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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是个思念的节日，她不像除夕
的思念那么牵肠挂肚；中秋节里有一份淡
淡的情怀，她勾起我许多回忆。

1965年我刚上初中，开学不久学校举
行演讲比赛，班主任老师举荐我代表班集
体参加比赛，我演讲题目的是《我恨万恶
的旧社会》，演讲虽然没有取得好成绩，过
后学校还是发给了我一张参赛证书和五
元钱的奖金。那天我清楚地记得正好是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放学以后我迈开
双腿急急忙忙往家赶，心情愉悦又兴奋。
兴奋是因为期末考试我的作文得了 96
分，全年级第一名。其次是参加了学校的
演讲比赛，还得到了五块钱的奖金。我要
把这两件喜事尽快地告诉父母，所以走的
飞快。推开院门，家里空荡荡的。我原以
为母亲一定正在忙着做饭烧菜过节，谁知
家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厨房的炉火还在
封着，什么吃的都没有，连饭也没有做。
我有些气恼，出去问邻居才知道，现在正
值三秋大忙季节，父母出勤还没有收工
呢！我真想跑到地头跟他们闹一顿，好不
容易过个中秋节，连块月饼都吃不上，真
是气人！走出家门我忽然想到，三年自然
灾害刚刚过去，家里哪有钱给我买月饼

呀，为了今年集体能有个好收成，社员们
还在地里忙碌着，想到这儿，心中涌起对
父母的阵阵愧疚。我这儿有五块钱，何不
去买点过节用品等父母回来过中秋节呢！

我转头来到供销社。当时黄昏已经
降临，供销社正要关门，我赶紧上前递上
五元钱和半斤粮票买了十块月饼。隔着
包装纸，我嗅到月饼的香味扑鼻而来，忍
不住撕开包装纸咬了一口，里面有瓜仁、
核桃、有花生瓣、芝麻、还有冰糖，吃起来
真是香甜可口。我三口两口吃完一个，看
到天色已晚，想到还在地里劳动的父母，
赶紧用余钱给父亲打了二两白酒，就匆匆
赶回家。这时父母已经回来了。父亲见
我买了月饼和白酒很高兴，问我哪来的
钱，我说是我得的奖金，又把参赛证书拿
给他们看。父亲麻利地在枣树底下摆上
桌子，还让母亲摊了一盘鸡蛋，说今天晚
上咱爷俩儿好好喝两盅。母亲说孩子还
在上学呢，别不学好！父亲说没事儿，让
他泯一点。

记得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我们一家
快乐地吃着月饼，说着闲话，厨房里忙碌
着母亲的身影。我也很高兴，总是直接用
手拿炒鸡蛋吃，母亲佯装生气，嗔怪着，但

眉目间荡漾着温馨和暖意。夜很深了，我
们还在院子里坐着，什么时候睡的我记不
清了，反正记得那年的月饼很香甜。父亲
对母亲说，从那年开始我就长大了。我想
大概是因为我已经开始学会了疼爱父母，
懂得为他们着想了吧！

斗转星移，转眼已过去半个世纪。我
已步入老年，现在的物质生活和童年已不
可同日而语，童年里渴望的月饼现在唾手
可得，可是吃起来已找不到当年的味道。
每到中秋时，我总会想起那年的中秋往
事。什么时候才能再尝到那年月饼的味
道呢？中秋节是个思念的节日，她不像除
夕的思念那么牵肠挂肚；中秋节里有一份
淡淡的情怀，她勾起我许多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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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参加比赛，我演讲题目的是《我恨万恶
的旧社会》，演讲虽然没有取得好成绩，过
后学校还是发给了我一张参赛证书和五
元钱的奖金。那天我清楚地记得正好是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放学以后我迈开
双腿急急忙忙往家赶，心情愉悦又兴奋。
兴奋是因为期末考试我的作文得了 96
分，全年级第一名。其次是参加了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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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两件喜事尽快地告诉父母，所以走的
飞快。推开院门，家里空荡荡的。我原以
为母亲一定正在忙着做饭烧菜过节，谁知
家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厨房的炉火还在
封着，什么吃的都没有，连饭也没有做。
我有些气恼，出去问邻居才知道，现在正
值三秋大忙季节，父母出勤还没有收工
呢！我真想跑到地头跟他们闹一顿，好不
容易过个中秋节，连块月饼都吃不上，真
是气人！走出家门我忽然想到，三年自然
灾害刚刚过去，家里哪有钱给我买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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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阵阵愧疚。我这儿有五块钱，何不
去买点过节用品等父母回来过中秋节呢！

我转头来到供销社。当时黄昏已经
降临，供销社正要关门，我赶紧上前递上
五元钱和半斤粮票买了十块月饼。隔着
包装纸，我嗅到月饼的香味扑鼻而来，忍
不住撕开包装纸咬了一口，里面有瓜仁、
核桃、有花生瓣、芝麻、还有冰糖，吃起来
真是香甜可口。我三口两口吃完一个，看
到天色已晚，想到还在地里劳动的父母，
赶紧用余钱给父亲打了二两白酒，就匆匆

赶回家。这时父母已经回来了。父亲见
我买了月饼和白酒很高兴，问我哪来的
钱，我说是我得的奖金，又把参赛证书拿
给他们看。父亲麻利地在枣树底下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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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咱爷俩儿好好喝两盅。母亲说孩子还
在上学呢，别不学好！父亲说没事儿，让
他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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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地吃着月饼，说着闲话，厨房里忙碌
着母亲的身影。我也很高兴，总是直接用
手拿炒鸡蛋吃，母亲佯装生气，嗔怪着，但
眉目间荡漾着温馨和暖意。夜很深了，我
们还在院子里坐着，什么时候睡的我记不
清了，反正记得那年的月饼很香甜。父亲
对母亲说，从那年开始我就长大了。我想
大概是因为我已经开始学会了疼爱父母，
懂得为他们着想了吧！

斗转星移，转眼已过去半个世纪。我
已步入老年，现在的物质生活和童年已不
可同日而语，童年里渴望的月饼现在唾手
可得，可是吃起来已找不到当年的味道。
每到中秋时，我总会想起那年的中秋往
事。什么时候才能再尝到那年月饼的味
道呢？ 张新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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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正值新中国71华诞，我有幸成为新中国
前进的见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感到十分的
荣幸和自豪。71年来，有太多的往事值得回
顾、回味和总结。然而，我只想述说一下自身
的经历、家庭发展及故乡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
兴。黄塔村在偏远山区，到处是露天粪坑、垃
圾；成群的蚊子、苍蝇狂飞乱舞；村里没有主
街道，只有两条比较宽的交叉的泥巴道路，路
面还坑坑洼洼，下雨后到处泥泞，满道水洼，
很难出行。我家的条件就更差了，房子是用
当地的黄土和石头垒起来的土坯墙，房顶用
谷草和山上的山草铺盖而成，房屋内的使用
面积不足30平方米，夏天雨小时屋顶渗水
滴，雨大时成小溪，冬天屋顶上、窗户上、水缸
里经常结有冰花。有段时间一家7口人挤在
一个用大石板铺砌的面积不足7平方米的土
炕上，拉扯着三床旧被褥一起凑合着生活。
即便如此，一家人仍和谐相处，日出而作，日
落而归，从无怨言。当时，我有些不解，父亲
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相比我小时候，咱的日
子好多了，一个人只有知道感恩，知道比较、
知道付出、知道爱，才会知足，才会心甘情愿，
只有我们都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家园，不给
集体国家添麻烦，增加负担，我们的祖国才会
越来越好，大家有了，我们小家也就富裕了。”
那时，父亲在我心里是一片天，是我们家的依
靠。虽然他无权无势，很平凡，但是他的勤
劳、汗水告诉了我一切。

学龄前，我的愿望很简单，只要有一把木
枪、一辆滑冰车、一根粗跳绳、一摞用废纸叠
的拍子就很知足了；上学后，我期盼着有一双
白网球鞋，一件印着号码的运动裤衩、背心，

一个日记本、一套没有补丁的衣服就高兴极
了。此时，我们家

把草铺拆建起了70多平方米的三间石
板房，这在当时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上中学
时，我家生活条件就相对以前有了很大的改
善，基本能够有稀饭吃，有衣穿。1975年我高
中毕业，在村里任赤脚教师。当时，我的设想
是自己积攒点钱，买一辆二八加重自行车、一
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台收音机、一台单
放机等改善下家庭生活条件。两年后，我第
一次来到门头沟师范上学，每月只能回一次
家，因为当时公路上基本看不到几辆汽车，只
有河滩长途汽车站每天早晨8点左右发一次
车调头就返回，一天一趟到齐家庄，我要回一
次家要用两天时间，其中还得从塔河口走到
黄塔，走20里河滩石子路。门城镇只有燕乡
楼和包子铺两家饭馆，我在门头沟上了两年
学一次也没去过，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每月
只有5元钱还包括坐车。1979年毕业教书，
40多元工资挣了近10年，1980年我结婚成
家，当时，社会上正时兴“四大件”，即手表、自
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合称“三转一响”，我也
就赶时髦的凑了“四件”。当时，我还希望买
一块全自动全钢手表，买一辆南方125型号
的摩托车，买一台2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半
自动的洗衣机等；后来，社会上“四大件”就又
改成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了，到了上
世纪90年代社会上就时兴空调、笔记本电
脑、手机、液晶电视等“四大件”了。以至于21
世纪人们追求的就不尽相同了，但是总体上
从“四大件”变成了“五子登科”了。

从这些变化可以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日新月异，有目

共睹，并且已逐渐将这些成果惠及到了普通
百姓和农民自身，昔日的几大件已成了家庭
的日用品和必需品了。就拿我家来说，在农
村已建起了80平方米的新房，在门城地区还
有80平方米的楼房，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
等应有尽有；出行有自己的小轿车，生活美满
幸福。再看看，现在的儿童玩具、服装、食品、
饮品等等应有尽有，谁家有小孩，都存放着好
多玩具，好多食品用品，再也不像我的童年了！

说起家乡的变化就更大了，变得让我既
熟悉又陌生了，因为我退休长期生活在门城
地区，每隔一年半载的也回家看看，每回一
次，家乡就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变化着，这儿多
了一处新建宅院，那儿又起了一座小楼，谁家
的不知道，还得问。变化最明显的是环村道
路，原来没有环村道路和入村口的那座桥，不
知什么时候，环村道路修的既宽阔又平坦了,
路旁还栽有许多花草树木，植有绿篱绿带。
桥也换了新样式既壮观又美丽，成了家乡的
地标。再有就是交通条件发生了改变，原来
村里基本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出行很困难，现
在村里不但50%的住户有了小轿车，国家还
增加了公交大巴车，每天从门城镇往返三次，
当天到门城镇办事随时就可以返回；再有就
是村中路边那些露天的粪坑、垃圾不见了，苍
蝇、蚊子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干净的厕所
和垃圾场，还有志愿者巡视，垃圾也实行分类
处理了；村里原来的低矮潮湿的土坯房、古老
的瓦片房逐步拆除了，全部变成宽敞明亮的
新式住宅；家乡附近有了超市和集市,商品齐
全，琳琅满目,人们可以自由的选购……这就
是我的家乡，一个新时代的新农村。

任成壮/文

爱祖国爱家乡爱祖国爱家乡

翻开历史的相册，我不知道该如
何去形容你的宽广，也不知该如何去
赞美你的伟大，你是我的祖国，是亿
万人民最亲爱的母亲。

从过去的黑暗破碎到现在的河
山锦绣，70多年的峥嵘岁月，历经风
雨的你啊，冲破历史硝烟成为东方最
闪亮的明珠。

你的胸怀充满无尽的希望，你的
每一次微笑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辉煌是长江黄河的澎湃，也是喜
马拉雅的巍峨。你的宽广美丽，你的
博大精深更是亿万人民的骄傲和自
豪。

站在秋天的辽阔里，我看见了长
江黄河激荡起的浪花，我看见了中国
速度，中国力量像子弹射出枪膛，我
也看见了五谷酿出金秋的芬芳。强
国富民、科技创新、嫦娥出征、高铁飞
驰，日新月异的变化，让祖国始终高
昂着头颅。

我怀揣初心，看冉冉升起的旭日
照亮那些黑暗的岁月，我满怀眷恋，
看那些袅袅炊烟温暖每一个人的心
窝。是你，用锋利的镰刀斩断那些封
建的阴霾，让阳光照进每一个角落。
是你，用斧头砍掉所有的荆棘，让每
一条回家的路都平坦舒适。告别昨
日的黑暗和破碎，你是春天里一棵蓬
勃的大树，让所有鸟儿都有欢歌的天
堂，让所有花儿都有芬芳的诗意。

你鲜艳的旗帜，永远飘扬着不屈
的精神，不管是北方的粗犷村庄还是
南方的烟雨小镇，每一块土地都有你
呵护的生灵。为了那些渴望的目光，
你让每一块石头都成了抵御外敌的
武器。“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铿锵
的字句，让每一个生灵都找到安睡的

摇篮，你赶走了南方的洪流，你抵御
了北方的冷寒，你把肆虐的浪涛踏
平，也把沉睡的大地喊醒。

祖国啊，你是我的母亲，是我心
中屹立不倒的英雄。不管是硝烟弥
漫战火连连，还是风雨飘摇历经沧
桑，你的臂弯始终坚硬如铁呵护每一
个炎黄子孙。我该怎样说出心中的
眷恋，我依恋着你胸怀的温暖，也依
赖着你臂弯的强壮，你挺直的脊背阻
挡着一次又一次风刀霜剑的侵袭。

祖国啊，你的名字已经成为每个
人的骄傲，喊出你的名字，就喊出了
心中全部的眷恋。从此，南方灌木丛
的荆棘，北国杨树林的寒风在沉寂中
冬眠，在铠甲的坚固中销声匿迹。

祖国啊，你始终是我们心中永远
的眷恋，从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卓
绝到十四亿人的幸福安康，一串串闪
亮的名字让五星红旗永远飘扬在巍
峨的天安门城楼上。

祖国啊，你可知道你每时每刻都
在我的心中，960万平方公里的沃土
上，你用刀枪剑戟赶走了那些侵略
者，你用镰刀锤头劈开了山峦，砍断
了荆棘。你的色彩始终是鲜红的鼓
励，你是我的母亲，是我的骄傲和感
动。你用巍峨的高山，流淌的江河呵
护春天的耕种，也呵护秋天的收获。

祖国啊，你有花朵的微笑，还有
绿树的欢歌，百折不挠的筋骨，不卑
不亢的精神像血肉融进亿万人的骨
骼。

祖国啊，你始终在我心中，像青
天上的一行白鸽，历经风雨飘摇，冲
破历史硝烟，依然吹响和平奋进的哨
音。

杨丽丽/文

祖祖
国国
在在
我我
心心
中中

诗歌打造的月饼诗歌打造的月饼
张 孚

你是一轮明月
我是一轮明月
咱俩相依相偎
就能进入朋友的境界

你心里有我 我心里有你
两颗心合在一起
生活才能烤制出
真情 真挚 真爱 和谐

这是一块诗歌打造的月饼
朋友 掰开尝尝
不一样的滋味儿
不一样的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