离开少先队袁他想在离
队前到天安门看一次升国旗遥 孩子的脸蛋在灯光和红领巾的

映衬下显得红扑扑的遥 他指着小女孩说袁她今年十月份刚好达
到加入少先队年龄袁我们一家四口就借国庆节赶过来了遥 他们
用这种形式袁为两个孩子举行退队和入队仪式袁在幼小的心灵
里种下一粒红色的种子遥

广场上的人流像潮水一样从四面涌来袁男女老少袁南腔北
调袁多种民族服饰犹如盛开的花朵遥穿戴一新的人们袁以最好的
妆容向五星红旗致敬遥 忽然人群中一阵躁动袁原来是几位白发
苍苍的老人袁坐在轮椅车上从旁边走过袁当看到老人胸前佩戴
着一排闪亮的奖章时袁大家心里肃然起敬遥

广场突然间安静无声袁只听到自己的心跳遥 歌唱祖国的音
乐响起了袁从金水桥走来国旗护卫队遥 国旗护卫队战士们正步
来到了升旗台前袁只听野啪冶的一个立定袁两名护旗手站在旗座
两旁袁叶义勇军进行曲曳在宁静祥和的清晨奏响遥

五星红旗和红日一同冉冉升起袁我眼含泪花注目着五星红
旗在国歌声中缓缓升至旗杆顶端袁 高高地飘扬在蓝天白云间袁
顿时觉得胸中有一股暖流在激荡袁耳畔仿佛又听到天安门城楼
上野人民万岁冶的声音在回响袁那一刻袁我为我是中国人而骄傲曰
那一刻袁我为生在伟大的中国而自豪浴

天安门前看升旗
邹德萍

父亲生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袁 整天除了闷头在地里
和母亲一起干农活之外袁 一闲下来就骑着摩托车外出收
收鸡鸭鹅袁做起家禽贩卖的小生意遥

但有一天除外袁那就是每一年收获季中的国庆节遥 每
年十月一日的清晨袁习惯早起的父亲在吃过早饭后袁就会
很严肃地嘱咐全家人今天不论有什么事都不用管袁 全部
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过节遥 有着小学文化的父亲曾经在家
人面前很认真地讲过院国庆节是一年里面最重要的节日袁
比春节都重要袁因为父亲与新中国同岁遥

由于老爸与新中国同岁袁 所以他生前与国庆有着特
别的感情遥 一年又一年的十月一日袁从过去听广播喇叭到
后来听收音机直到看电视袁 父亲永远都保持着虔诚端坐

的姿势袁当远远近近传来野全场起立袁奏国歌袁升国旗冶的
或浑厚或响亮或高亢的声音时袁 父亲就会激动地站起身
来袁努力挺直腰身袁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袁双手紧紧贴着
裤缝袁目视前方袁用自己的方式向庄严盛大的国庆献上一
个农民最崇高的敬意遥

所以父亲的国庆情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没变过袁哪
怕是他钟爱的菊花田突然出现了意外遥 那年的十月一日
正逢国庆 60 周年大阅兵袁父亲像往年一样正端坐在椅子
上等待着电视上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遥

这时袁母亲冲进家袁急火火地对父亲说院野你赶紧去田
里看看吧袁我家菊花田被邻居一头牛踩了好大一块啊浴 冶

父亲惊慌地站起来望着母亲院野你看清楚是我家的那

块菊花地吗钥 冶
野我还能说假话吗钥 冶父亲本能地要转身离开袁赶紧去

看他那视作命根子的菊花地袁 但此时庄严的国歌开始奏
响袁 父亲立刻站直身子一动不动地目视前方电视上冉冉
升起的五星红旗袁任母亲在一旁怎么催他都无动于衷遥 那
一刻袁他的心中有着怎样的纠结钥 一头是他视如命的菊花
地袁一头却是他看得比命还重要的国庆场面噎噎

野你个死心眼浴 不会等以后看重播钥 一个农民靠什么
过日子钥 地里的菊花浴 没了菊花光看电视能吃饱饭钥 冶母
亲嘟嘟囔囔地走远了袁 父亲却固执地坐下来看那盛大的
阅兵式遥

父亲只有小学文化袁不会讲什么信仰问题袁但他心里
很清楚什么才是他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爱遥

一晃又到今年国庆节了袁 又到父亲激动的那一刻噎噎
可是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四年多了遥 但我相信袁他老人家在天
堂肯定也在观看升国旗仪式遥

父亲的国庆情怀
张建忠

国庆节大概是除了春节以外袁最喜庆的日子吧浴
街上拥挤的人潮尧商店门前悬挂着的大红灯笼尧来去匆匆

的汽车噎噎无一不张扬出小城的繁忙热闹遥
鲜嫩的春花长成了秋果袁 透明的阳光把黄绿色的梧桐树

染成了一种更温暖的颜色遥我走在车如流水的马路上袁脸上带
着阳光一般的微笑曰心中是阳光一般的心情遥 暖暖的袁像云朵
一样柔和袁像天空一样广阔遥 身边不时有贴着大红野喜冶字尧披
红挂绿的车队经过遥 美好的日子中也有着美好的祝愿遥

此时袁我才发现院原来我所居住的小小的县城也可以如此
热闹遥

虽说野十一冶长假袁外出旅游的人多了起来袁但在家享受天
伦之乐的人仍不在少数袁和乐融融的三口之家随处可见遥年轻
的妈妈推着婴儿车袁 婴儿的脸上漾着我所见过的最纯真最无
邪的笑遥走到千鹤湖公园袁却意外地发现这里正在举行集体婚
礼遥 新娘们身穿白纱袁羞涩却掩饰不住幸福的神情遥 新人们将
共同迈向神圣的婚姻殿堂遥 为他们祝福的人也不少袁 人头攒
动袁仿佛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和睦遥慈祥的长者逗着胖乎乎的小
孩袁青春洋溢的少年们带来了欢乐的节拍遥欢快的节奏响彻云
霄袁幸福的音符撒遍大地遥 蓝天白云下袁随处可体现出生活的
美好遥

小城的版图在悄悄地变化袁在悄悄地延伸遥新兴的开发区
工业区袁 新建的居民小区噎噎这座海滨的小城正在悄悄地变
得绚丽多彩曰 人们的生活也变得五彩缤纷遥 看到这崭新的一
切袁任谁的心里都会欢欣遥

渐渐远离喧闹的人群袁我望着远处鸥鹭飞翔的滩涂遥莽莽
苍苍了不知多少年的滩涂袁今天是否依然沉睡如昔钥青黄色的
芦苇滩上浮了一层白色的轻纱袁那是庆祝国庆的新裳吗钥

我想袁它们和那些海上的生灵袁一定也在阳光的照耀下努
力歌唱吧浴还有那些沐浴在玫瑰红色晚霞中的高楼袁一定也在
清风的吹拂下袁带着它们的愉悦袁为滩涂和声遥

华灯初上袁大街仍不减白日的繁忙曰夜色渐浓袁黑暗中亮
出了点点霓虹遥 我相信袁明年的今天袁一定会更加美好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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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7 年至 1948 年间袁我家是华中工委地下交通站遥 中
共中央华中局在黄沙河北的耦耕堂袁 而盐东县委在黄沙河南
的大码头遥 我家在黄沙河边上袁盐东县委的领导人胡特庸尧魏
心一尧程步风尧沈文渔到华中局开会袁渡河前后吃住都在我家袁
华中工委的人到盐东来也在我们家吃饭开会遥 中共中央华中
局在射阳有多长时间袁我们家就当了多少年的地下交通站遥

我们家是兴桥最早的人家之一袁 从建湖刚过来时是借的
丁家房子落的脚袁以后从亲戚家借了 20 担稻谷袁买了地主肖万
清的 100 平方米土地袁门面是 1 丈五尺宽袁长长的一溜袁从街心
一直延伸到小河边遥 当时袁我家是草房袁芦苇箔子墙遥 紧挨黄沙
河的是一条小河袁我们家在大河和小河连接的地方袁开了后门
便是河边袁上船就在河边遥

过了很多年袁 我们才知道我们家曾经是共产党华中工委
的交通站袁父亲竟一直没有与我们细说遥 2008 年 8 月袁我陪着
父亲见到当时县委书记胡特庸的警卫员吴宏干袁 才了解和证
实很多细节遥 胡特庸尧魏心一到华中局开会袁尽在我家吃饭袁有
时从耦耕堂回来就在我家开会袁布置落实华中工委会议精神遥

射阳县是在 1942 年 4 月从阜宁县东部划出来的袁 盐东县
是 1941 年 11 月从盐城县东北部划出来的袁在 1949 年 11 月合
并到射阳县遥 这两个县都是共产党新四军开辟盐阜根据地后
成立的遥 盐东县委设在南洋大码头袁射阳县委设在陈洋遥 而合
德尧陈洋两个集镇都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着遥 当时华中局委机关
在合德北边的耦耕堂袁在射阳尧阜宁尧滨海的交界处活动遥 陈
毅尧粟裕在 1946 年后把部队拉到山东的沂蒙山区袁在那里建立
了华东局遥 留下来的部队组织成立华中局袁在射阳县的耦耕堂
继续指挥华中局的革命斗争遥 中兴桥是黄沙河边的集镇袁是归
盐东县管袁也是县委社会部控制的重点地区袁过了黄沙河便是
射阳县了遥 穿过敌占区袁迂回穿插袁路上危险遥 胡特庸从大码头
到中兴桥要走三个小时路袁 过黄沙河穿过敌占区还要走四个
小时遥

兴桥镇袁在抗战时是盐阜地区的重要游击区袁处在盐城尧
阜宁两县的交界处遥 共产党来到盐阜区袁黄沙河南变成盐东县
六区袁河北变成射阳县四区遥 日寇经常来这里扫荡袁在黄沙河
北的浴室曾住过 29 天袁这里一度是伪匪徐伯鸿的地盘遥 到了
1947 年袁这里是国共两党拉锯的地方袁而黄沙河河北至合德一
带袁更是国民党军队控制严密的地方遥 过了黄沙河袁敌我形势
复杂袁在敌我间穿插袁行路艰难遥

当时盐东县委书记是胡特庸遥 1941 年袁新四军军部在盐城
重建袁胡特庸任盐城县委秘书遥 后来成立盐东县袁胡特庸当社
会部长兼敌工站长袁再后来是组织部长袁县大队政委袁牺牲前
是县委书记遥 因为兴桥地位重要袁父亲入党是胡特庸当社会部
长兼敌工站长时谈的话遥 要求当地下党员袁不公开袁归县委社
会部管袁单线联系袁而直接联系人就是社会部长胡特庸遥 而当
时的县委秘书长兼行政科长沈文渔是我母亲的姑父遥 我的祖
父李鸿宾是非常好客的人袁沈文渔便以投奔亲戚的名义袁到我
家落脚吃饭休息或者开会遥 我们家便成了华中工委在黄沙河
边上的地下交通站遥

从盐东县驻地大码头到耦耕堂的华中局机关开会袁 他们

有时骑马过来袁更多的是步行来回袁到黄沙河边是三四个小时袁
过了黄沙河便是射阳县了遥 两县相交袁情况复杂袁鱼龙混杂袁一
路上袁要避开敌人袁走得很慢袁一般到黄沙河边吃过中午饭再往
北赶袁有时也住过遥

对门开布店的王学书总是说野你们家亲戚又来了冶遥 兴桥
的地下党员洪福明尧仲秀仪尧仲秀山袁也都知道父亲是地下党
员袁心里有数袁但谁也不多说什么袁在暗暗保护着遥

当时金星村的吴宏干是胡特庸书记的警卫员遥 胡特庸吃
饭时袁吴洪干就看着大红马袁在门口守着遥 胡特庸书记与魏心
一有时在饭桌上商量事袁一谈两三个小时袁吴洪干与父亲便在
外面站岗遥

2008 年夏天袁我与父亲带上桂圆袁去看望吴洪干遥 车出合
德袁过兴桥袁到万隆村遥 吴洪一见面便喊野老领导袁你是老地下
党啊浴 冶几句话一喊袁父亲眼里发热袁两个人手拉手袁父亲打量
着说院野60 年没见面了呀遥 冶

父亲与吴洪干是 1948 年见过面袁以后便没见过面遥吴洪干
说院野你们家是盐东县委与华中工委地下交通站遥 在你家吃过
好多顿饭袁你家喜欢红烧鸭子尧百叶烧肉遥 你们家做的红烧鸭
子最好吃袁胡书记吃不够冶遥

父亲说院野那时您背着盒子枪袁多精神呀冶遥 他也是属龙的,
那年父亲与他都是 19 岁的青年遥吴爹爹当时种着 7 亩地袁身体
还硬朗遥吴洪干啦起 60 年前到我家吃饭的事遥当时盐东县委书
记是胡特庸袁县长是陈步凤袁宣传部长是陈易新袁县委秘书长兼
行政科长是沈文渔遥 中共中央华中局在合德北边德耦耕堂袁有
时在五汛港尧蔡桥袁多是偏僻的地方遥 盐东县委领导到华中局
开会必从中兴桥走遥 到我家便吃饭袁或倒头便睡觉袁警卫员吴
洪干与父亲为他站岗袁 姑母则在附近放哨遥 在紧张的战争年
代袁这两个同龄人紧密配合袁也深为了解遥

当时华中局书布置土地改革尧反扫荡与支前工作袁盐东县
委经常是胡特庸尧沈文渔来袁一个是县委书记袁一个是县委秘
书袁常常骑着枣红马遥 有时陈步凤尧魏心一尧陈易新都来了袁一
桌也坐不下遥 他们到我家袁一般就吃中午饭袁每顿三四个菜袁他
们喜欢吃鸭子烧芋头尧豆腐皮烧肉袁红烧小鱼袁菜少也不讲究袁
有什么吃什么遥 祖父从来没有要过他们的钱遥 在一年多后袁胡
特庸派人驮来 300 斤小麦袁祖父怎么也不肯收袁说共产党是帮
助穷人打江山的袁 希望他们早点打下江山袁 让穷人过上好日
子遥 他们硬是把粮食放下了遥 最后一次袁胡特庸没有来袁祖父还
总是念叨着这个从大别山过来的红军遥

1970 年冬天袁我是从兴桥出去参军的袁一晃也 50 年了遥 不
久前袁回家到小河边上袁河道已经被淤积了袁黄沙河的水仍然浩
浩荡荡遥 这里毕竟是华中工委的地下交通站袁是盐东委与华中
局之间联系的要道袁为中国革命做过贡献遥 我们的祖辈父辈在
最为困难的日子袁帮助过胡特庸和盐东县委袁做过华中工委地
下交通站遥 我怀念为华中工委做过贡献的前辈们遥

我出来 50 多年了遥 不管住到哪里袁都有客居的感觉袁有种
挥之不去的隔膜袁只有到了这里袁才找到回家的感觉袁像是回到
了母亲的怀抱遥

我家是华中工委的地下交通站
李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