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湘韵 责任编辑 杨丹 版式编辑 陈阳 投稿邮箱： yd9333@sina.com� 2019年9月20日 星期五
20

汉诗新韵

王诗剑

2001年暑假，我10岁。妈妈和姨妈带着我和表
姐去了北京。一路上的狂喜兴奋按捺不住，舟车劳顿
的疲惫早已抛之脑后。到达天安门的那一刻，望着眼
前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与肃穆神秘的黄瓦红墙，
一时间我竟呆住了。回过神来，远远地站着留下一张
合影，带着小女孩心中的敬畏与仰望，就这么远远地
驻足望着， 亦能强烈感受到那些光荣岁月里的伟大
信仰与坚定信念。那天晚上，我跟着妈妈和姨妈在北
京街头散步。忽然，周围的人们开始欢呼雀跃。现在
回忆起来我还清晰地记得， 马路上大家挥舞着国旗
呐喊奔跑， 行驶车辆中甚至有人伸出天窗激动得将
T恤在空中挥舞。 然后我听见妈妈激动的声音：“成
功了！我们申奥成功了！”虽然那时我还不懂事，却是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如此强烈地
感受到身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

2008年，我17岁。昏昏欲睡的午后，老师正上着
课，突然的一阵晃震感让整个学校开始喧杂，还没回
过神，我已被同学们推攘着来到了学校操场。不久传
来正式消息，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之后，我每天
趁着吃晚饭的时间偷偷溜进宿管阿姨的房间看新
闻， 看到汶川受难同胞的数字不断增加， 心悬着揪
着。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整个5月弥漫在空气中的凝重

与期待，但是，我更不能忘怀的是那些冒着余震危险
抢救同胞的战士，是那些在废墟中满眼血丝的医生，
是那些争分夺秒运送救援物资的志愿者， 是那名在
生死关头为学生们撑起一片天的老师。“汶川雄起！
汶川挺住！”这是全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喊。全国各
地的救灾物资源源不断送入四川， 举全国之力拧成
的这股绳牢牢将汶川绑住，将它从灾难深渊拉回，这
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中国力量，感受到“祖国”这
个词背后的担当与责任。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遭遇何
种困难，祖国不会忘记我们，更不会抛下我们。

2010年，19岁的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上海世博
会。望着气势如虹的世博园，我被各式各样美轮美奂
的建筑深深吸引了，欣喜若狂，捏着手里的“世博护
照”不知该往哪走。德国馆“动力之源”震撼眼球，法
国馆“中法式园林”尽显水韵之美，沙特馆“月亮船”
充满异域风情……而那抹醒目的中国红则是我心中
盼望已久的最爱。 从历史深处走来， 向未来世界走
去，中国馆将五千年的历史浓缩呈现，亦向世界展示
了城市发展的中国智慧。她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创新
性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富强民主、 文明
和谐的新中国。那抹无与伦比的中国红，点燃了每一
个中国人的心，让所有华夏儿女感到骄傲与自豪！

2019年， 我28岁。2017年毕业后我选择来到基
层，成为了一名乡镇干部。这两年里，我迷茫过、彷徨

过。我曾问自己，明明当初有那么多选择，为什么偏偏
选择了来基层？ 是因为我曾在新闻中看到那么多基层
干部不厌其烦上门给贫困户讲解脱贫政策， 希望早日
帮他们过上好日子时，心中流过的那股暖流；是因为曾
在报纸中读到村民们在基层干部们的共同努力下，办
事越来越方便快捷，生活环境越来越舒适时，心中沉淀
的那份踏实。这两年里，我和一同奋斗在基层的兄弟姐
妹们淋过雨，晒过太阳，熬过夜，流过泪，也看到了贫困
户们脸上淳朴的笑脸，感受了党员心中坚定的信仰，享
受了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喜悦。在这里，我了解到了
最真实的农村，也看到了最蓬勃的中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想把心里话说给祖
国母亲听一听：感谢有您，让我能无忧无虑茁壮成长；
感谢有您，让我能学有所成一展抱负；感谢有您，让我
走出国门有坚强后盾。我爱您，像稚气孩童对母亲那样
的依赖；我爱您，像莘莘学子对老师那样的敬重；我爱
您，像全天下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建设祖国事业，只为报
答您养育之恩而奋不顾身。

从呱呱坠地到如今投身基层，这28年我见证祖国
一步步强大崛起， 一步步繁荣昌盛， 中国声音孔武有
力，东方巨星冉冉升起。且以深情诉衷肠，我愿始终坚
守初心，投身基层，立足岗位，奉献青春，与祖国共成
长，与时代同命运。愿愿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本文选自“学习强国”湖南学习平台）

且以深情共成长

欢乐一家亲

李伟

我是一个喝湘江水长大的长沙伢子，
从小到大一直住在湘江边。

大约从读初中起，每年的夏天，我总会
和伙伴们到水陆洲（橘子洲）去游泳。那时
还是一个物质很匮乏的年代， 父母所在的
单位还没有一台电视机， 要是谁家有一台
收音机，就很让邻居们羡慕了，如果还外加
一台唱片机，那简直是顶尖富翁了。少年时
期的我， 最大的乐趣就是邀上几个好伙伴
去湘江游泳戏水， 游完泳后， 再去“打牙
祭”。当然比不得现在，能吃到的也就是一
两个包子馒头和一瓶汽水罢了。

我们4兄妹和父母6口人， 住在父亲单
位招待所两间加在一起不到30平方米的房
子里，一日三餐在父亲单位食堂吃，难得吃
上一顿肉，十分清苦，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
上一顿鸡肉或鸭肉， 我印象当中最好的美
味就是鸡、 鸭了。 家中连一台收音机也没
有，文化生活除了读书看报外，就是周末的
露天电影或父亲单位组织的职工篮球比赛
了，但这些都比不上到湘江游泳来得韵味，
来得刺激。除了游泳，还有一大乐趣，就是
养蚕。每次去橘子洲，都会带回满满一袋桑
叶， 看着精心喂养的一条条肥肥白白的蚕
抢吃桑叶，我心中就有一种莫大的安慰。

一转眼， 我考入了湘潭的一所学校读
书，一读就是3年。每年放暑假，我依然会邀
上几个好伙伴去水陆洲游泳，享受“中流击
水” 的快乐。 后来我毕业回长沙参加了工
作，依然保持着到湘江游泳的爱好。不知不
觉一晃30多年过去了， 我也从一个懵懂少
年步入了知天命的年纪，有了妻子和女儿，
有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 十几年前就买
了一台轿车。三十几年的沧海桑田，我曾经
的大家庭早就走进了崭新的年代， 父母早
就搬进了宽敞的房子，哥哥、姐姐、妹妹也
都相继成家立业，过上了比较宽裕的生活。

如今的湘江，变得更加美丽。湘江两岸
的马路已由原来的狭窄泥泞变得宽敞平
整。道路临江的一边，早已建成由绿树、鲜
花、亭阁、小桥、流水、草坪组成的沿江风光
带；道路的另一边，是鳞次栉比、错落有致
的高楼大厦； 风光带和崭新的江堤像两条
美丽的多姿多彩的玉带， 紧紧地守护在湘
江两侧，任由江水由南往北欢快地流淌；橘
子洲也像一位即将出嫁的新娘， 换上了美
丽的新装，益发楚楚动人。原来的水陆洲游
泳场不复存在了， 我也没再到湘江中游过
泳，但我对湘江的依恋非但没有减少，反而
与日俱增。只要得空，总喜欢带着家人一起
到江边散步，去吹吹风，闻一闻夹杂在风中
特有的温湿甜润的湘江味道。 尤其是在傍
晚时分，去江边看夕阳西下、渔舟唱晚的景
象，更是一种享受。

剪不断，湘江情。我的这种湘江情结在
心中萦绕了许多年， 总是挥之不去。 高兴
时，喜欢到江边走走，甚至带上照相机，拍
拍照片，常常会乐不思蜀、流连忘返；心情
欠佳时，也会到江边漫步，往往会变得茅塞
顿开、豁然开朗。或许是这个缘故，10年前
我还在湘江之滨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从此
依江而居，实现了我多年的梦想。

湘江到底是哪一点吸引了我， 这是我
一度想探寻的问题。 是湘江两岸美丽的风
景， 还是那承载着历史和梦想川流不息的
江水， 抑或是对自己生活成长故土一种本
能的依恋？似乎都是，似乎又不全是。

湘江之滨的巨变， 只是星城巨变的一
个缩影。而今，湘江两岸变得更绿，河水变
得更清，星城变得更美。不舍昼夜、奔流不
息的湘江，正以崭新的风貌，承载着千千万
万湖湘儿女的幸福之梦。

（本文选自“学习强国”湖南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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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往日，飞越武冈的时候，彼此都有些腼腆。
世面见多了，会返老还童。
我躲在云层中，它躲在棉被里。
隔着一道躲躲闪闪的目光。

2
洞新高速，穿越武冈。
我已经刷过两道屏。
远远地望去，那道山脊像一条鲸鱼的背脊。

3
一只蜻蜓落下来，一只蜻蜓飞上去。
武冈是荷尖，也是草茎。
成群的牛羊，早已回家，不再上岗。

4
雪莲开在高山上。飞机也开了。
460米！高。如果是一个旋梯，需要足够的脚力。
4411米！海拔最高的机场在四川，在稻城亚丁。
高高低低，都要飞，都能飞。

5
伫立。鸟瞰。
城市与村庄，不是我孵化的。
这些变化的颜色，在机翼之下，都会省略。
在地面，我是句号。
在空中，我是逗号。

6
飞！飞！飞！
贴近，然后拔高。
拔高，然后贴近。
天空下的土地，都叫土地。
土地上的天空，都叫天空。

7
此时此刻，我不要候机。
那个航班，早已飞走。
那张机票，在手中，由阴转晴。
静好的时光，从山那边飘了过来。

8
飞了！崀山、南山插翅。
我不知道丹霞加入了奶香，是不是味道更好。
飞了！拉近长沙，拉近张家界，拉近桂林。
拉近心仪的山水。
入诗，入书，入画。

9
武冈，站立在山岗。
飞行的轨迹，像一个弯曲的手指。
我也要这样勾兑天空。

从童年出发
唐春莲

童年很短，我的童年更短，短到好像就那么一瞬
间， 因为我只记住了被寄养在乡下姨娘家的那一年
多时光。但我至今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从那一瞬间出
发的，从真实的烟火里出发，从善良焐过的温暖里出
发……

喜欢听雨

下雨天就不好玩了。哪儿也去不了，只能眼巴巴地
站在屋檐下看着雨线生气， 伸出小手去接雨， 使劲一
攥，雨水从指缝漏走，摊开来，手湿湿的，雨还是不停。
翘起嘴巴走进屋里，姨娘在做饭，我嘟哝道：“姨娘，下
雨好讨厌哦！”姨娘笑了：“下雨好啊，农民就盼着下雨，
一下雨，地里的庄稼就长得好，就有吃的了。”

“我们没吃的吗？”姨娘没吭声，从布袋里抓出一把
红薯丝扔进稀薄的米饭里，用竹片在锅里搅和搅和，仔
细将竹片上的饭粒敲进锅里， 盖上锅盖对我说：“等有
吃的这饭里就不放红薯丝了。” 我不喜欢吃红薯丝拌
饭，在我的认知里，红薯是姨娘拿来喂猪的，喂猪的又
拿来喂人，这让我不舒服。红薯饭正开着锅，就像饿着
的肚子发出的咕咕声， 我的目光也跟着热气往屋顶上
蹿，这一瞬间我喜欢上了下雨，在心里求菩萨别停，好
让我们都吃上纯粹的白米饭。

直到现在，我还喜欢睡下时听到雨打窗棂的声音，
偶尔会起床开窗，伸出手去接雨，滴答滴答落在手心，
像一串风铃声，穿过雨雾越过重山，将我的祝福传送给
至今仍在乡里种田的表姊妹和乡亲们。

“第一桶金”

隔上个把月， 奶奶会打发小姑到姨娘家来接我过
去住几天，我是不愿意去的，因为姨娘家和奶奶家相隔
十来里山路，山道弯弯，路又崎岖，我根本走不了那么
远，每去一趟都累得半死。所以每次一看到小姑来了，
我就往竹林里钻，或者躲到茅厕的角落里，常常顶着一
头蜘蛛网被找出来。

小姑拿出一颗纸包糖诱惑我。姨爷是大队支书，经

常上县里开会， 每次开会回来都会给我带好多颗糖，
我不缺糖吃，不为所动。小姑扯下辫子上的红绳，在我
眼前晃晃，红艳艳的真好看，但我成天在田间地头撒
野，姨娘给我剪了短发，红绳我用不上的，也摇了摇
头。小姑在身上摸索摸索，摸出一角钱，我的眼睛亮
了。我看见过外婆藏钱。她把钱用薄膜纸包了一层又
一层，塞在枕头里，拍拍枕头想想，又摸出来塞到席子
下的稻草里。每次用钱时，她都要掂量半天才神秘地
走进屋，关上门，抖抖索索把薄膜纸包摸出来，用完后
又关上门小心地藏起来。我是趴在门缝上看到的。

我还不会用钱，但我知道这花花绿绿的纸可以换
盐吃，换布做新衣，换又肥又厚的猪肉，换很多东西。
这个我喜欢！我欢天喜地地收下一角钱，乖乖地跟着
小姑走了。

小姑发现用钱能很轻松地完成奶奶交给她接我
过去的任务后，每次来都会拿出一角钱，一年多下来，
我积攒了一块多钱，虽说人生的“第一桶金”赚得容
易，但外婆对钱的珍惜教会我日子要精打细算，没有
计划的人生是没有阳光的。

不知名字的老师

奶奶家旁边有个小学，我常被教室里传出的琅琅
读书声吸引过去。 它不像我后来在娄底读的小学，有
操场，有几层的楼房，一个班一个教室。这小学真是

“小学”，总共就两间教室，分高年级和低年级。低年级
的在一个教室，高年级的在另一个教室。上课的时候，
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坐在课桌前，老师这样授课：“三年
级的听我讲课，一二年级的自习……”我掂着脚尖趴
在窗台上看，觉得他们好厉害，能把书本上那一个个
的墨坨坨读出不同的音。

每次看到我在窗台上露出半截脸，那位扎着两条
辫子的老师就会从教室里走出来和气地向我招手，牵
起我的小手往教室走，走在她身后会闻到一股好闻的
味道，莫不是春风的味道吧？她给我安排一个位置坐
下，然后走上讲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
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诗我是在那个教室背会的。

那个老师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在我对知识产
生好奇的时候带我走进了教室，让我感受到学习的快
乐，求知的美好，给我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子。

胡小平

年岁越大，父母对儿孙的惦念也越发地多了。母亲
常说我们兄弟都在外边工作， 想跟我们说个话也不太
方便，要见个面就更难了，好不容易等到过年过节，一
家团圆了，可没三天两天又都走了，心里好些日子都是
空落落的，不舒服。父亲虽然嘴上这样说得少，但从他
的眼神里，从他送别我们的挥手间，我是感觉得到的，
他的心情其实跟母亲一样。每每接他们出来，想让他们
多住些日子，可他们总是想着园子的菜、田里的禾、山
上的树，挂着亲友，念着邻里，住不了三两个月便吵着
要回去了。

那年春节前， 妻子说干脆给父母每人买一台智能
手机，教会他们玩微信，就什么都好了。我说父亲都80
多了，母亲也是快80的人了，还玩得了智能手机？妻子
说父亲脑子好使，又爱学习，准能学会，母亲有了父亲
带，应该也没问题。

还真没想到，正月初四那天，我们返城刚进家门，
母亲就用微信发语音来了，问我们到家了没有，她算着
应该是差不多了；接着又来了视频。我看到父亲在一旁
边说边指点着，母亲打着哈哈，欢喜得不得了，大声问
我们看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又说好了，有了这个微
信，以后就方便了，想见哪个就跟哪个视频。

父亲母亲都会玩智能手机了，都会微信视频了，一
时成了村上的潮人，得来一片赞许和羡慕，也带动村上
的老人玩起了智能手机，多了与儿孙说话见面的机会，
不再那么寂寞孤独。

二弟虽然平时话不多，却是个热心人，正月初六就
把一大家人的微信群建了起来，取名“欢乐一家亲”。父
亲在群里叫向太阳，母亲是老太君。有了这个群，大家
的问候、分享、交流、探讨等等就方便了，效率也高了。
去年，就母亲80大寿怎么做，大家在群里热烈讨论，大

的小的，老的少的，都踊跃献计献策，母亲的80大寿果
然办得既热烈喜庆，又不铺张奢华，亲朋邻里纷纷点
赞。3个月前，姐姐做了外婆，一时群里满是鲜花爆竹，
满是祝贺祝福，热闹了一天。上个月，为侄儿上哪个学
校好，群里又各抒己见，最后达成共识，还是尊重侄儿
的意愿，由他自己挑选钟爱的学校。10天前，妻子和女
儿去了摩洛哥，去了撒哈拉，在群里发了不少视频和
图片，让大家足不出户，领略了异国风情，分享了无边
美景。

在群里，最活跃的要数妻子和三弟媳妇了。妻子
喜欢在群里分享文章， 特别是一些养生方面的内容，
还喜欢把餐桌上的菜肴晒到群里去，馋馋大家。她总
是群里最早一个向大家问好的，又是最晚一个说再见
的，大家都夸她是守群模范。侄女的学习，和她课余的
学舞蹈学游泳及参加多样的社会活动等等，都是三弟
媳妇在群里分享的内容。

母亲也算得上是群里的活跃分子， 时不时地在
群里说几句，问哪个吃饭了没有，吃的什么好菜，问
哪家近来是不是都好，哪个感冒的好了没有，或是发
个新近的图片，发一段小视频，让大家看看父亲在干
吗，分享一下他的劳动成果，或是把过去的图片、视
频发出来，让大家回忆回忆，回味回味。昨天，母亲就
把去年二弟唱《九妹》、我和三弟在旁边鼓掌喝彩的
视频又发了出来。三弟媳妇说，母亲就爱看她的三个
少爷一同唱歌的样子，每每看着就心里热了，脑门上
也热了。

群里还有两个小活跃分子，一个是7岁的点点，一
个是3岁的婷婷。 她们时不时地来一段唱歌或是跳舞
的小视频，来一首唐诗或是儿歌，扮一个鬼脸，逗得大
家开怀大笑。

母亲常常是看着，笑着，眼泪都出来了。这场景还
真是欢乐一家亲呀！

新中国七轶赋
杨泰波

七十回眸万丈情，
神州往事总怀萦。
手操两弹豺狼怵，
箭发多星玉兔惊。
水上飞桥连海外，
云端开路达天庭。
巨龙一跃三千里，
破浪乘风向复兴。

（作者系省关工委主任）

武冈机场
陈惠芳

江南春·新中国三赞
杜生旺

一赞扶贫

修道路，领头新，山坡栽果树，开启旅游
门。扶贫工作抓精准，万寨千村翻了身。

二赞全面小康

刚解放，少钱粮。贫穷加落后，三载闹饥
荒。如今全面安康乐，衣食无忧添寿长。

三赞教育巨变

才解放，遍文盲，初中刚办起，全县教师
忙。而今兴考研求博，青少全升中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