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 旗
!

刘忠全

每当太阳从海面上跃起

我们就庄严地升起国旗

满天的星星都悄悄隐去

唯有这五星红旗陪伴晨曦

大陆和小岛是一个整体

南海水把她们连接得异常紧密

五星红旗辉耀在天海之间

把小岛装点得格外壮丽

逝去的童年
王治坤

年岁逐增!更怀念童年的时光"

童年的上学路上可以与小伙伴们

三五成群!边说边笑边追逐!或者是比

赛着踢毽子#斗鸡!不知不觉就来到了

学校"

童年的早自习有时候真是$早%" 那

时!大多数小伙伴家里没有表!上早自

习全凭听鸡叫起床!有时候也不管鸡叫

了几遍!夜里醒了就起床" 村子里有一

个起来的!就开始挨家叫小伙伴!到学

校往往大门还没开" 冬天天冷!大家就

边$挤油%取暖边背书!直到老师来到学

校" 这种感觉是今天上学放学来回坐校

车!甚至在寄宿制学校里一待就是十多

天的孩子无法体会到的"

童年的水较现在更清! 小河沟里#

池塘里都有鱼儿#泥鳅" 那时候罐头还

是时尚的食品!找来罐头瓶子!里面掰

两疙瘩馒头! 用一截麻绳拴住瓶子!扔

到水里!不一会就能逮到小鱼#泥鳅什

么的" 自己逮的小鱼#泥鳅是不舍得吃

的!拿回家就放到盆里养着!上学走的

时候#放学回家都会关照它们"

其实!水永远是小孩子的最爱" 冬

天!池塘里的水结冰了!小伙伴们便迫

不及待地上去溜" 有时候冰还不够厚!

湿鞋#湿衣服是难免的!幸好我们这里

池塘#河沟里的水都不深!没有闹出人

命来"夏天!池塘是小伙伴的天堂"天稍

热一些!小伙伴就会结伴来游泳" 来到

村头的池塘边! 大家纷纷脱光衣服!像

听到发令枪响的运动员! 一跃扎进水

里!一会儿就会在池塘的不同位置露出

头来!甩着头发上的水" 最有趣的莫过

于看到哪个小伙伴已经站到岸上准备

穿衣服时!其他伙伴挖一把泥巴糊在他

的身上!惹得他再次下水!又挖起泥巴

糊其他人!这样糊来糊去没个尽头" 总

之!池塘是儿时的天堂!伙伴们在水里

游泳#追逐嬉戏!不玩到尽兴或是大人

们骂着是不愿出水的" 可惜!现在的池

塘几乎都已干涸! 或是扔满了垃圾!即

使有水也是不能游泳的!这大概也是现

在大多数农村孩子不会游泳的原因吧"

童年的暑假很美好" 小伙伴们可以

坐在树下乘凉#念书!更多的是三两个

一伙去捉知了" 那时候树上的知了很

多!抓来一把麦子!放在嘴里使劲嚼!嚼

出黏黏的面筋缠在一根长竹竿上!就可

以粘知了了" 两个人配合!一个人粘!一

个人负责拿!一天可以粘几十上百只知

了!小伙们还互相比赛呢" 粘的知了多!

家里的鸡就会吃得更饱!大人也会给煮

个鸡蛋奖励" 那时的我们比今天的孩子

整天在家里看电视#打游戏充实多了"

童年的夏天没有空调!大人们就带

着我们到村头的打麦场里睡觉" 勤快的

老人傍晚就把打麦场扫干净了!吃过晚

饭!大家就拿着席子来到场里!从东向

西一字铺开!一个打麦场足足睡有四五

十人" 刚到场里的时候!小伙伴们可以

在大人们的唆使下进行摔跤比赛!看小

孩们玩够了! 大人们就开始唠农活#拉

家常#讲天南海北的奇闻怪事!伙伴们

便会听着大人们讲着从未听过的故事#

看着天上眨着眼睛的星星甜蜜入睡"

童年最难忘的还是元宵节期间的

赛灯" 那时候很少有人家买灯笼!女孩

子就挑大人们扎的鲤鱼灯# 八角灯!男

孩子则自己找白菜根#萝卜做$忽闪子

灯%" 所谓的$忽闪子灯%就是在白菜根

或者萝卜上挖上一个小洞!里面塞上一

团棉花!浇上煤油或者滴上蜡油!然后

插上一根藤条或者细竹竿握着就行了!

点燃后会有不小的火头!握着藤条或竹

竿可以上下摆动" 为了让$忽闪子灯%多

亮一会!不少小伙伴会把家里的蜡头都

拿出来!有的则背着大人把整只蜡烛拿

着滴在灯上" 到了晚上!村里的孩子几

乎全出来了!就会有稍微大一点的孩子

领着去和邻村的孩子赛灯!看哪个村的

灯多!亮的时间长" 那队伍颇为壮观!好

像古代两支队伍的夜间对垒" 当然在与

邻村孩子比灯的过程中!也时有$战斗%

发生!要么两军互骂!要么互相投掷坷

垃!我就在这样的$战斗%中受过伤!兴

致所致!就是头上被砸个包!伙伴们也

是不愿回家的"

童年!没有薯片#香肠!放学后 !便

会拿起妈妈蒸的馒头啃着出去玩"

童年!没有变形金刚#电脑游戏!和

小伙伴们玩$杀羊羔%#$老鼠打十二洞%

&儿童游戏'!到深夜还不知疲倦"

童年!没有零花钱!利用星期天捡

废塑料布换几粒糖豆同样吃得香甜"

真想再回到童年"

老任的追求
刘长征

老任是我的邻居"

老任退休前是局长" 听人说!那时

的任局长在县里叱咤风云! 是一位工

作能力很强的带头人"

老任七旬有余!头发雪白!声音洪

亮!走起路来稳健有力!大有英雄不减

当年之势"

我新居附近有几片空闲地! 我搬

来之前老任就在此地上种菜数载" 老

任在一偏僻处自建了两个简易厕所 !

一供路人使用! 二解决了小菜园的肥

料问题" 小菜园郁郁葱葱!四季常青!

春有韭菜!夏栽茄子!秋种萝卜!冬植

蒜苗" 老任干得有滋有味!把小菜园侍

弄得有声有色"

闲暇之余! 大伙儿聚在树荫下一

起聊天! 说东道西! 此时老任肩挑扁

担!前面是粪!后面是水!晃晃悠悠!一

路走向菜地" 我们就劝他说年纪大了!

别太累了" 他总说!你们年轻人的时间

还很长!我的生活已进入倒计时!我要

在有限的日子里尽量多发挥些自己的

余热"

暑期是小菜园果实最多的时候 !

黄瓜#丝瓜#辣椒等长得膘肥体壮#青

翠欲滴!到处弥漫着蔬菜独特的芳香"

不经意间! 老任和老伴一块儿送东家

一篮黄瓜!给西家一盆西红柿!数量虽

然不多! 但让邻居们感受到无公害绿

色食品的甜美爽口"

老任除打理他的小菜园外! 还经

常去钓鱼" 他总是趁早晨凉快!在小菜

园里先干上一阵活儿! 之后就戴上草

帽! 装好渔具! 骑着自行车直奔小河

边" 那里早有渔友在等候! 闲聊一会

儿!就各自进入领地!开始垂钓" 老任

钓技不高!是退休后才学的!但他悟性

高!有耐心!进步很快" 好在他不患得

患失!满载而归也不见他喜上眉梢!空

手回家照样一路哼唱" 老任一般不会

钓太久!就回家少憩片刻!提上鸟笼!

悠闲自得来到人民公园遛鸟" 他和熟

人打过招呼! 就把鸟笼放在一起 !百

灵#黄鹂#画眉等在笼内争相展翅!唱

起优美婉转的歌" 老任和朋友们则在

一旁指指点点!交流养鸟经验" 他们时

而小声低语!时而开怀大笑!向行人展

出了一幅夕阳红的美好画卷"

到了下午! 老任就约胡同里的老

侯# 大李# 小葛等人在树荫下摆上象

棋!架炮#跳马#出车!一连串的动作!

老任就和对手厮杀起来" 几盘后!老任

下!当观众!其他人上" 几次易换!夕阳

西下!他们才不得不结束$战斗%!下次

再一决高低"

昨天!我在路上碰见老任!就和他

闲聊起来" 我问他($你不愁吃穿!为啥

要劳累种菜!还把大部分菜都送人) %

老任笑了!对我说($小刘啊!正如

你说的!我月退休金几千元!是吃穿不

愁!我年轻时忙惯了!一旦停下来!身

心都寂寞 ! 所以我要给自己找点事

做" %

$你看人家退休的局长# 书记!怎

么也不会去种菜" %我忙打断老任的话

说"

$我不和别人比!我愿意做真实的

自己" 我祖辈都是农民!是父母要饭供

我上的学!才能有我的今天" %老人咳

了一声继续说 !$我的父母已去世多

年!我也到了暮年!我只愿在我有生之

年!多做些事儿罢了" 我现在患有腰椎

间盘突出! 不能久坐! 所以我钓会儿

鱼!就步行去公园遛鸟!然后回到家和

你们下下棋!再去小菜园里干点活!既

锻炼了身体! 又充实了自己" 我管住

嘴!迈开腿!远离烟酒!争取有一个好

身体!这样就会让儿女们安心工作!减

少他们对我的牵挂" 老人的健康就是

儿女们的福气!只有家庭和谐了!社会

才能更和谐! 这也算是我为构建和谐

社会尽的最后一份力吧" %

老任的话语令我陷入了沉思 !在

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 老任的境界如

此之高!我自愧不如" 退休前是局长!

退休后是百姓!老任变化了身份!我想

他唯一没变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

尚情怀"

起 航

!

王伟

一只风雨飘摇的小船

从嘉兴南湖起航

为中国谨慎地护送着信念

冲破阴霾 冲破黑暗

血雨腥风中艰苦探索

锤子和镰刀的完美组合

凝聚成壮美的风景

坚强和不屈的钢铁意志

谱写出铿锵的诗篇

锤子砸碎了奴役的锁链

镰刀斩断了压迫的羁绊

一条开往春天的大船

越过激流 越过险滩

在一个个关键的水域

锤子和镰刀的完美组合

航行中牢牢把握方向

逆境中寻找新的希望

改革开放的新思维

描绘出中华民族的振兴

续写着祖国繁荣的华章

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

坚定一种朴素的信仰

一艘驶向远方的巨轮

载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高瞻远瞩 放眼未来

让世界重新审视东方

爱好和平 共同发展

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一带一路的新构想

向世界发出诚挚的邀请

锤子和镰刀的完美组合

高擎着猎猎大纛

引领着!中国梦号"起航

献给!七一"

!

王雪奇

一连几天的大雨

突然停了

七月的第一个早晨

太阳火红火红的

我望着似火燃烧的朝霞

心情无比激动

党啊# 今天是你的生日

在这短短的一天

却有那长长的回忆

九十余载的风风雨雨

已经写进辉煌的历史

今天 我仿佛又一次看到

南湖红船荡起的涟漪

她仍载着国人

高举熊熊燃烧的火炬

把铁锤和镰刀

铸造的更加锋利

高高飘扬的红旗

振翅高飞的信鸽

还有嘹亮的晨钟

正与十三亿人民一起同庆

同庆 我们迎来的是

党的生日

同庆 我们迎来的是

新世界的曙光

同庆 我们迎来的是

改革开放的春风

同庆 我们迎来的是

国富民强

同庆 我们迎来的是

党的英明领导

在新时代谱写出一曲曲华章

让华夏巨龙

屹立在世界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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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高度

!

尚纯江

一

是谁$采集了一把火种

播种在备受蹂躏%贫瘠的土地上

让东方苏醒

镰刀和铁锤

在南湖的游船上启程

迎着腥风血雨

把古老的国度从黑暗送往黎明

满天的彩霞期待着

一面鲜艳的红旗

古老的民族期待着

新生

二

历史选择了七月

七月的天空便由此变得澄净

七月的南湖

让镰刀和铁锤增添了神圣

义无反顾的志士

从这里出发

踏上了救亡图存的艰难路程

于是$七月就有了高度

七月的高度

让历史的天空

画上了红色图腾

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

用自己的信仰和鲜血

染红了祖国的天空

一个爱吃辣椒的湖南汉子

从家乡的田垄走来

举着红色的旗帜

秋收起义%井冈山%万里长征%延安

一直到北京

踏着烈士的血迹

用镰刀收割希望

用锤子锻造新生

三

走进七月

党旗的一角

点燃了希望和富强的火种

峥嵘的岁月

让红旗更加鲜艳

不朽的丰碑

让使命更加坚定

崭新的梦想

因为七月的高度

让坚定不移的脚步

更加从容

那一面面猎猎飞扬的五星红旗

让国人挺直了腰杆

歼
.&

%歼
/0

%辽宁号 %嫦娥 %天宫 %

北斗系统

以及那探海的蛟龙

让七月的旗帜

火红火红

七绝三首

!

鹿斌

!!!!!

遥忆天涯

昨嗟残月坠楼西$

今讶流萤啼户奇&

春绪每如春景变$

天涯人况不同时&

雨夜寄友人

记得去年沙岸逢$

闻君喜雨胜于晴&

芳心悯物不由己$

几许轻愁始结成'

郊行

东风旧事伴溪桥$

乱我心思若柳条&

遥看鸢飞春雾里$

无端惆怅诵离骚&

淡
焦辉

淡!喜欢这个字"

一半是水!一半是火*一半狂热!一

半冷静"这种对立着的平衡里!容纳了春

花夏雨秋菊冬梅! 容纳了云卷云舒小溪

大海!容纳了天圆地方古今宇宙" 一切!

和谐地统一在一个字里! 诠释出了淡泊

和宁静!优雅和高贵"

轻轻地走在林荫路上!从容地看柳

树上的叶芽在风中粉绿!几只红喙蓝羽

的鸟雀在枝间鸣唱 !你的微笑里 !充满

了宁静" 追名逐利时!连微笑也会沦为

谄媚!心壑的难填!心苗的焦渴!让唇上

起满水泡!让脚步无比匆忙" 生命因为

过分追逐 $浓 %!而负累了身心 !透支了

健康 !浪费了光阴 !感觉不到生活的美

好和幸福" 淡!才是幸福的本源和生命

的意义"

中国的水墨画极美!素淡空灵!寥寥

几笔!万物尽妙" 对那些大红大绿的画!

还有那些把纸张涂抹的没有一点空白的

画!我是不喜欢的!眼光快速地扫过!不

愿意做逗留"水墨画前!我喜欢长久地驻

足! 从大片的空白里读出别样丰美的景

致! 从淡淡地笔墨间感受别样亲切的韵

味" 淡的意境是无穷大的"

服饰不必过分追求华美! 但求端庄

合体!素雅大气!让气质显出高贵!浓烈

反而不好! 绚丽的色彩夺取了你本身的

美丽!服饰就喧宾夺主了"化妆更是需要

淡!淡淡地描画!淡淡地勾勒!淡淡地扑

粉! 给人清水芙蓉的遐想和悦目赏心的

美好!浓妆不但破坏你的容颜美!还有流

入低俗的危险"

淡是一种境界和大趣"平平淡淡!胸

怀自然广大!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淡!心不满不累!虚处更见气清理明"淡!

自然谦恭!懂得爱和悯!知晓生命真味!

时时心旷神怡!幸福快乐"

听 雨
姚桂霞

"一#

我发誓好好休息! 可雨儿不听话!又

开始在窗前滴滴嗒嗒地敲着!淅淅沥沥地

响着!咚咚锵锵地舞着!绵延不绝"犹如相

思般缠绕于心!萦绕于耳!这能怪我吗)

就这么与你对峙!就这么与你抗拒!

就这么与你相望! 最终你会放下所有的

一切!安然入眠"一如从前!波澜不惊!静

如白莲! 笑看流年的痛随风一叶一叶飘

落!随雨一瓣一瓣凋零!没有哀伤!没有

心痛++

没有谁比我更懂自己的心" 凌乱的

思绪惊扰了安谧的期待!风过无影!水过

无痕!空气的微凉!诗意的沉重!摇曳的

花魂都在雨中迷茫!远去, 一切消逝!犹

如夜!终于远离"

任雨儿百般折腾# 万般缠绵地敲击

心墙!倒塌只是顷刻!决堤只是顷刻!来

不及! 已来不及逃离啊, 思念已散落一

地!犹如这四溅的水花再也打捞不起!任

其四溢!四溢!芬芳一季!无语,

从此 !我将忘记 !忘记时光中的暗

影!忘记刻骨但不铭心的记忆 !该远去

终将远去" 忘记春的缠绵!夏的炽热!秋

的浪漫, 我将义无顾地走进冬天!与雪

花一起飞舞 !与北风一起呼啸 !与白云

一起欢笑 !与冰儿一起低语 !晶莹的不

仅是心!还有!还有我白莲般的希冀"

走吧, 黎明已来!与昨天相似!又与

昨天不同!今天是个秋雨失意的日子!就

让它淋漓尽致地去表白吧, 不要顾及风

的漂泊!叶的伤感!花的不舍!秋虫的呢

喃!一切随意,

"二$

把所有的寂寞与孤独打包邮寄给

雨!任思念在雨里流浪徘徊" 静静地听

雨!静静地想你" 静静地听雨儿在夜里

呢喃!听雨儿在风中笑语 !听雨儿调皮

地在窗前跳跃翻转成诗行!听雨儿欢畅

地逃到邻家屋顶上跳舞! 咚咚锵锵!咚

咚锵锵++

听雨儿和着鸟鸣在黎明欢畅! 不知

谁家的鸽子一声声咕咕地唤着同伴!几

声犬吠从远处传来!有了人的声响"新的

一天! 又开始了" 雨带来的不仅仅是欢

笑!一大串的烦恼也将接踵而来" 听吧!

看吧!不再等待!即将投入忙碌的日子!

与雨儿一起高歌!一起舞蹈"所有的苦与

累都将付之于歌!付之于笑"等待所有的

美好与雨儿狂奔在尘世的途中! 与风一

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舞蹈"走吧!立即

出发"

木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