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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群体袁梦想有多长
在各个时期就会迸发出多大力量
您交出的九十五张答卷
张张都为了祖国安宁尧人民安康

一个群体袁信仰有多高尚
在各自的岗位就有多大责任担当
您用九十五载雷厉风行证明
听党指挥尧能打胜仗尧作风优良

且不说战争时代各种残酷的战场
您的功劳业绩无与伦比举世无双
单就十九大以来这几年
您就建树无数的辉煌

荆楚大疫袁您第一批冲进武汉病房
南方水灾袁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堤防
野港独冶小丑挑起占中闹剧
您一操练口号声就吓退魑魅魍魉
野台独分子冶狂购美国军武
您一亮相吓得台独东躲西藏

美军航母南海寻衅
您威武迎战吓退豺狼
印军西北边境滋事
您果敢迎战铸就铁壁铜墙

实现野两个一百年冶夙愿
实现强国复兴伟大梦想
哪一刻都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
哪一程都需有稳固强大的国防

您是中华民族的擎天一柱
您是永远压不弯的华夏脊梁
值此您九十五岁生日之际
衷心祝愿您百战百胜尧越来越强

致人民子弟兵
裴艺元

一面由热血织成的旗帜
无论是炮火封锁的桥头堡
还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壕
无论是大漠戈壁
还是孤礁海岛
无论是洪水威胁的长江大堤
还是肆虐的疫情
哪里危险旗帜就插向哪里
只因是人民的武装
只因党指挥枪
只因人民军队忠诚于党
因而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野八一冶
活跃在人民军队的血液里
永远指引前进的方向

“八一”一面旗帜
江正

南昌打响第一枪袁人民从此有武装遥
将士同心驱匪寇袁军民联手斗豺狼遥
防洪救灾千家颂袁抗震帮扶万里扬遥
钢铁长城保家国袁江山永固铸铜墙遥

“八一”颂歌
谷子

那是 1968 年袁是野大革命冶运动的第
二年遥 野上山下乡冶正搞得热火朝天袁我回
到了生我养我的小渔村袁出海接受野再教
育冶遥

与我同船的也有一位姓李的袁 大名
李清和袁那年他已年满 30 岁袁还没有成
亲遥 为此袁他的父母很是着急遥 之所以着
急袁皆为孙子故遥 李清和上有三个姐姐袁
下有三个妹妹袁他是家里的独子袁因为姐
妹多袁家里穷袁吃了上顿没下顿袁李清和
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遥 他的老父弄船袁为
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袁 他老父想把他
也弄上船袁挣几个工分袁也好补贴补贴家
用遥 他的老母虽然舍不得她的独子出海
去熬风瞌浪袁但迫于家里经济窘迫袁不得
不像送子去参军一样袁 把李清和送上了
船遥 就在李清和出海参加渔业生产的第
二年袁他的老父患了重病袁不能出海袁全
家生活的重担就压到了李清和一人身
上遥 尽管他不辞辛劳袁活儿拣重的干袁担
子拣重的挑袁 挣的工分在单份头中也是
最高的袁 但也只能勉强维持全家的基本
生活开支遥 而最让他老父老母焦心的不
是家里的生活问题袁而是一晃袁李清和出
海生活快 10 年了袁 至今仍单身一人袁连

个上门提亲的人都没有袁 眼看传宗接代
要成泡影了袁怎不让他父母焦急上火钥

就在他的父母焦心上火之际袁 好事
来了遥 李清和母亲的妹妹嫁在县城往西
的一个农业大队袁 按辈分她应该是李清
和的姨妈遥 李清和姨妈同一姓顾的人家
是紧隔壁邻居袁顾氏有一女袁因车祸断了
一只胳膊一条腿袁 虽说从死神那里拽回
了一条命袁但一只胳膊只能歪着袁一条腿
只能斜着袁走路还一拐一拐的遥 因有此残
疾袁 顾女芳龄虽过而立袁 至今却未能嫁
出遥 清和姨妈把顾女和她的姨侄两只手
拎着一比袁 觉得很是般配袁 于是从中撮
合遥 这清和虽有独子优势袁但想到自己年
已三十袁再拖下去高不成低不就袁弄不好
这婚姻大事就能黄了遥 正好他父母整日
为他的婚姻操心袁虽听说顾女身有残疾袁

但那是膀子与腿袁与肚子不相干袁只要有
个好肚子袁能怀胎足月袁保他李家有后袁
那不还是好事一桩钥 于是也同清和一样
一口答应了这门亲事遥

眼下剩下的问题是钱袁 没钱这婚咋
能结得起来钥 左思右想之下袁李清和硬着
头皮走进了大队的会计室遥

野徐会计袁我想想付钱遥 冶李清和的嘴
张了张袁 终于说出了这句他在肚里憋了
好几天的话遥

野付钱钥 冶徐会计把头抬了抬袁野你说
要付钱钥 冶

野是的袁我想付钱遥 冶李清和点着头袁
索性大着嗓子应道遥

徐会计见李清和来者不善袁 心中暗
道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袁没必要同他一个
弄船的计较袁 于是从桌上的账本盒里抽

出了野付款明细冶袁找着了李清和的名字
后袁拨拉着桌上的算盘袁随后抬起头告诉
他院野你不能付钱了遥 冶

野为啥我不能付钱钥 冶李清和壮着胆
子反问了一句遥

因前有暗示袁那一天袁这徐会计的态
度十二分的好袁 居然没有往常的那种居
高临下的架子以及大架子衍生出来的
火袁 反而和颜悦色地对他说院野你先别问
我为啥不能付钱给你袁 你先告诉我为啥
要付钱钥 冶

野我我要带亲浴 冶李清和硬着头皮说遥
野按说袁带亲是人生大事袁我应该帮

你遥 冶徐会计说袁野李清和袁你听着袁不是我
不帮你袁 而是你的账上不仅不余钱袁相
反袁还超支 53 块 4 角 8 分袁你说袁你让我
怎么帮你钥 我总不至于把别人账上的钱
划拉给你用啥钥 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钥 冶徐
会计义正词严遥 李清和呆在那里袁嘴里嘀
咕道院野那袁 那袁 那袁 那不就玩不起来了
嘛浴 冶

野哈哈哈噎噎冶会计室里哄堂大笑遥
野李清和带亲要要要玩不起来冶的歇后语随
着笑声不胫而走遥

渔村趣事———婚结不成了
李志勇

上了年纪袁 那些难忘的事袁 成为回忆的最好资
料遥 近十年来袁我就把这些往事记了厚厚几大本遥 有
些事和人想不起来了袁 就打电话询问有关人袁 烦了
很多熟人遥

最近袁我又在笔记本上记上一件让我难忘的事遥
那就是在县委组织部举办的微党课比赛中袁我

得了全县唯一的特别奖遥 7 月 28 日袁县委组织部派
员把荣誉证书送到我家袁 熟悉我的人纷纷为我点
赞遥

决赛是 7 月 27 日下午举行的袁地点在县艺术中
心袁参加决赛的有 17 人遥

那天袁我的精神状态特别好遥负责演讲的工作人
员袁唯恐我这位 86 岁的老人站着演讲吃不消袁特地
给我搬来一张椅子袁要我坐着讲袁我谢绝了他袁坚持
站着脱稿演讲到底遥 声音洪亮袁 姿态自如袁 层次清
楚袁没有一句重复遥 评委张锋赞扬说院野一站到底袁一
气呵成袁一如既往袁不容易呀浴 冶演讲一结束袁评委贺
寿光就给我发来微信院野你讲得很好袁 感动在场观
众袁组织部决定明天把荣誉证书送到你家遥 冶

我是代表退休单位县总工会演讲的遥 县总工会
领导听到我荣获特别奖的消息袁高兴地说院野这是我
们工会的光荣袁 我们要把顾老作为典范袁 组织本单
位全体同志向他学习遥 冶

事情成功的关键袁取决于自己的思想认识遥我接
到任务后想袁 这是工会领导对我的信任袁 我决不能
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曰 对组织部而言袁 这是一项事

关党建的重大活动袁 每个党员必须抱着认真负责的
态度支持这次活动遥 作为一个入党 48 年的老党员
更应该全力以赴遥

有了思想认识后袁我便狠下功夫遥今年是我新闻
写作 63 年袁一位同志为我写了长篇通讯登在叶盐城
宣传曳杂志上遥 我起初打算把这材料作为讲稿袁但发
现太长袁又完全写的是搞新闻的事情袁与工会工作无
关遥 于是袁我舍掉此稿袁重新写了篇叶忠贞不渝心系
党曳的稿子袁讲我 65 年的工作袁如何以党性坚持过
好组织生活曰 以及教育孩子们把家中在改革开放后
出现的喜事记在党的账本上遥 总工会王海军书记看
了认为很好遥 于是袁我就背了起来袁前后背了 20 多
次遥 一天袁工会通知我去试讲做视频袁报组织部遥 我
一讲就成功袁博得大家热烈鼓掌遥 过了 10 多天袁组
织部通知我参加预选袁 我在 60 多人中获得入围决
赛的资格遥 近来身体很不好袁能不能去参加决赛袁工
会领导和自己都觉得是个问题遥 工会负责这项工作
的同志说袁如果身体吃不消就向组织部报告弃权吧浴
我坚定地说院野到时多吃点药袁一定要坚持下来浴 冶

演讲那天袁工会派专车接送袁并派两名同志一起
陪护我遥 他们在台下袁 看到我演讲得很好袁 兴奋异
常遥

好啦浴 我要把这件事完整地记在笔记本上遥 目
前袁各行各业都在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袁
请允许我也把这次成功演讲算是迎接二十大的一项
实际行动吧浴

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
顾长清

我的发小牛大力袁特崇拜尧向往特种兵袁做梦都想当
那神奇尧威武尧震撼人心的特种兵遥 那年袁他如愿以偿跨
入特种兵军营袁可没能当上真正的特种兵袁而是在特种
兵炊事班一待就是几年袁直到退役遥

那天袁他去一家加油站应聘安全员袁还是穿着平时
不离身的迷彩服来到加油站遥 面试即将开始袁站长却接
到通知袁临时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遥 牛大力便从室内到
室外袁开始熟悉站区环境遥 突然袁前面传来一阵激烈的争
吵声遥 循声而去袁只见一个大胡子怒睁双目袁手中挥动着
塑料油箱随时可能向加油工小莉砸去遥

野我拿钱买汽油袁凭啥不卖给我浴 冶大胡子声嘶力竭
地吼叫着遥

小莉惊恐地躲闪在一旁袁 颤颤巍巍地嘟囔着院野散打
汽油要噎噎要凭公安的证明袁这是站里的规定遥 冶

野去你奶奶的袁买二斤汽油还要去公安局开证明袁老子就不信浴 冶大
胡子骂着袁随手摘下一支加油枪遥

小莉愣住了袁旁边的人也愣住了遥 就在这时袁牛大力出现在面前袁
使劲摁住大胡子手中的油枪遥 野不就是买几斤汽油吗袁我帮你找领导协
调遥 冶他拿过大胡子手中的油箱进了办公室袁出来时空箱变成了满箱遥

野还是你小子识时务遥 冶大胡子骂骂咧咧地扔下一张纸币遥
看着大胡子匆匆离去的身影袁牛大力也随之走出站区遥
野这个迷彩服是谁呀钥 怎能违反制度做老好人啊浴 冶小莉和同事们

疑惑中夹带着惊讶遥
再说那大胡子在不远处登上公交车遥 拥挤的人群中袁他悄然打开

蛇皮袋裹着的油箱袁将刚买来的汽油倾倒在地板上袁一只手迅速按动
打火机遥 野啪冶的一声袁打火机窜出一股蓝幽幽的火舌遥

野哈哈袁让你们陪我一起上西天吧浴冶大胡子狰狞地笑着遥可是他没
有看到呼啸而起的烈火袁却是野哧溜冶一声袁打火机熄灭了遥

野点不着的袁我给你油箱里灌的自来水遥 我知道你不安好心遥 冶
大胡子猛抬头袁看到了牛大力在冷笑着遥
野啊袁你耍我浴冶大胡子抽出砍刀袁绝望地吼叫着袁挥舞着遥人们一片

惊慌遥
野住手浴 我是特种兵浴 冶牛大力一声怒喝袁犹如雄狮咆哮遥 就在大胡

子一愣之际袁牛大力将大胡子死死压住遥
警察很快赶到袁人们齐声高喊院野感谢那位特种兵浴 冶牛大力野啪冶地

立正袁向众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袁然后掏出一张纸币交给警察院野这
是大胡子买汽油的钱遥 冶

野谢谢你袁特种兵同志浴 冶警察握着他的手遥
牛大力满脸得意袁心里在说野终于当了一次特种兵冶袁然后挥挥手袁

大步流星向加油站赶去袁把那雄壮的叶特种兵之歌曳洒了一路噎噎

我
是
特
种
兵

许
尚
明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袁 大半辈子
下来袁我最爱唱的歌就是叶咱当兵的
人曳遥

我的父辈中有 4 人是新中国成
立前老党员袁3 人是革命军人袁1 人
是革命烈士遥 我叔叔姚国志袁1942
年抗日战争中参加新四军袁 当时只
有 16 岁袁在部队入党袁22 岁时在 88
团 2 营参加淮海战役壮烈牺牲袁遗
骸至今没找到遥 在那个年代袁大姑娘
小媳妇支前送情报的有袁参军的少袁
可我的姑母姚军渊参军后取的名字冤
小时候受叔叔影响袁 一心要打败日
本鬼子袁在叔叔参军的第二年袁她跑
到百十里外的滨海县 渊当时叫阜东
县冤东坎镇参加八路军袁后合编到新
四军三师黄克诚部队袁 解放战争爆
发后又跟着大部队开赴东北袁 参加
了辽沈尧平津战役袁一直到解放海南岛遥 在部队里
她结识了老家上饶的姑父单志辉袁并结为夫妻遥 姑
父新中国成立后任原沈阳军区后勤部财政部副部
长袁1950 年代被授予大校军衔袁 是和方志敏烈士
一起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老革命遥 抗战片
叶掩不住的阳光曳中主角张先就是以单志辉为原型
创作的遥 我的父亲姚国书 1946 年入党袁淮海战役
中他作为民兵大队长带领民工参加支前袁 推着独
轮车经过苏鲁豫皖 4 省袁 经历纷飞战火还负有轻
伤袁被评为支前模范遥

1955 年我呱呱坠地的时候袁红旗早已飘上祖
国蓝天袁我们这一辈人六七十年来都没见过战场
的硝烟袁享受着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给我们换来
的和平和安宁遥 记得我十来岁时袁姑母回来过一
次袁身边有两个警卫员遥 姑母高个子袁大眼睛袁人
长得很美丽袁穿着军装袁戴着军帽袁红五星红领章
闪闪发光袁特别耀眼遥 父亲和姑母向我们兄妹讲
战场上叔父和无数先烈英勇牺牲的故事袁要我们
永远记住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人民打下江山袁
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遥 父辈的要求尧叔叔的事迹尧
姑母的形象根植在我和哥哥姚焕顺的心中袁我俩
从小就立志当一名解放军战士袁接过父辈手中的
枪遥

1960 年代末袁 哥哥一到入伍年龄就跨进军
营遥 1976 年袁我高中毕业后也实现参军愿望袁带着
父辈的期望和满腔的热忱跨进军营袁 被分配在辽
宁省本溪市 000 三九部队当工程兵遥在部队袁我先
后当过炊事员尧驾驶员遥 期间袁我曾利用假期去沈
阳看望过姑父母袁两位老人家当时已经离休遥 他们
见到我很高兴袁鼓励我在部队好好干袁早日加入中
国共产党遥 那时袁部队正常开展学雷锋活动遥 每次
出差到抚顺袁 我都抽空到雷锋纪念馆去学习感受
雷锋的事迹和精神袁暗下决心袁争做雷锋式的好战
士遥 1979 年冬天袁我去抚顺执行任务时袁发现路边
停了一辆车袁车后轮胎坏了袁车主急得团团转遥 我
不顾天寒地冻袁随即从车上取出工具包袁帮助车主
修补车胎袁并给他车子装上防滑链遥 大雪中冻得全
身直哆嗦袁我就在排气管旁烘烘手取取暖袁用了近
一个小时车才修好遥 车主十分感激袁从包里掏出钱
要答谢我袁被我婉言谢绝遥

东北冬天的正常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袁早上出
车前必须提前用木炭在发动机油底壳预热袁为了保
证每天汽车运输任务的完成袁我总是凌晨四五点起
床袁为自己和战友的汽车预热袁随时待命噎噎

入伍 8 年袁 我从一个普通农村青年袁 成长为
野优秀共产党员冶野优秀义务兵冶野红旗车驾驶员冶遥
1984 年袁 我从部队转业到县公路管理站当驾驶
员袁我仍然像在部队紧握手中枪那样紧握方向盘袁
把方向盘当着手中的野枪冶遥 1997 年袁领导安排我
到比较落后的兴桥工区当主任遥 经过 3 年努力袁我
不仅很快改变工区落后面貌袁 还把当时工区所在
的 20 多公里长公路建成省级文明样板路袁现在成
了野森林公园冶袁被誉为盐城市野景观第一路冶遥2006
年被县人民政府命名为旅游十大景点之一袁 单位
被授予 野全国工人先锋号冶 和 野五一劳动奖状冶遥
2005 年袁 交通部召开全系统劳模代表座谈会袁时
任交通部长张春贤接见我并合影留念袁 称赞我退
伍不褪色袁保持人民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袁当年我
获得野全国劳动模范冶称号遥

2015 年我退 休后 袁 仍然继 续紧握 手中 的
野枪冶遥 在人生晚晴的霞光里袁我用心用力做一支奉
献自我照亮他人的野红烛冶遥 2017 年初袁我自费 20
多万元创建起盐城市第一家 野示范性劳模创新工
作室冶袁在展厅中设立爱国主义尧全民国防尧党员教
育尧退役军人教育等展板袁省内外学生及社会各界
人士纷纷前来参观遥 2021 年建党 100 周年袁我又
自费 2000 多元袁添置 10 块党史知识展板袁以野与
习近平总书记一起感悟伟大革命精神冶为主题袁到
全县中小学校尧企事业单位尧退役军人事务局宣讲
500 多场次袁受教育者达 10 万人遥

叔叔尧姑母尧姑父袁野萧瑟秋风今又是袁换了人间冶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和一步步走向
繁荣富强的脚步声中袁你们或在战场英勇捐躯或在部
队光荣离休袁现在都离开这个你们为之奋斗无限美好
的人间袁但你们手中的野枪冶袁我们子孙后代一定会永
远紧握不放遥 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袁
赓续红色血脉袁万众一心袁踔厉前行袁共圆民族复兴的
伟大中国梦袁我们信心百倍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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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武侯祠冶即诸葛亮的祠庙遥 作为我国古代杰出的
政治家尧军事家尧外交家袁诸葛亮千古以来备受民众尊
崇遥 因诸葛亮为蜀汉丞相袁生前曾被封为野武乡侯冶袁死
后又被后主刘禅追谥为野忠武侯冶袁因此历史上尊称其
祠庙为野武侯祠冶遥 成都市武侯区就是因区内蜚声中外
的野武侯祠冶而得名遥

位于诸葛亮家乡要要要四川成都的武侯祠袁 是全国
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和一
级博物馆袁也是国内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主要胜迹袁
每年接待游客百余万人次遥 不久前袁我有幸进祠拜谒遥

步入成都野锦里冶民俗休闲一条街袁老街尧宅邸尧府
第尧民居尧客栈尧商铺尧万年台坐落其间袁青瓦错落有
致袁青石板路蜿蜒前行袁让人恍若时空倒流遥 川茶尧川
菜尧川酒尧川戏和蜀锦等古蜀文化如清风扑面而来曰全
长 350 米清一色采用清末民初四川古镇建筑风格的
野锦里老街冶袁与东侧仅一条小溪之隔的武侯祠风格相
融袁相互映衬袁相得益彰袁使古蜀文化更显浓厚凝重遥

坐落于野锦里冶的武侯祠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君臣
合祀祠庙和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尧刘备及蜀汉英雄野聚
集冶之地袁以刘备陵寝所在地惠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袁
内由惠陵尧汉昭烈庙尧武侯祠尧三义庙组成袁是全国影
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和历史遗迹区院野三顾茅庐冶
野桃园结义冶等场景袁详细描述了一代枭雄同心同德共
创伟业的真挚情感曰野火烧赤壁冶野空城计冶等经典战役
场景袁真实再现了诸葛亮的军事谋略曰十箭齐发射的
连弩改造尧利于山地运输的野木牛流马冶等发明创造袁

反映了诸葛孔明野长于巧思冶的智慧奇才噎噎
成都武侯祠内以文尧书尧刻号称野三绝冶的叶蜀丞相

诸葛武侯祠堂碑曳最为知名遥祠中雕刻着历代名家和文
人墨客撰写的对联院 北宋文学家司马光的 野有庐堪千
古袁读策定三分冶绝句袁赞颂诸葛亮足智多谋尧神机妙
算尧鞠躬尽瘁尧死而后已尧智慧超群的人格品质遥明代文
人游俊以野两表酬三顾袁一对足千秋冶的短短十个字袁全
面颂扬了诸葛亮才高睿智袁鞠躬尽瘁袁死而后已的一生
功绩遥 清代诗人马履泰的野日月同悬出师表袁风云常护
定军山冶袁称赞在三国时期蜀魏征战中袁诸葛亮乘胜追
击袁奋勇攻占了定军山的智勇双全故事遥民国文人刘咸
滎的野勤王事大好儿孙袁三世忠贞袁史笔犹褒陈庶子;出
师表惊人文字袁千秋涕泪袁墨痕同溅岳将军冶的巨幅对
联袁上联高度概括诸葛亮用兵四川的特点袁赞叹其文治
武功曰下联总览诸葛亮治理四川的特点袁借此提出自己
的政见袁予人以启迪噎噎

尤其是祠内挂有岳飞在南阳武侯祠所书的 叶出师
表曳木刻引人注目遥 据说袁当年南宋名将岳飞路过南阳
拜谒了武侯祠袁观看前后出师二表袁情不自禁袁泪如雨
下袁便飞笔走纸袁一气呵成袁抄录了诸葛亮的前后叶出师
表曳全文,被后人刻成碑文袁被多个武侯祠复制收藏遥前
后叶出师表曳字体行草袁龙飞凤舞袁酣畅淋漓袁字体笔画袁
或大或小袁或重或轻袁或粗或细袁或疾或迟袁挥洒纵横袁
如快马入阵袁不禁令人想起岳飞驰骋疆场之英豪雄姿遥
同时袁更令人联想诸葛亮与岳飞同为千古传人袁二人的
英名与勋业交相辉映袁必将万古流芳袁世人景仰遥

拜谒“武侯祠”
董素印

炮响南昌袁井冈握手袁建军举旗遥忆峥嵘岁月袁锤镰引领袁燎
原星火袁统帅神机遥万众同心袁千军奋勇袁以弱胜强创传奇遥风雷
动袁看红军威武袁屡破重围遥

长征北上奔驰遥 敌追剿尧分兵巧转移遥 值中华危急袁坚持抗
日袁八年浴血袁击败熊罴遥 痛打豺狼袁援朝抗美袁固我江山决胜
棋遥 神器备袁喜厉兵秣马袁待灭魈魑遥

沁园春·八一颂
颜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