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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感赋

幸同年
王振远

几经风雨史无前，捧出初心可对天。
一帜星辉多少梦，今生幸与国同年。

梦渐圆
游克卿

砥砺前行七十年，江山焕彩艳阳天。
开源路上人思变，改革征途梦渐圆。
登月嫦娥昭国势，护邦航母镇刁鸢。
安居乐业根基稳，再创辉煌享泰然。

庆双全
黄定三

蒸蒸紫气艳阳天，万里龙腾七十年。
绿水青山堪画卷，富民强国有新篇。
霞光云锦添吟兴，瑞彩晴岚入咏笺。
更颂神州开远景，还来斟酒庆双全。

谱新篇
魏敦贵

齐龄国寿正韶年，放眼而今百事鲜。
民役公粮成记忆，超英赶美未迟延。
画楼竞彩农家第，月背留踪赤县天。
打虎拍蝇澄禹甸，锤镰引众史空前。

我爱新中国
谭德强

我爱新中国，心中涌彩霞。
攻书能进步，梦笔可生花。
校苑阳光暖，树苗枝影华。
少年磨壮志，奋斗永无涯。

以祖先和
家的名义爱您

杨云

我的祖国，以祖先和家的名义
装在我小小的心房
她给我安恬祥和的月亮
也给了我热血沸腾的太阳

我的祖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她的胸膛跳动着五千年的脉搏
她的血管激荡着黄河长江的浪波
她的脊梁屹立着长城珠峰的傲骨
她的面容洋溢着泰山五岳的气魄

我的祖国，我亲爱的母亲
您给了我宽广，给了我浩荡
给了我挺拔，也给了我绵长

力拔山河是我的祖国
挥斥方遒是我的祖国
凤凰涅槃是我的祖国
雄姿英发是我的祖国
百废俱兴是我的祖国
飞天逐梦是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有岳阳楼前的忧虑凝重
我的祖国有天安门上的壮丽恢宏
我的祖国有五星红旗的庄严雄风
我的祖国有水击三千的顽强从容

我把右手紧贴胸口
深情地发出最铿锵的呼唤
———祖国，我的母亲
在我心灵最柔软的深处
就会跌宕着，炽热燃烧的焰火

看，汨罗江畔人们划着木舟
还在打捞着爱国不屈的傲岸风骨
听，蓝天下锣鼓震天气宇轩昂
高唱着:我爱您中国
我爱您，中———国———

何石

有些人，有些事，注定要成为你人生
烟云中抹不去的风景。

那一年， 我狠心舍下村小代课的岗
位， 背着家人报名参了军。 我清楚地记
得，离开村小的那天，正好是1985年的
国庆节。全校师生列成两队，敲锣打鼓，
喊着“当兵光荣”“保家卫国”“祖国万岁”
的口号欢送我， 我所教班级的班长为我
戴上了大红花，让我好生感动。看着这些
我平日里粗声大气没好好待过的孩子，
一种深深的负疚感油然而生。 我用温煦
而友善的目光一一扫过， 发现班上的一
名女生在低头啜泣，是徐绍萍。她父亲常
常交待我对她要严一点， 我就顺势对她
较为严苛。记得有次因她答题失误，我体
罚了她。为此，我事后深感后悔，也没敢
跟她父亲提起。那么，此刻的她是恨极而
喜还是流连不舍呢？我走过去，轻轻拍打
着她瘦小的肩膀说：“徐绍萍， 请原谅我
往日对你的粗暴体罚，希望你加油，我等
着你进步的好消息！” 她不住地点头，却
挤出一句让我意外的话语：“何老师，我
们舍不得你走，但我爸说你‘志向远大’，
我祝您成功！”

正是因为她的独特之举， 从此我记
住了她和那个国庆节的上午。

这个女生在初中毕业时考上了娄底
的一个中专， 毕业后在广东一家国企做
文员， 并与同村一个大学生因同一个公
司而结缘成为伉俪。 积累了一定经济实
力后，她让老公继续为国企服务，她选择
独自回乡创业， 率先在乡镇城镇化开发
中出手选购了两个门面地建房， 在自家
门面上做起了浏阳花炮的代理商， 可谓
风生水起。那时候，方圆数十公里只要有
红白喜事，一个电话，她的团队就会把事
情弄得熨熨帖帖，而且价格公道、服务周
到。 我也是因为家里的一桩喜事领教了
她的办事风格和社会影响。事后，村里合
并，二合一几千号人，镇里领导就村里班
子组阁的事征求我们在外地的这些所谓
“贤达”的意见，我毫不犹豫推举了她。我
想，她有文化，有见识，有处事能力，有公
道良心， 回想到村民老向我反映有些干
部连电脑都不会弄、材料也不会写，素质
很低，我就下决心推荐她。

此后，镇领导去做她的工作，她家里
没一个人支持她，怕因此荒废了生意。她
起初也没有答应， 但当她知道是我力荐
她时，却爽快地应承了下来。我老家是一
个没任何支柱产业的深度贫困村， 全村
就靠青壮年劳力出外打工挣点钱， 不发
展经济产业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她现在是村里的秘书，但我听说她

干了几件村支书、 主任干不了的事：有
一次通村公路，要从一个“钉子户”的一
块旱土上过，他横竖不答应，她站出来
说：“你那一分地的旱土，我用我家一分
地的水田换给你！”那个“钉子户”听了，
一声不吭地走了；镇里鼓励村里发展油
茶和脐橙种植，期待走出产业脱贫的新
路子，徐绍萍把自家屋后的灌木丛垦出
十几亩土地， 又流转了村民的十几亩
地，全部栽上了脐橙苗，她想通过自己
的示范园带动全村广种脐橙，还向脐橙
苗圃场自费采购了一千多棵树苗分发
给友邻栽种， 期待千秋寨下的山山岭
岭，能成为“百里脐橙连崀山”壮景中闪
亮的风景……

乡村干净了，村民恋家了；打牌的少
了，干事的多了；规划明晰了，笑容灿烂
了……我们山道弯弯的贫困村终于有了
一点不输左右的亮色。但我也知道，徐绍
萍昔日街市里那个鼎鼎大名的烟花批发
部没有了，她早已将店面盘掉，廉价转租
给一个卖饲料的小生意人， 断送了一年
坐收十数万的“铜板” 。

34年前的那个国庆节的特殊印记，
慢慢成长放大后， 已成为崀山丹霞上的
一抹红颜， 千秋寨今古情话里的现代诗
行，她不媚俗，不矫揉，却朴实而深刻，靓
丽而耀眼。

献给新中国
七十华诞

蔡力峰

七律·国庆感怀

千年华夏近代衰，
历尽艰辛站起来。
人民当家施新政，
醒狮昂首跃高台。
开放改革谋共富，
创新图强展奇才。
再启征程又出发，
圆梦复兴畅天怀！

忆江南·中华颂

中华好，
国是人民家。
伟力造就盛世美，
善政遍植幸福花。
谁不赞中华！

清平乐·国旗

红旗猎猎，
仰望情切切。
多少先贤洒热血，
铸造千秋伟业。

红色江山永固，
须防鬼扰虫蛀。
斗争驰而不息，
共图国强民富！

姜满珍

在我们株洲有一个地方， 去了好几
次， 但心中总惦记着下次有机会还想
去———那就是炎陵。 第一次接触炎陵，是
和市委党校科级干部培训班的同学们去
参观学习，后又随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
去祭奠炎帝，接着和炎陵宣传部、文联、书
协联合，举办书法联展，和省市文化名家
去那里采风交流，后一次是盛夏之日随夫
君及朋友们去炎陵大院农场度假。

在我的记忆之中，已经不能确定去了
几次。每次去，都有新的感受，她如一位披
着面纱的神秘女史，还有很多让我不曾了
解的地方。只要有人呼唤同行，我都会欢
呼雀跃，一同前往让我魂牵梦绕的炎陵。

炎陵原名酃县，“邑有圣陵”，1994年4
月因炎帝神农氏安葬于鹿原陂而更名为
炎陵县。炎帝陵被誉为“神州第一陵”，它
是华夏子孙寻根祭祖向往的圣地，吸引了
神州大地众多虔诚者前来拜谒。炎帝陵祭
典已经是一个集音乐、舞蹈、武术、文学等
多个艺术门类于一体的文化盛宴。

四面青山环绕的县城冬无严寒，夏
无酷暑，有着“夜穿棉袄日穿纱，抱着火
炉吃西瓜”的吐鲁番式的气候。立体形山
区气候造就了独特的自然风景， 生长了
我们这地方不曾拥有的黄桃、猕猴桃、柰
李、黑木耳、野生菌，有着我们这地方怎
么也制造不出来的美味。山、水、石、林、
溪俱全的桃源洞景致，纯朴、雅趣、奇险
的风景， 都能让你体验到不同的游玩乐
趣。 传说炎帝神农氏曾到此山采药、洗
药、捣药、晒药、藏药……为了百姓的疾
苦，每天跋山涉水，尝遍山中百草，最后
中断肠草的毒而身亡。后人为了纪念他，

世代传颂着神农尝百草的故事。 至今神
农氏左手拿草药、 右手拿自己发明的农
耕工具耒耜的雕像， 依然矗立在我们的
炎帝广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
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 陶渊明描述的武陵人心
中的桃花源， 也非常适合形容炎陵桃源
洞的美景。

炎陵山美、水美、人更美。这么多年
来，我对炎陵朋友的了解越来越深。那次
与他们的书法联展， 让我们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了他们向上向美的情怀。 书法界
集聚了众多贤能雅士， 书法团队之庞大
让我们汗颜，让我们触动。回来以后，我
们也思想开明， 凡是有此爱好的都敞开
大门吸纳，然后慢慢对他们进行熏陶、培
育。 炎陵朋友们的热情好客让我们至今
难以忘怀， 他们总会拿出最好的水果招
待我们， 请我们吃他们拥有的独特的野
菜、野蘑菇、野木耳、野田螺……更让我
们带回来给家人们品尝。最近二三年，我
总是收到一个未曾谋面的文友为我快
递鲜美可口的黄桃， 让我感动不已又心
存愧疚， 文友的情谊让我对炎陵圣地更
是牵挂与向往。

在气候全球变暖的今天， 炎陵人更
为我们开辟了炎炎夏日度假休闲的佳
境。海拔较高的山庄、村舍、农家都接纳
着外地游人，提供休养生息的便利，让他
们短暂居住或长住二三个月， 退休老人
们常携妻带孙前往，彼此相得益彰，近几
年很是火爆。农产品有了出路，城里人有
了去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接待能力
的提升，旅游业会更加兴旺繁荣。

又到一年一度的休假日，走，我们去
炎陵吧！

那一抹特别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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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燕

每到国庆节， 我都要和老公开几次
家庭会议。难得的假期，我想出去旅游，
老公则想回千里之外的老家。

今年离长假还远， 同事们已早早网
上订票，订宾馆，制定旅游计划。我看着
好生羡慕，回家在老公面前嘀咕。老公默
不作声。

第二天儿子快下晚自习时， 老公突
然说今天晚上他去接儿子。我好生奇怪。
往日，老公下班后便不想再出门，平时接
送儿子都是我负责， 今天哪来这么好的
兴致？

儿子回来的时候兴高采烈， 父子俩
叽叽喳喳说了好一会儿话。 这是我最喜
欢看的画面，心生欢喜。

老公是典型的“低头族”。自从有了

智能手机， 只要下班便手机不离手。 刷微
信，看抖音，斗地主，玩得不亦乐乎。儿子曾
无数次对我说：“我觉得手机才是爸爸的儿
子。”

晚上睡觉时， 儿子悄悄和我耳语：“爸
爸今天只顾着和我说话， 一直没看手机
呢。”儿子脸上溢着幸福的笑。

一连几天， 老公都主动去接儿子下晚
自习，回家后继续和儿子有说有笑，不再玩
手机。老公的改变虽让我疑惑，但我不打算
深究原因。

今天同事又问我：“国庆准备去哪儿玩
呀？”下班回家后，我再次和老公开起了家庭
会议。往常，我们都是各抒己见，公说公有
理，婆说婆有理，无论谁赢，都不愉快。今天，

老公却不和我争执，说：“咱们听听儿子的意
见吧。”听了老公的话，我放心了。儿子早就
向往国庆节能像同学们一样出去旅游。

晚上，老公依旧主动去接儿子，儿子一
脸笑着回家。 我迫不及待地对儿子说：“国
庆节快到了，咱们是去爷爷奶奶家，还是出
去旅游？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说完，我信
心满满地望着儿子。

儿子看看老公， 抿嘴一笑， 说：“当然
是———去———陪爷爷奶奶呀。”老公哈哈大
笑，抚着儿子的头说：“好儿子。”我被这始
料不及的结果打击得说不出话来， 蔫蔫地
给儿子准备夜宵。

吃夜宵时， 我问儿子：“你不是一直想
去旅游看外面的世界吗？”儿子却给我做起

了思想工作：“爷爷奶奶年龄那么大了，我
们平时没时间尽孝心，好不容易有假期了，
应该回去陪陪爷爷奶奶。 至于看外面的世
界，等我大长了，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呢。”

儿子才上初一， 能说出这样的话让
我有些狐疑。儿子见我盯着他，“扑哧”一
声笑出来，说：“好吧，好吧，我招了：爸爸
和我约好了， 只要我答应每年国庆节和
过年都回去陪爷爷奶奶， 他就天天接我
下晚自习。”

原来，老公一直在“贿赂”儿子呀。我虽
然有些郁闷，却也被老公的良苦用心感动。
仔细想想，少出去旅游一次，可以成全老公
的孝心， 换来父子间的亲密， 何乐而不为
呢？我摸了摸儿子的头说：“好，妈妈答应你
和爸爸，国庆节去陪爷爷奶奶。”儿子笑着
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我也和爸爸一样，
经常回来陪你们。”

爱的“贿赂”

李国祥

文明古国，上下五千。幅员广
大，物阜丰饶，民族众多，血脉相
连。昔民族危亡，内忧外患。三座
大山压顶，九州百姓遭殃。洎乎
红船举马列，中共彰初心。推旧
势力之统治， 建新中国之政权。
毛公之声，响彻云霄。礼炮巨响，
开共和国纪元。醒狮振吼，万众
雀跃。以人民之意愿，掌社稷之
江山。

然则道路曲折， 探索维艰，
几度正途偏轨， 一时歧路盘桓。
幸有小平，力推改革，农村先行，
市场开放。小岗领头，深圳称冠。
香港澳门回归， 两岸通商交善。
丰功之赫赫，奇迹之连连。更有
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三峡筑坝，
神舟遨空。 复兴号高铁风驰电
掣，港珠澳大桥虹落海川。天眼
窥宇，蛟龙探渊。北斗定位，东风
执鞭。航母犁浪，沙场点兵。偿民
族之夙愿，展大国之雄风。

看我泱泱大国， 济济英雄，
滔滔彦俊。 雷锋故事代代诵，铁
人精神永世传。两弹功勋谋大国
重器， 水稻之父创民食奇迹。焦
裕禄、孔繁森，公仆之心昭日月，
为民谋利倾真情。 众德众贤，以
万以千。

步入新时代，国更泰，民更
安，中南海运筹帷幄，习近平远
瞩高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反
腐倡廉，重拳出击。重法崇德，惩
恶扬善。文化自信，民族自强。免
税惠民兴科教， 精准扶贫谱新
章。一带一路，构人类命运共同
体，绿水青山，还地球美好之家
园。

伟哉中华， 济沧海而风流，
越关山而勇悍。征程追梦，不息
进取之心。复兴之盼，常记两个
务必。待到两个百年功成，中国
梦之圆定。 举国欢腾凯歌高奏，
世界瞩目颂我中华。

祖国颂歌

当我身处异国
彭万里

当我身处异国
游览称为黄石湖的湖
我会用青海湖来媲美
那热气腾腾的间歇泉
我用黄龙的五彩池类比
兴奋于大岛的绿色草原
我会炫耀壮丽青藏高原
那浩浩汤汤的瀑布
让我忆起九寨沟珍珠滩
公路两边的田园美景
我用中原的风光剪裁
蓝天白云晚霞怪石
我用河西走廊来涂抹
新疆的色彩、 北国的冰雪
只需留着
更不用掏出江南小镇的秀色

坐在别国的飞机上
就想念祖国的高铁
感受黑礁岩的孤独
就向往海南岛的热浪
流连于他国的商场
更怀想王府井的人群
享用西餐汉堡咖啡
却渴望着湘菜的辣味
看到别国旗帜到处飞扬
更感到五星红旗的亲切
当我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
才知道自己多么爱你———我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