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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立彬

嘉兴，是革命圣地。 去年的国庆节，我带着13岁
的儿子去了嘉兴南湖。

那天早上的天气并不好， 夜里就开始下雨，滴
滴答答的，没有停歇的迹象，我和儿子决定要冒雨
游南湖。 南湖，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并称浙江三大
名湖，素以“轻烟拂渚，微风欲来”的迷人景色著称
于世，因地处嘉兴城南而得名，它分东西两湖，南湖
之西为西南湖，两湖相连合称鸳鸯湖。 南湖有很多
景点，我和儿子商议主要游览“红船”和参观南湖革
命纪念馆。

在蒙蒙的细雨中， 南湖像笼罩了一层薄薄的
雾，看上去更加迷人。 因为下雨的缘故，游人并不
多，我们乘坐的游船空空荡荡。 因为急于想看到“红
船”，也无心看美如仙境的湖光水色了。

游船驶进湖心岛，那是个不大的小岛，始于五
代，几经兴废，明嘉靖年间疏浚城河将淤泥垒土成
岛。 岛上有一个中心建筑叫烟雨楼，它以“南朝四
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烟雨”而得名。 层檐
下匾额的“烟雨楼”三个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董必武的手笔。 据说，当年“一大”代表们在开会
之前曾扮游客登烟雨楼，观测南湖地理位置。

“一大”会议纪念游船———红船，停在湖心岛烟

雨楼前的水面上。 它是1959年仿制的，一条典型的
南方游船，称之为画舫。 人们亲切称这只船为“南湖
红船”。“一大”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内秘密
召开，中途闯进两个陌生人，会议中断。 8月初，转移
到嘉兴南湖游船继续进行。 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
者们在白色恐怖之中，以游湖为掩护，冒着极大的
生命危险在这里开会。 在游船续开的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
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

站在烟雨楼上，南湖景色尽收眼底，望着烟波里
荡漾着的红船， 仿佛听到从红船里传出“共产党万
岁！ 第三国际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的时代最强音。
当时，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一共13人，大都是年轻
人，平均年龄26岁，分别代表全国7个共产主义小组，
50多名党员。 会议结束后，这些年轻人当夜分散着离
开嘉兴。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向全国各地。星星之火
从这里燎原，中国革命航船从南湖扬帆起航。

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有三个楼层的展厅，展厅
的内容从近代革命到现代发展，观看完后最大的感
触就是“落后就会挨打，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

嘉兴南湖，这一江南风景胜地，由于中国共产
党“一大”在这里续会而备受世人瞩目，她托起了中
国的希望，引领着中国的未来。

丁梅华

每逢国庆节，我们一家人都要去我岳父家。 不
仅因为老岳父的生日是国庆节， 我妻子名字叫国
庆，生日自然也是在国庆节了；让人想象不到的是，
儿子原来预产期在9月28日， 可他偏偏等到国庆节
这天才来到这个世界。 一家三口人的生日都在国庆
节，可谓是举家同庆。

我有几次和媳妇开玩笑说， 你爸给你取的名
字，像个男孩的名字。 妻子国庆说，你的名字不也像
个女孩的名字，还笑话我？ 我接着说，干脆咱俩换一
下名字算了，妻子白了我一眼说，才不呢？ 妻子还有
个名字叫麦子，平时就是不肯让我叫这个名字。

听岳父讲，那时候农场连队种植经济作物少，大
部分人家都是以种植小麦为主， 一年的收入全靠麦
子的收成。 那天他正在地里给麦子地覆水，因为个别
地方苗不齐，要在苗缺的地方再撒些麦子。 正撒着麦
子的时候，连长骑自行车到地里叫他，说我岳母要生
了，让他赶紧回家准备，连队准备好了一辆四轮拖拉
机，送她到农场医院。 兴许是一路颠簸，岳母到医院
不久就生了，一位面目慈善的老护士匆匆出来报喜，
说生了个女儿，还说今天这个日子好啊，正好是国庆
节，那就叫国庆吧！ 母女都平安，岳父的心总算落地，
因为担心地里还浇着水，连忙说，护士就听你的叫国
庆吧，不过我媳妇还得麻烦你照看几天，地里麦子正
浇着水，我还得先赶回去。 等岳父回到连队，来到麦
子地时，连长已经亲自带着人把水浇完了，激动的他

只说了一句：我的麦子呀……
后来，妻子国庆便有了个麦子的小名。
去年国庆节回岳父家， 是儿子主动提出来的，

这两年他在外面上学，没能和姥爷一起过生日。 记
得前几年每次回农场岳父家，我们全家人都是挤公
交车去，原本公交车一天只有三趟，遇到节假日，等
车比坐车的时间还要长。 现在条件好了，我们有了
自己的车，道路也由原来的单行道变成现在的四车
道，不到20分钟就能到。

到了岳父家，岳母正在厨房准备菜，妻子赶紧
去帮忙，我和岳父闲聊时，突然想起单位组织看的
关于祖国近年伟大成就的纪录片， 便将U盘插到岳
父家的电视上，岳父和儿子立即被片中一个个生动
而具体的故事所吸引，岳母催了几次吃饭，岳父和
儿子都坚持看完。 岳父不时感慨地说，现在国家的
各项政策真是好，想起早些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
子，哪会想到现在坐到家里，都能够拿到退休工资，
看看国家这些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真是让人能够
切实感受到祖国的进步与腾飞，繁荣与昌盛。

吃饭时， 妻子拿出大蛋糕和早已买好的礼物，
岳父连忙说：“我跟你们说多少次了，到我这儿来不
要买东西，我们两口子一个月七八千工资，还要你
们花什么钱。 今天能够看到这部让人震撼、让人自
豪的片子，就是最好的礼物。”说着举起手中的酒杯，
“来来来，我们几个都是国庆节出生的，让我们共同
为祖国的明天祝福吧！ ”妻子和儿子举杯相迎，屋子
里洒下一片国庆的欢乐！

周益民

这是一个沉重的词语
里面包裹着太多的辛酸
甲午海战的沉船
圆明园的废墟
卢沟桥的弹痕
南京城里的鲜血……
截取其中任何一个场面
都能让我泪流不止
多灾多难的祖国
像一块巨石
压得我一直喘不过气来

这是一个自豪的词语
当一代伟人
在天安门城楼大声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联合国的座位上
蓦然出现中国的名字
奥运会的领奖台
激昂的国歌一次次奏起
太空里掠过
插着五星红旗的飞船
辽宁的海湾
航母挺起胸膛鸣笛出海……
我由衷地感叹
生在这个国家多么幸运

这是一个美丽的词语
手搭凉棚放眼四望
秦砖汉瓦唐诗宋词
长江黄河三山五岳
江南的温柔北国的粗犷
西部大漠东部海域
还有那蜿蜒的长城
漫漫的丝绸之路……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
多姿多彩
就会一齐向我滚滚涌来

中国 这个词语在中国汉字中
是最经典的组合
它嵌入哪个句子
那个句子就充满深情
它出现在哪首歌中
那首歌就慷慨激昂
成为不衰的千古绝唱

祖国， 母亲

四分五裂的年代
您伸着柔弱的手臂
一次次呼唤
却无法把失散的子女聚拢

挺直了腰杆
您又顽强地撑着虚弱的身子
用干瘪的双乳
喂养着缺少营养的子女

好日子到来
幸福姗姗降临
膝下的儿女渐渐长大
翅膀硬了会飞了

祖国啊 母亲
我们不会把您忽略
您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
有时是一段平坦的路
有时是一条奔腾的河
有时是一束美丽的花
有时是照耀我走路的灯火

更多时候 您是我疲惫时
公园里那把长长的靠椅
您是我迷路时
大海上那高高耸立的灯塔
您是我前进路上静静的油站
您是我遭受欺负时
阅兵场上那巍巍的三军

无数的弯道
曾经试图改变您的方向
弯了许多圈后您又回归了初心
六十九年了
您复兴的梦从没凋零

擦干脸上的泪水
走在小康社会的大道上
我看见您的步伐更加稳健
您头顶那轮红日更加磅礴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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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首)

特殊的国庆

带着儿子去嘉兴南湖

国庆火花凝深情 照相
付朝旭

印象中，每年国庆节母亲都会要求我们给她照几张
相片，以往小的时候，每一个国庆就是一家人照相的时
候。那时没有数码相机，一家人总是会到照相馆去照。之
所以选在国庆照相，是因为只有国庆的时候父亲才会从
工地上回来，一家人才能够聚在一起。

儿时国庆放假没有这么长，具体是几天，现在也记
不太清楚。 只记得父亲匆匆回来又匆匆离去。 每当取到
相片的时候，我和妹妹便争着去看，倒是母亲，总是在一
旁笑呵呵地说：“看把你们给急的，以后要是能够有一种
相机照完就取到相片，就好了。 ”

当时觉得母亲说这话有些天方夜谭，哪有这样的相
机啊，不用等待，照了就看得到。 虽然知道不可能，但是
我和妹妹却期待着真能有这样的相机。日子如流水般地
逝去，家里的相片从最初的黑白到彩色，时代在变化着。

结婚那年正值国庆，老公买了新胶卷，准备照一张
全家福。这时他的一个朋友，拿了一台数码相机过来，当
照完后看着一家人在显示屏上时，我一下子对这个物件
产生了兴趣。 记得我当时对母亲说：“看到没，这就是你
当年说的一照就能够看到相片的相机。 ”

母亲对这台相机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是当得知
这台相机需要好几千块钱时， 母亲摇了摇头说：“太贵
了，谁用得起啊。 ”的确，那时家里日子刚过得好一点，这
样的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及，只有羡慕的份了。

再后来，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买了数码相机，
而现在的智能手机都具备照相的功能。国庆节照相已成
了家里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每年这时，我们一家都会到
市内的公园转转，不用带数码相机，人手一台的智能手
机，就能在想拍照的时候随时都能够拍。

当然，每一年的国庆相片，母亲总是会让我去洗出
相片，当时觉得母亲有些多此一举，放在手机里想看什
么时候都能看。 倒是母亲说，她要将历年来的国庆相片
都存起来，哪怕科技再发达，但有些东西以纸质的方式
留下来总是最好的。

一年一年，国庆节总是如约而至，每一张国庆节时
照的相片，都似乎在向人们展示着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
一天过得好。就像这个国庆，我和妹妹同时换了新车，母
亲说国庆的时候一定要和新车合个影，记录下属于咱老
百姓的红火日子。

钟芳

沐浴着金秋灿烂的阳光， 我们满怀喜悦地迎
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 在这举国欢庆的
日子里， 翻开珍藏多年的火花集藏册， 欣赏不同
时期承载着红色历史、 反映新气象的国庆题材火
花， 国庆纪念日的一幕幕铿锵历史画面， 跃然眼
前， 令人感慨万千。

火花，就是火柴盒贴画，即火柴商标。“火花”
这个极富诗意的美名出自于它的收藏迷们， 寓意
为火柴盒上的艺术之花。 方寸大小的火花不仅能
反映自然风光、风土民俗、文学艺术，还会客观地
记录历史风云、社会变迁，犹如一部浓缩的“百科
全书”，一卷写实的历史画卷。 国庆佳节历来是我
国各地火柴厂出品纪念火花的重要时刻。

最早的国庆专题火花始见于1950年， 由上海
华明火柴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推出。
该火花以“眼镜花” 这种当时特有的形式设计，
采用红黑两色套印， “镜片” 上“国庆” 两个黑
体繁体字异常醒目。

1959年， 当时有武汉、 长沙、 苏州、 青岛、
广州、 柳州10多家火柴厂出品了纪念火花， 图案
大都以天安门、 工农业建设成就及礼花、 红旗、
彩球、 宫灯、 舞龙、 民族歌舞等喜庆场面为主，
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喝彩。 如武汉火柴厂出品的
纪念火花全套2枚， 第1枚图案是迎风飘扬的五星
红旗辉映下刚建成不久的武汉长江大桥及和平鸽
群， 第2枚图案是巍峨庄严的天安门城楼、 五星
红旗、 和平鸽和放飞的气球， 下面均印有鲜红耀
眼的“国庆十周年” 和“1949—1959” 字样， 显
得格外夺目， 凸现了祥和、 欢乐的节日气氛。

此后， 在国庆日陆续有火柴厂出品纪念火

花。
1989年，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

之际， 南京火柴厂出品了纪念彩标火花， 全套40
枚。 设计者一改以往“庆祝国庆” 图案中满是红
旗、 天安门、 工农兵人物的宣传画形式， 而以中
国传统吉祥图案入画， 有国花牡丹、 国魂梅花、
花仙海棠等； 也有展示不畏严霜、 高洁风格的岁
寒三友、 坚韧不拔的青松、 挺拔多姿的翠竹； 更
有根据民间流传多年的吉祥语构成的惟妙惟肖图
案， 像“连年有余”、 “松鹤延年” 等。 这套国庆
纪念火花采用水粉画构图， 其优美的线条、 和谐
的色彩、 意象的搭配在当时广受好评， 得到了众
多收藏爱好者的喜爱和收藏。 图案上另加了一层
高清晰度的保护塑膜， 保护了画面， 使其长久不
褪色， 这不仅是南京火柴厂的首创， 在国内的火
花中也极为罕见。

众多的国庆火花中， 大理火柴厂1999年出品
的纪念火花显得特别珍贵， 是全国32家火柴厂联
合设计出品的， 所以更显收藏价值。 它一共有54
枚， 以摄影构图， 按新中国发展的时间顺序排
列， 犹如一部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进步伐的写
真集， 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品枚数最多的一套“国
庆火花”， 可谓前所未有。 该套火花有用铁盒包
装和用纸盒包装两种。 南京火柴厂在同年也推出
了庆典火花， 图案是全国人民共同迎接国庆盛典
的盛大场面： 节日的天安门广场， 红旗漫卷， 鲜
花竞放， 举国上下， 万众欢腾， 热闹非凡。

小小的火花和邮票等与其他藏品一样， 是人
们喜闻乐见的收藏品。 纵览国庆题材的纪念火
花， 客观真实、 形象生动地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繁荣发展的光辉历程， 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作为
一个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

微信圈里
唱国歌

王琴

微信时代，给生活带来快捷而又潮流的交流方式。微信
圈子里唱国歌，让我既感动，又受到深刻的教育。

那天，去探望父母。 得知他们每天很忙，过得充实又快
乐。原来，父亲当年曾在安徽马鞍山当了4年工兵，自从父亲
会玩微信后，他就开始计划着寻找战友，希望在有生之年找
到当年当兵时所在连队的10位战友。在部队每天晨练晚训、
酷暑严寒岗哨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

在成长岁月里，我都不记得父亲给我说过多少次，他和
战友间很多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特别是父亲刚当兵那年，
也是快近国庆了，他特别想家，想他的母亲。深夜，看着外面
黑沉沉的，想家的心如部队后面的那座大山一样，压在父亲
心头。 他下定决心，准备天一亮就开始往山上跑，翻过后面
的那座山，正好有好几条铁路，只要爬上往家乡开的火车，
就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母亲身边。 自从有了想回家的念头
后，父亲越来越兴奋。

其实，早有双警觉的眼睛正盯着父亲，他就是连长张明
义。他好似从父亲兴奋的表情中发现了什么，但装作若无其
事。 过了约有10分钟，他起身，下床，拿起小号吹起集合号。
清脆的号声在黑夜中传得很远，战友们以为有了重大事件，
都以最快的速度集合完毕。漆黑大院里，站成一排的战友们
在等待着连长传达上级指示。 没想到连长按惯例立正稍息
后，要战友们挨个站在院里的国旗下，以行军礼的方式唱国
歌，一直唱到东方太阳升起，红红的太阳映衬着国旗，也映
衬在每位军人的脸上。 当父亲的目光不期然间与连长目光
相遇时，心里的慌乱与羞愧难以形容。 轮到他唱国歌时，许
是心里底气不足，明显唱得很虚。 直到连长命令唱高点，才
越唱越激昂，唱到最后，彻底觉悟自己想往家跑的念头多可
怕。连长用大家唱国歌的方式默默教育了他，让他完美地结
束了军人生涯。

几十年来，父亲每次重温往事，内心都涌起对连长和战
友无限的感激与怀念。 有了微信后，已找到了几位战友，连
长和两位内蒙古的战友却没找到。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战友
团聚的心愿，终于在战友儿女们的共同寻找中，当年的战友
都找到了，都加了微信，只有连长没加到。 父亲从连长女儿
那里知道，他在不到60岁时因病去世了。 消息传来，几位老
人心里很难受，都在微信上表达思念。后来，在父亲提议下，
每位老人通过微信轮流唱国歌，以此祭奠他们的连长。

父亲对着微信唱国歌时，老泪纵横。 显然，父亲回到了
当年深夜在部队里唱国歌的情境中， 至今他的战友们都不
知道那晚为什么要唱国歌？只有父亲和他的连长知道。要不
是那晚的国歌教育，说不定父亲的人生中将抹上黑点。

当老战友们在微信圈里赞扬父亲唱国歌最深情时，父
亲欣慰地笑了。 战友们哪知父亲内心深处隐藏了很久的秘
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