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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
好儿女心中的至爱
祖国，
，
好儿女心中的至爱
吕金玲
而歌》一诗写道：
“ 祖国啊，你以爱情的乳
浆，养育了我；而我，也将以我的血肉，守卫
你！”方志敏烈士于人生最后时刻写下《可
爱的中国》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
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
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
祖国，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故土，我
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明媚的花
世世代代休戚与共的家园。千百年来，我
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对祖国一腔忠爱
们与之同呼吸共命运，同俯仰共患难，山一
跃然纸上。今尽可告慰英灵，当年的期许
路水一路，你中有我，从未离分。黄河泰山
已成现实，敬请安息！
作为见证和代言，我中华大地自古就响彻
祖国是部队官兵、守岛护边人心中的
着同一种声音：有国才有家，家是最小国， 至爱。在外军蓄意挑起的加勒万河谷冲突
国是千万家。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保卫祖
中，我广大指战员宁洒热血、不失寸土，一
国，一直是唱响在华夏儿女心头最温暖最
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让人们记住了陈
长情最强劲的歌。
祥榕烈士的名字。两年了，他 18 岁的生命
祖国是文人武将、民族英雄心中的至
和其他烈士一起，化作块块忠勇的界碑，继
爱。有言：一个人最大的事情，就是知道怎
续值守在捍卫祖国尊严的哨位上。出生在
样爱国。有着 5000 多年历史的我中华民 “中国西极”的布茹玛汗·毛勒朵，义务巡边
族，始终厚植着爱国主义传统。司马迁“常
60 年，走了约几十万公里，在多少块石头上
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戴叔伦“愿得
刻下“中国”二字，她自己也说不清。一次，
此身长报国”，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苏
觉界碑似被人移动，立刻策马百余里，报告
轼“报国之心，死而后已”，文天祥“人生自
给边防哨所，经勘察交涉，界碑复位，现 5
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
名子女都成了义务护边员。王继才王仕花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更有民族
夫妇，32 年来守护仅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开
英雄郑成功挥师东征，驱逐荷兰殖民者，收
山岛，尽管岛上无水无电无粮，且前几任
复沦陷了 38 年的台湾……可说爱国主义 “岛主”都没待长，可 26 岁的王继才自上岛
典型，数不胜数，爱国主义精神彪炳千秋。
就再没离开。他说：
“ 岛再小，也是国土，打
祖国是志士学者、革命先烈心中的至
江山我没赶上，守江山我必须上！”其妻辞
爱。民主战士闻一多，在留学海外的日子
掉了教师工作：
“ 他守着岛，我守着他；他守
里，一刻也未停止过对故土的牵念，
“ 我想
着国，我守着家。”如今，王继才虽已殉职在
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
守岛岗位上，但其赤心忠魂却留在了开山
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文学家朱
岛和国人心中。
自清在一身重病时，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
祖国是体育工作者及运动员心中的至
的“救济粮”，从另一侧面表达了对生养自
爱。速滑名将叶乔波在 16 届冬奥会夺两
己之祖国的至亲至爱。烈士陈辉《为祖国
银，医生从她左膝内一次性取出 5 块碎骨，

直接对其运动生涯判了死刑。可冒着下半
辈子坐轮椅风险的她反练得更狠，直至夺
得 17 届冬奥会 1000 米铜牌。医生又从其
腿中取出 8 块碎骨，她却说：
“ 比起为国争
荣誉，这算什么？就一个字——值！”这就
是为了祖国命都可以不要的可敬可爱的叶
乔波！北京冬奥会开幕前，我体育代表团
来到天安门广场宣誓出征，武大靖领誓，一
起呐喊“为了祖国，冲冲冲；不负人民，拼拼
拼！”9 金 4 银 2 铜位列金牌榜第三的战绩，
大长了国人志气。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
冠军任子威说：
“ 身披国旗，为国征战，是一
生的荣耀。”本已和母亲说好比完这届就不
练了，但站上领奖台那一刻，他决定再拼一
届，理由就是还想再为国出把力。而从他
出离颁奖区到上车，志愿者们一直在高唱
《歌唱祖国》，相信彼时唱出了所有国人的
心声。
祖国是华侨和海外赤子心中的至爱。
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不知触动过多少华人
心中的柔软。张明敏等唱的《我的中国心》
《中国人》
《故乡的云》，及《霍元甲》主题歌
《万里长城永不倒》，皆“中国烙印”深深。
更有在滇缅公路上出生入死运送物资、千
余人牺牲之大爱大勇的南侨机工，其向国
为国的忠肝义胆永是抗战史上不可或缺的
一笔。
祖国，心灵深处的呼唤，血脉相连的所
在，赤子忠魂的根壤。军旅作家李存葆言
“故土如同胎记，深嵌在国人的肌肤上。”自
信走多远别多久，也弱化不了祖国在儿女
心中的位置，及儿女对祖国的牵挂。歌中
唱“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祖国生
日到来之际，让我们深情地祝福祖国!祝福
中国！

山乡巨变
赵春光

时间凝固不了历史的脚步
劳动者带着一颗滚烫的心
用双手在大地上绘画
耕耘 播种
希望的田野

神州华夏 杜胜苏 作/

光阴不再只记录古老和贫穷
梦想与现实
不用时空隧道连接
乡村振兴的高铁
载乘上所有的百姓
共享车窗外
欣欣向荣的美景
良田阡陌为伴
房舍浓阴相依
老树的沧桑
被琅琅的书声环绕
进取心在积极向上的心中
生长 茁壮
街头巷尾鲜花被盛开诠释
摇曳了她绰约的身姿
焕发出豪迈的新绿
把生命的新曲歌唱

历史点燃现实
发展相守保护
在这里交汇
坚定不可动摇的国家情怀
碰撞出耀眼的光华
映着新山乡人的脸
笑靥如花
两种风景叠加在一起
内外 融合 统一
锻造出精神的力量
黄宾虹 李可染 关山月
挥起手中的画笔
绘不尽
山乡日新月异
浓浓的乡土气息中
把新时代的昂扬抒发
历史的潮流与脚步
不只用来思索
生命的意义为留下
正道沧桑
不曾停下脚步
伟大与平凡
装进行囊里
再次出发

九月
你好
柴华林

九月阳光真好。小鸟“啾啾”地不停欢笑，经过几个月风风雨雨的摔打和磨
练，它们也长大了，羽翼也丰满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来飞去了。见到大
鸟它们也不用躲躲闪闪了，见到流浪小猫也知道同情和怜悯了，它们开始懂得
什么是善良和丑陋、正义和邪恶、文明与野蛮。虽然从它们出生到九月，才短短
不到一年的时间，但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它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人间冷暖和
世态炎凉。疫情的不断蔓延，核酸的常态化检验，那些“大白”及志愿者和社区
工作者的艰辛付出，它们每天在封闭小区飞来飞去，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
俄乌战争的无序争端，把人类文明又重新考验，它们只有祈祷世界永葆和平，让
和平鸽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九月阳光真好。竹子又长高了，今年新长出的嫩竹也在风吹雨打中变得粗
壮和坚挺了。它们也像爸爸妈妈一样，保持独善其身的高贵品质，不会阿谀奉
承和随波逐流，只会像父辈那样不卑不亢地一直低调，永远不低下高贵的头。
有些社会乱象你也都看在眼里，但你永远相信乌云遮不住阳光，黄河永远东流
奔向大海，小鸟在歌唱光明，你的心也永存善良。
九月阳光真好。绿叶又肥了，海棠也憔悴地变瘦了。秋天的女人充满忧
伤，多愁善感为啥总是被伤害。小鸟和竹子都同情女人，那个小猫也站在女人
这边，唯独那只小黑狗，整天“汪汪”叫着，说无法忍受女人的唠叨。男人是乾，
女人是坤。乾应该包容和宽厚，坤只负责温柔。九月份了，鸟妈妈看着也见老
了，她要照顾和抚育幼鸟，一粒粒谷子喂它们长大，教它们学习飞行，告诉它们
怎样防备大鸟侵害，等这些小家伙们儿翅膀硬了，都开始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
时候，鸟妈妈也变得苍老了，那些忘恩负义的鸟爸爸们，不知飞到哪里去另寻新
欢了。
九月阳光真好。我又买了几本新书，伴着九月的初阳，翻开书页里面充满
的人性丑恶和古道柔肠。苏曼殊，一个民国时期英年早逝的才子，他 35 岁就去
另一个清凉世界了。他父亲是一个商人，后来东渡日本做茶叶生意，娶了一个
日本女人，又与这个日本女人的妹妹发生婚外情，生下这个命途多舛的私生子
——小苏。小苏长大后也爱上一个日本姑娘，后来这个日本姑娘为他们爱情投
海自尽，小苏就出家做和尚了。
“孤灯引梦记朦胧，风雨邻庵夜半钟”这是小苏写
的诗，也许就是他出家做和尚的情景吧？后来小苏又还俗，重新体验人间烟火
的浊气。我把《苏曼殊全集》合上，半僧半俗的才子，留下这些诗作，诠释他不平
常的短短一生，读后我内心五味杂陈，很乱很乱的 。总之，对小苏我打心眼里
同情和爱慕，喜欢他的才华和性情，喜欢他对爱情的执着和不弃，即使他看破红
尘走进佛门，丢不下的仍是对红尘情感的牵挂和不舍。
九月阳光真好。我在读一本诗集，也许诗是一种灵魂的升华，也许诗是一
种婉约的内心倾述，
所以对于读诗我总是情有独钟。但，
有的人写的诗我不喜欢
读，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诗意，
也就是那种很肤浅的诗，
其实还没有入门，
已经固
步自封地开始满足和骄傲起来。这种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的诗，
我是不读的。
九月阳光真好。一个文友寄来一本诗的小册子，我一首一首地读了。喜欢
你默默无闻地纯粹写作，笔耕不辍地一直坚持写下去，生命尚存，灵感不灭。写
作如鸟鸣，有什么目的吗？好像有，也好像没有。鸟活一天，就“啾啾”鸣叫一
天，活蹦乱跳地寻找伙伴儿，寻找天空或追逐一片彩云，或追逐落霞与孤鹜，或
追逐一双爱恋蝴蝶远飞。诗人就是浪漫的小鸟，飞起来吧，飞起来！
九月阳光真好。我现在想一天天复归于婴儿的状态，把复杂的世界想得单
纯，把虚虚假假的人情世故想得简单。其实，有些棱角磨平了，有些暴脾气克制
了，有些事情看开了，也就全然释放了。跟谁斤斤计较，都是与自己较劲儿，最
后失败的都是自己。人活得天真一些儿，或有些傻气最幸福。那些自作聪明或
自以为是、事事占便宜不吃亏的人，最后是最可怜的孤家寡人。天地仁慈，都是
付出和给予。天的胸怀和包容，地的宽广和厚道，都是布施与奉献。没有私欲，
没有索取，所以什么也没有天地长久。老子说天地不仁，其实是不对的，天地怎
会不仁慈呢？怎会对待万事万物像对待刍狗那样，任凭自生自灭呢？如果天地
不给予风调雨顺的四季，不给予阳光雨露的照耀和滋润，人类及万物又怎样生
存和发育及生长呢？
九月阳光真好。我坐在窗下，与秋阳不期而至地邂逅，享受阳光给我带来
秋高气爽的好心情。我渴望小鸟们都冲向天空，斑鸠携伴侣来北方落户安家，
喜鹊全家再盖新屋，天下有情人都重归于好，笑看五洲听快
乐鸟鸣。
九月阳光真好。我反复读苏曼殊的诗句：
“谁知
北海吞毡日，不爱英雄爱美人。”思乡心切，一
个多情的种子不管飘零在哪里，最后的思念
还是他挚爱的家乡和他最爱的人。
“ 明日
飘然又何处，白云与尔共无心。”一个人
最高境界就是物我两忘，把自己的心灵
寄托在白云之上，让那颗自由灵魂达到
“无我相”的境界。苏曼殊，一个灵魂超
脱的情种和诗人，九月的阳光下，在我暖
暖的心里，我想把他读懂。
九月阳光真好……

“ 一 日 游 ”中 感 知 古 都 北 京
张栓柱

以前上班时，大部分时间归属单位
和家里，如今退休了，时间自己支配，旅
游的欲望便油然而生。去哪转转呢？生
在北京长在北京，对这座千年古都了解
吗？不要说历史文化深厚的故宫、圆明
园、雍和宫、北海、天坛那些名胜古迹，就
是新中国 70 年建设的文博馆、公园等，大
多都没去过，着实有点愧对
“北京人”
三个
字。索性自己规划个北京
“一日游”
，
尽情感
知一下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
民俗风情、
山
水园林。
打开北京地图，浩若繁星的历史胜
地、名人故居、园林山水、古街老巷、博物
馆、文体公园，遍布京城内外。每个景区、
景点都是一道独特风景，都是一幅历史文
化画卷，
有品不尽韵味，
读不完的故事。
就说天安门和故宫吧。最早看见天
安门是 40 多年前的一天傍晚，在昏暗的
夜色下，只看到天安门轮廓。天安门到
底有多么宏伟？它身后那座 600 年的紫

禁城又是什么样？一直是个谜。如今， 轻气爽，云淡天蓝，碧瓦红墙的紫禁城里，
再不用祈望猜想了，一小时车程就可站
游人如织。故宫的历史文化仅仅在凸显
在天安门跟前。记不清这几年多少次走
皇权地位、宏大威严的“前殿后宫”、龙椅
近天安门，每次来到雄伟壮丽的天安门
龙袍里吗？显然不是。宫、殿、楼、阁、亭、
前 ，我 都 把 它 作 为 最 美 背 景 与 它 合 影 。 门等处悬挂的楹联、匾额，一字一句所蕴
引以为豪的是还 3 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每
藏的文化知识和鲜为人知的故事，就像浸
次站在金碧辉煌的城楼上，眼前浮现的
透着沧桑岁月、亦荣亦衰的一砖一瓦、一
第一个画面，都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主
梁一柱、一门一窗、一册一页，令人神往。
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一边欣赏一边拍照。走出神武门时，相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情景。新中国 70
机里已留下了近百幅楹联、匾额照片，再
多年来，广场上撼人心魄的一幅幅国庆
看看从角楼买的那本《紫禁城八百楹联匾
庆典场景，人民大会堂里的一次次“以人
额通解》，
今天的
“一日游”
，
收获满满。
民为中心”的决策、掌声，无不辉映着中
感知古都北京千年历史文化，除了
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炽
走近故宫、雍和宫、景山寿皇殿那些宫殿
热情怀、辉煌成就。
寺庙，浸润沧桑历史的皇家园林和新中
故宫在百姓心目中一直是明清皇帝
国以来建设的湖光山色园林，也不能错
后独享的天地，如今则成为游客慕名参观
过 。 像 广 为 人 知 的 颐 和 园、圆 明 园、香
的首选地。2019 年 11 月的一天，是我第
山、北海、恭王府锦翠园和北京植物园、
二次“一日游”故宫，这天，我选择的重点
奥林匹克公园、陶然亭公园，都被我纳入
是宫殿门旁楹联、匾额。深秋的北京，风 “一日游”打卡地，在一次次身临其境中，

尽情欣赏着颐和园的“万寿山风述往事，
昆明湖水咏新篇”古今变迁，聆听着圆明
园“西洋楼下生荒草，海晏堂侧遗石龟”
的悲泣和呐喊，触摸着香山的重峦叠嶂、
清泉潺潺、红叶黄栌，感悟着北海的“海
面倒映白塔，周绕绿树红墙”，也品味着
北京植物园、奥林匹克公园、园博园的生
态绿色、鸟语花香。
感知古都北京历史文化，有一门课
程不能不读，就是去参观历史博物馆（展
览）、历史遗址、革命先辈故居，去感知一
代代革命先辈、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
国家强盛、人民幸福付出的奉献牺牲精
神。远了不说，就说最近几年的主题大
展，建军 90 周年展览上我军的现代化、数
字化海地空天武器装备，让我这个退伍
老兵倍感自豪；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览上
的辉煌成果，让我们看到“中国特色”
“中
国智慧”的力量；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
展，让世界看到一个站起来、强起来、富

起来的伟大民族；志愿军入朝作战 70 周
年展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坚定维
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与正义必定战胜强
权钢铁意志；建党 100 周年展览，史诗般
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念坚毅
前行的伟大征程。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馆到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从香山革
命纪念馆到卢沟桥抗战纪念馆、长辛店
二七纪念馆，从北大红楼到宋庆龄故居、
李大钊故居、陈独秀旧居、鲁迅故居，一
个个场景，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影像，一
幅幅照片，一页页文字……无不辉映着
中国共产党人的觉醒与奋斗、信仰与担
当。新时代的今天，血与火的疆场虽然
硝烟散尽，但革命先辈的大无畏革命精
神，时时警醒着、召唤着、激励着我们。
古都北京，有读不完的历史文化，赏
不尽的大美风光。我乐享古都北京
“一日
游”
，乐享千年古都厚重深邃的历史文化，
更乐享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幸福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