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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诞辰放歌

■周铁钧

因为爱得深沉
五颗金星的光芒
才在梦境定格
因为爱得执着
忠魂热血染红的旗帜
才在泪光中闪烁
因为爱得炽烈
才为你的诞辰放歌

放歌你英烈的崇高气节
谱写抗日、解放战争的磅礴
放歌你开国大典的礼花
辉映强盛富庶和丰硕
放歌你宏基伟业如山岳巍峨
放歌你活力奔放似涛涛江河
放歌你北国雪原银装素裹
放歌你南岛椰竹风韵婆娑

放歌你宇航烟云柱天
叠印出航母出巡
里约奥运的雄威壮国
放歌你哺育十三亿儿女
在践行中国梦征程上
永远和谐幸福、一路豪歌

国庆抒怀

■张 礼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祖国
光阴飞逝，六十七周年
只是弹指一挥间

穿过华夏五千年
悠悠岁月
从秦砖汉瓦纹脉中
从敦煌石窟飞天壁画上
我们读到了华夏民族的丰姿
与千年沧桑

文明古国的四大发明
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中国的丝绸陶瓷
曾经远嫁西域欧洲
唐代的诗歌，宋朝的词曲
元明清的小说戏曲
博大精深，启迪未来
从律诗到乐府
从京剧到秦腔
华夏民族的文化交响
让世界瞩目

从长城烽火台上瞭望
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史
我们有多少感叹
我们曾经穷困潦倒山河破碎
从鸦片战争的硝烟
到甲午战争的惊涛骇浪
从火烧圆明园
到“九一八”事变
近代史上的中国
有太多的不幸与灾难
有太多的雨雪风霜

经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
如今的十月如诗如画
中国这棵参天大树
更加硕壮。飞船奔月了
航空母舰下海了
一条条高速公路铁路
纵横大江南北东西
一座座现代城市拔地而起

今天我书写一份情怀
唱一首祝福的歌
献给祖国红彤彤的十月

每到国庆节，乡亲们就会来到村子新
建的广场上升国旗。广场位于村子的南
端，好大的一片，南来北往的柏油路直通
过来。平阔的水泥地面上，各色花草在秋
天里释放着香气。乡亲们庄重地站成队，
父亲是升旗手，自豪地站在最前面。五星
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起来了，村子沐
浴在一片温暖的秋色里。

村子里升国旗，已有几十个年头了，是
从父亲那年当村长时开始的。村里刚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农户经
营，这个时候，父亲当了村长。那时国旗
升在我家简陋的院子里，场面远没现在壮
观，但从那以后，每年国庆节，国旗都会在
村子上空升起来。那一年秋天，庄稼收获
了，乡亲们吃饱了肚子，家里还略有余
粮。快到国庆节的时候，父亲决定做面国
旗。父亲是个老兵，从小跟着共产党打江
山，从血与火里走过来，对祖国有着深厚
的情感和挚爱。当时还买不到现成的，父
亲就从镇里买来一块大红布，一回到村
子，就赶紧把几个绣工好的妇女叫来绣国
旗，母亲也参与其中。她们一针一线地绣
五星，几个金光闪闪的五角星镶在了国旗
上，父亲心里像喝了蜜，高兴得直拍手。
那时条件差，村干部没有专门的办公场
所，父亲就腾出自家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
室，鲜红的国旗就在那间房子前面高高地
升起来。院子虽小，房子虽简陋，但有国
旗迎风招展，父亲和全村人都感到，这样
的时刻神圣、踏实和明快。

父亲在国旗下显得很精神，做起事来
一点不觉累，说话也总有种自豪感，总是

“国庆、国旗”的不离口。第二年的秋天，
临近国庆节，弟弟出生了。母亲问：“起个
啥名呢？”父亲想也没想就说：“国庆呗，还
用问。”乡亲们都觉得这个名字好，家和国
连在了一起，有福气，都夸父亲会起名。

后来谁家生娃起名，都来找父亲。父亲
说，叫建国，叫爱国，叫红旗。有的干脆
问，俺娃叫国旗行不？父亲点点头，然后，
呵呵地笑上一阵子。谁家结婚办喜事，父
亲除送去一份喜礼外，还一定会代表村里
送上一面国旗。国旗悬挂在张灯结彩的
院子里，增添了喜庆、祥和、热烈，还让人
觉得做什么事都来劲。村子里结婚悬挂
国旗的习俗，源于父亲，以后就一直延续
下去。

父亲爱看报，看镇里的文件，还常到镇
里去开会。每次开完会，就忙不迭地把村
干部都叫来。国旗在我家院子里迎风飘
扬，父亲和村干部就在国旗下议事。父亲
总说：“国家政策好，咱有劲得使出来，把
村里的资源都利用好。”

现在，乡亲们走上了致富的道路，村里
的自然资源得到了开发，村子真是变了
样。漫山遍野的野酸枣加工成了酸枣罐
头，酿成了酸枣酒。山坡得到了合理利
用，建成了千亩生态石榴园，还开发成了
旅游项目。每年 5月，石榴花开红似火，满
坡吐翠，万株流丹，花红如潮，游客有了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到了 10月，满坡的红石
榴就熟透了。村里因地制宜，发展种植
业、养殖业、旅游业、编织业和特种农业，
还兴办了几家农副产品加工厂。

村民宽裕了，家家户户都住上了大房
子，村委会也有了像样的办公楼。在新农
村规划中，村子整洁清新，面貌发生了根
本的改变，文化、娱乐、保健场所一应俱
全，柏油路四通八达，直通到村子里。每
到国庆节，乡亲们都来到村子新建的广场
上唱国歌，升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
情。望着高远的天空，国旗更红，国歌也更
加嘹亮了。父亲年老退休了，乡亲们推选
弟弟国庆当了村长，但每次升国旗，父亲还
当升旗手。父亲说，他要一直当下去。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天安门广场人山
人海，他竟幸运地站在了 30万群众队伍的
最前面。他的身旁就是军乐队，他的位置
正对着城楼上的毛主席。他身在现场，亲
历了这历史性的辉煌盛典。他，就是新华
社天津分社和天津日报的记者李夫。

下午 3点，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毛主
席用那响彻云霄的声音宣告：“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场
的所有人无不泪光闪闪，激动万分。毛主
席洪亮的声音，震撼了整个北京城，震撼
了整个中国，也震撼了整个世界。天安门
广场沸腾了，30万人尽情欢呼，身临其境
的李夫热泪盈眶……

毛主席宣读了公告后，主持人就宣布
由毛主席升国旗。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
广场冉冉升起的时候，军乐队奏响了国
歌，54门礼炮齐放，代表着新中国是由 54
个民族（当时还没有 56个民族的说法）组
成的大家庭。礼炮一共鸣放了 28响，这 28
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成立起，领
导着中国人民历经了 28年艰苦的奋斗，终

于迎来了人民的胜利。广场上 30万群众
都抬头仰望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那个
场面前所未有，简直太伟大了。那种心情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难以用言语表达……

往事一幕幕在李夫的脑海中回映，他
想起了为新中国而牺牲的烈士们。多少
人流血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啊。他不由得想起了郭沫若的一首诗：

“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尊荣；思之欲泪坠，
欢笑不成声。”

转眼 60多年过去了，当年英姿勃发的
青年李夫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但那时的
经历，让李夫终生难忘，那一刻的历史瞬
间，永远定格在他的记忆之中。他常自豪
地对人说：“我参加了开国大典！”后来，他
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每当清晨在
公园草坪上悠然练拳健身时，每当坐在窗
前沙发上看书，或在电脑前写作时，每当
随车流路过丛丛林立的高楼大厦时，每当
悠闲游逛在商品琳琅满目的超市时，我总
会油然而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一个
中国人所独有的自豪感！”

诗风词韵

■董国宾

迎国庆升国旗

■黄 顺

亲历开国大典的记者

童年记忆

■奔 腾

那一年，我六岁。
从小住在姥姥家——豫东一个

偏僻的村庄，一个温馨的农家。
姥姥家的村子紧挨着一条河，我

记得是叫虬龙沟，缓缓流过的河水浇
灌了两岸肥沃的土地，勤劳而善良的
人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一望无垠的豫东平原，几乎所有
的庄稼地每两块大田中间都有一条

“抬田沟”。就算干旱了好久，沟底裂
开了缝，只要下场透雨，“抬田沟”有
水，过不了几天水里就魔术般的有数
不清的小鱼秧子。到“抬田沟”里的
水就快要耗干的时候，拿着姥爷用柳
条编的馍筐子，再带一个洗脸盆，吆
喝着一大帮孩子，回家时就带回满盆
的鱼，够家里美味好几顿的。

那一天，在外工作的堂舅回来
了，晌午请家里舅舅们喝酒猜拳，因
为我是外甥的缘故，得到了一个大大
的鸡腿。我听到他们说下午要拉大
网到虬龙沟里拉鱼，我那个狂喜啊，
差点把鸡腿都喂了一直追着我的狗。

太阳很刺眼，晒得头皮疼，舅舅
用架子车拉着一满车的大网，网上拉
着我，去了村东北的虬龙沟边的一座
小桥。好几个男劳力早早地就下了
沟，从北边好远的地方蹚水向南撵鱼
了。劳力们将网慢慢在桥上展开，越
拉越宽。外地回来的堂舅吆喝着：

“会水的十几个人下水踩下网纲，不
能有一点空啊，要严严的，不能让鱼
从网底跑了。再有十几个在网后边
提上网纲，顺着下网纲走，沟两边一
边五个人，拉网绳，不下劲的吃个鱼
屁。”本来乱哄哄的人群，一下子就各
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网，扯起来
了。一声号令，网慢慢地行进了。

堂舅又安排十几个人，让他们用
架子车拉着另外一张网在两里地前
的另一座桥下找一个平坦点的地方
把网架好，不让鱼在前头都跑了。

网慢慢向南走着，没有人说话，
只是踩下网纲的几个人偶尔从水里
扔上来碎玻璃碴子、碍事的水草或沉
了很久的木棍子。

两个小时，网前进了一里地，开
始换人了，太累，一直弯着腰，还得踩
下网纲，水深的地方，只能用脚钩着
下网纲前进，手都摸不到下网纲了。

水里的人就不停地喊被鱼打到
屁股上、腿上，说鱼好大，兴奋的情绪
在大声嚷嚷中越来越浓。踩下网纲
的人开始顺手把用脚踩到的鱼扔上
岸来。跟着大网走的妇女和半大的
孩子们飞快地抢鱼，抢到鱼的，也不
管鱼的腥、鱼沾了多少泥土，抱在怀
里就往家跑。岸上的男人们叼着烟
默默地看着沟里的水面，没有人动扔
上来的鱼，更不顾毒辣辣的太阳。

网在走，鱼越来越打腿，水面上
鱼乱窜，人们死死地拉着网纲，不给
鱼留一点逃走的缝隙，好像大决战前
的寂静。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衣服都
没顾得脱就“扑通”一下跃进水里，舅
舅一巴掌打到我屁股上，让我上岸，
我才不管呢，看到鱼的快乐和兴奋早
就让我忘记了一切。就在水边用手
按住下网纲，跟着大人们退着走。

近了，看到早已架设好的另一张
网了。这张网上也早已站满了人，那
边和这边网上一样热闹，鱼一样地上
窜下跳。

两张网终于靠到了一起，两张网
的人一声大吼，同时把下网纲提起
来，和上网纲合在一起的时候，几乎
所有人都欢呼起来，天啊，满满的都
是鱼啊，拉都拉不上来。

提着下网纲的人一下子把我掀
到了网里，和一网的鱼滚到了一起，
天啊，我也成了一条大鱼……

那晚，全村都弥漫着鱼的鲜味……

悠悠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