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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天高云淡的金秋袁又是举国欢
腾的节日遥

每当这天袁我的眼里袁便会涌起晶
莹的泪花曰我的耳畔袁就会响起从小到
老都喜欢的 叶我的祖国曳院野一条大河波
浪宽袁风吹稻花香两岸噎噎冶

有人说袁 祖国是一篇写不尽的美
文袁

有人说袁 祖国是一首唱不厌的恋
歌袁

有人说袁 祖国是一幅画不完的长
卷袁

而我说袁祖国更像一本读不够的大
书遥

于是袁怀揣真诚袁带着挚爱袁我手捧
祖国这部古老而厚重的大书袁以怡然的
心情尧自豪的目光袁尽情地品读袁默默地
思索袁倏忽袁就像打开了情感闸门袁万千
感慨袁漫溢心头噎噎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袁我溯流而
上袁从着草履的叶诗经曳到穿布褐的叶离
骚曳曰 从爬满甲骨文的钟鼎到卷帙浩繁
的唐诗宋词元曲袁五千年啊袁在祖国这
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袁中华民族挥洒世
世代代的心血袁尽情地书写了多少厚重
的典籍尧多少光辉的诗篇袁为人类的进
步与文明发展袁作出了多少不可磨灭的
贡献浴

当孔夫子面对流水感叹生命的消
逝袁当屈原忧国忧民抚剑悲吟袁当司马

迁忍辱负重奋笔疾书袁中华民族的血液
里就已经被注入了永恒的力量要要要信
仰袁责任袁无私曰

当李白吟游山水袁纵情高歌袁当杜
甫执笔沉思袁仰天悲唱袁他们给中华民
族子孙留下的袁 不仅是光焰万丈的诗
篇袁 而且是传承千载的精神要要要激情袁
想象袁博爱曰

当李清照悲切吟哦袁当岳飞怒发冲
冠袁他们让我们记住的袁不是叹息袁不是
畏缩曰不是仇恨袁不是抱怨袁而是坚韧不
拔袁勇往直前的宝贵品格浴

古往今来袁如范仲淹的野先天下之
忧而忧袁 后天下之乐而乐冶尧 文天祥的
野人生自古谁无死袁 留取丹心照汗青冶尧
林则徐的野苟利国家生死以袁岂因祸福
避趋之冶袁等等袁这些脍炙人口尧千古流
传的名篇佳句袁无疑是华夏儿女热爱祖
国尧忠于祖国的高尚情怀袁也依然是我
们今天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信
念浴

抚摸着秦砖汉瓦袁我好似抚摸着祖
国过去那饱经风霜的脸和那坚贞不屈
的身躯噎噎祖国袁像黄河袁似长江袁一路
千回百转袁一路引吭高歌曰在亘古绵延
的年代里袁 历经苦难与辉煌的民族精
神袁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袁威风凛凛袁气
冲霄汉遥

在烧焦的圆明园废墟里袁我看到的
祖国袁曾经是一滩血曰在布满烽火的长

城上袁我看到的祖国袁曾经是一团火遥尽
管筚路蓝缕袁尽管艰难跋涉袁而我们的
祖国袁并没有退缩袁更没有沉没袁依然用
宽厚的臂膀袁挽起高山大海袁将炎黄子
孙揽于怀中遥孙中山先生要要要在黑夜里
开始规划治国方略曰毛泽东要要要在贫瘠
的土地上袁 支撑民族的血肉与骨骼曰邓
小平要要要指引多灾多难的祖国袁神奇地
从世纪的风雨中走过曰习近平要要要率领
中国人民袁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遥

于是袁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袁我
顺流而下袁在青藏高原袁在三峡大坝袁在
珠江三角洲袁我看群峰腾跃尧平原奔驰袁
看千帆竞发尧百舸争流曰看祖国日新月
异的追赶与超越袁看祖国灿若银河的妩
媚与妖娆噎噎

祖国啊袁华夏袁九州袁神州袁四海袁中
华袁这一个个美妙的名字袁全都是你浴在
岁月的时空里袁 我读到了你童年的灵
性袁读到了你青春的豪迈袁读到了你壮
年的丰韵曰在民族的灵魂中袁我读到了
你的辽阔袁你的壮美袁你的坚定袁你的崇
高噎噎我不禁思忖袁祖国呵袁有谁能用
有限的人生袁 读尽你的神奇尧 你的美
妙钥浴

祖国啊袁我亲爱的祖国浴 你是一部
博大深邃尧横贯天地的大书袁我只能把
你捧在手上袁贴在心里袁永远品读袁一生
相随浴

中国红
要要要献给祖国六十八华诞
阴刘修庆渊合龙初中冤

渊一冤
母亲啊袁母亲浴
多么亲切啊袁您的名字浴 在这

个特别的世界特别的年代特别的
十月里袁 一读起您的名字啊袁母
亲要要要中国浴 我就热血沸腾袁心潮
澎湃袁感慨万千遥 这是一个多么响
亮的名字啊浴

亲爱的朋友袁请你挺胸袁立正袁
把双手叠放紧紧贴在心窝袁你不就
用躯体书写出堂堂正正的野中冶么钥
微笑起来吧袁每个华人的脸上都长
着一个气宇昂扬的野国冶遥

渊二冤
祖国啊袁祖国浴
多么温暖啊袁您的名字浴 一念

起您的名字啊袁祖国要要要中国浴 我
就心酸尧痛楚尧悲伤遥 在您衣衫褴
褛尧摸爬滚打尧血雨腥风的苦难年
代里袁我为什么没有早早出生钥 去
做你河边上的水车袁去做你额头上
的矿灯袁去做你远航的驳船噎噎

祖国啊袁祖国浴 看一看你那时
被炮火子弹无数次灼烧划伤的模
糊的脸庞袁 那是怎样坚强的一座
山浴 摸一摸你那时手背上暴露的青
筋脉搏袁 那是你怎样沧桑的一条
河浴

您枯涩的眼睛是红的袁干瘪的
嘴唇是红的袁 羸弱的手是红的袁走
过的每一寸土地是红的袁走过的每
一寸土地是红的噎噎

在您面前袁我的泪水是红的浴
渊三冤

过去的如乌云已经过去袁来着
的如朝霞尽管来着遥 什么都不要
说浴

妈妈袁妈妈浴 您有时像史前火
山一样的沉默遥

万里长城垒砌着中华民族的
意志袁千里黄河奔腾着华夏儿女的
激情遥

红军把红色的政权种在每一
个村落袁毛泽东把红色的思想点燃
成一团团火袁习近平把红色的中国
梦谱成新时代的歌遥 看吧要要要

珠峰是雪白的袁 五岳是碧绿
的袁四海是碧蓝的袁国力是雄浑的遥

太阳红袁江花红袁樱桃红袁日子
红袁旗帜红袁中国红浴

国庆随想
渊外二首冤

阴邱金湟渊象湖冤

圆缺月儿本自然袁
中秋国庆巧相连遥
九州欢乐弥天尽袁
天上人间境自延浴

嫦娥起舞换人间袁
停斧吴刚叹无前遥
一跃巨龙惊玉帝
凡间从此不羡仙浴

游龙门石窟
百孔千穴石壁留袁洞中物象竞风流遥
谁人挥洒神来笔袁敢叫奇观爆全球遥

柏
坚似磐石傲经风袁犹如劲笔书太空遥
岁月蹉跎常自在袁缘自芳香在心中遥

前几日袁老家屋顶上聚拢了一
大群蜜蜂袁父亲提议把它们养起来遥
可是怎样收养这些小精灵呢袁我们
都束手无策袁 只好求助于养蜂人遥
在不经意间袁我们便走进了养蜂人
的生活遥

我们要拜访的养蜂人袁隐于郁
郁葱葱的山林之中遥初夏时节袁山乌桕尧
洋槐花已经开得灿烂袁吸引了不少养蜂
人在此采蜜遥几十只蜂箱沿着山路的两
侧按依次排开遥成群结队的蜜蜂在山林
和蜂箱之间来回不停地忙碌着袁野嗡嗡
嗡冶之声不绝于耳遥

一棵高大的槐树下袁一大群蜜蜂正
在花间飞动着袁 像是在欢迎我的到来遥
在路旁简易搭建的一处临时棚屋里袁我
见到了蜜蜂的主人要要要正在采集蜂糖
的老梁遥

见到客人的造访袁主人摘下蒙了纱
罩的帽子袁打开了话匣子院一个偶然的
机会袁他跟着外地养蜂人学习了养蜂的
技术袁后来便自己养土蜂袁已经养了十

多年了遥从当初的几箱蜂发展到如今的
近四十箱蜂袁他们经历了常人无法理解
的酸甜酸苦辣遥提起这一行的心酸袁 他
说院野近几年不少人干起了养蜂的行当袁
可是他们以假乱真袁 破坏养蜂人的声
誉遥 真正养土蜂的袁反而过得辛苦遥 冶

采蜜随花讯袁食蜜知花期遥 养蜂可
是一门辛苦的活儿遥 赣南这个地方袁花
儿的种类不是特别多袁 花期也不是太
长遥夏天袁要让蜜蜂采撷新鲜的山乌桕尧
洋槐花曰冬季袁大山里的油茶花和野桂
花是蜜蜂酿蜜的佳品遥 为了赶花期袁老
梁每年辗转于日东尧万田尧泽潭等各乡
镇的大山袁 常年在山林中寻找蜂源袁酿
制蜂蜜袁终年忙碌遥山里条件艰苦袁买不
到新鲜的叶类青菜和肉袁嘴馋时就自己

去打猎尧挖野菜曰住的地方缺水袁他
就骑着摩托车袁翻山越岭去汲水曰晚
上还有忍受蚊虫的叮咬遥这些还不算
什么袁最让他难受的是袁因为常年在
外的缘故袁无法抽出时间照顾孩子遥
有一回袁 他听说在闽粤荔枝龙

眼盛产区袁 蜂蜜特别多袁 产量很可
观遥 他和妻子带着蜂箱袁随蜂农前往福
建尧广东采蜜袁谁知那年恰逢阴雨连绵袁
雨季与蜜期相伴重叠袁将蜜冲得一干二
净袁导致他们滴蜜无收袁曾一度打击了
他养蜂的信心遥

十几年来袁春华秋实袁苦尽甘来遥老
梁从开始的一无所知袁慢慢摸索袁学会
了中蜂人工育王尧 人工分蜂等技术袁成
了附近小有名气的野养蜂专家冶袁纯正尧
甜蜜的花蜜从这里走向市场噎噎

人尧蜂尧花构成了一幅深山养蜂人
生活的画卷遥他们在林间撒下辛勤的汗
水袁在大山深处书写着质朴的情怀遥野天
道酬勤冶袁相信通过努力袁他们的日子会
过得越来越甜遥

阅读祖国
要要要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八周年

阴宋一叶渊市政协冤

赶花人
阴钟燕林渊党史办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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