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不怕牺牲尧 英勇
斗争的人生袁 是中国共产党
和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一个
缩影遥 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
松在叶领袖们曳一书中所写院
野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
法袁 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
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遥 冶

伟大精神袁 突破艰难险
阻曰伟大精神袁铸就伟大辉煌遥
中国共产党伟大斗争和缔造
与建设新中国的革命实践袁
催生了毛泽东气吞山河的壮
丽史诗遥 毛泽东在诗词中袁以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英
雄主义的气魄袁 生动刻画了
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尧英勇
斗争的精神袁呈现出中华民族
超凡脱俗的鲜明特征遥

从野三湾改编冶开始袁毛
泽东面对野敌军围困万千重冶
的严峻形势袁野六月天兵征腐
恶冶野天兵怒气冲霄汉冶袁不断
取得 野前头捉了张辉瓒冶野横
扫千军如卷席冶 的一个个胜
利曰面临野路隘林深苔滑冶野赣
江风雪迷漫处冶野大渡桥横铁
索寒冶 的恶劣环境袁野红军不
怕远征难袁万水千山只等闲冶
野雪里行军情更迫冶野大军纵
横驰奔冶遥

面对 野强邻蔑德冶野人执
笞绳袁 我为奴辱冶 的民族危
亡袁 中国共产党人 野万里崎

岖袁为国效命冶袁北上抗日袁野亿兆一心袁战则必胜遥 还我河
山袁卫我国权冶遥 解放战争时期袁毛泽东运筹帷幄袁野朝雾
弥琼宇袁征马嘶北风冶野满宇频翘望袁凯歌奏边城冶遥 即便
迎来了野钟山风雨起苍黄袁百万雄师过大江遥 虎踞龙盘今
胜昔袁天翻地覆慨而慷冶袁毛泽东依然保持谦虚谨慎袁野宜
将剩勇追穷寇袁不可沽名学霸王冶袁誓将革命进行到底遥

野为有牺牲多壮志袁敢教日月换新天冶遥 为了实现改
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袁毛泽东不断从一个野何以报仇钥 在
我学子浴 冶野指点江山袁激扬文字袁粪土当年万户侯冶的热
血青年袁变成野唤起工农千百万冶野霹雳一声暴动冶野横扫
千军如卷席冶野天翻地覆慨而慷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遥

面对中央苏区时期敌强我弱的五次反野围剿冶袁他不
坠青云之志袁讴歌野当年鏖战急袁弹洞村前壁遥 装点此关
山袁今朝更好看冶的锦绣河山渊叶菩萨蛮窑大柏地曳冤袁表达
野踏遍青山人未老冶野风景这边独好冶 的豪迈气概 叶清平
乐窑会昌曳袁盛赞野战地黄花分外香冶野寥廓江天万里霜冶的
壮美秋景和豁达胸襟渊叶采桑子窑重阳曳冤遥 在毛泽东笔下袁
红军长征的千山万水尧千难万险袁不过是野泥丸冶野细浪冶袁
充分体现出红军将士战胜艰苦卓绝尧藐视一切困难的大
无畏革命英雄主义气魄袁展现了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
命斗志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毛泽东野欲与天公试比高冶的斗争精
神依然不减当年遥 他热衷于挑战自然袁到野大雨落幽燕袁
白浪滔天冶的北戴河搏击海潮袁到野风吹浪打冶的万里长
江迎风斗浪曰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袁他领
导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袁在武汉龟尧蛇二山隔江对峙袁创造
了野一桥飞架南北袁天堑变通途冶的伟大奇迹曰血吸虫导
致野千村薜荔人遗矢袁万户萧疏鬼唱歌冶袁毛泽东为让野六
亿神州尽舜尧冶袁放声高唱野纸船明烛照天烧冶的野送瘟
神冶凯歌遥 面对国际霸权主义袁毛泽东铁骨铮铮袁始终保
持着野不怕压袁不怕迫遥不怕刀袁不怕戟遥不怕鬼袁不怕魅遥
不怕帝袁不怕贼冶的英雄本色遥

20 世纪 60 年代袁面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尧讹诈袁毛泽
东写道院野小小寰球袁有几个苍蝇碰壁遥 嗡嗡叫袁几声凄
厉袁几声抽泣遥 蚂蚁缘槐夸大国袁蚍蜉撼树谈何易冶曰面对
国内的暂时困难袁毛泽东写道院野风雨送春归袁飞雪迎春
到遥 已是悬崖百丈冰袁犹有花枝俏遥 冶渊叶卜算子窑咏梅曳冤袁
抒发了革命者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中国共产党
人带领中国人民面对困难袁以百倍信心尧顽强斗志尧知难
而进的精神风貌遥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怕牺牲尧英勇
斗争的精神袁它体现为野独有英雄驱虎豹袁更无豪杰怕熊
罴冶尧藐视一切困难的战略定力袁体现为敢于野扫除一切
害人虫袁全无敌冶的战略魄力袁体现为野一万年太久袁只争
朝夕冶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信心遥

野自信人生二百年袁会当水击三千里遥 冶少年时代袁他
豪气冲天曰青年时代袁他踌躇满志曰壮年时期袁他执着豪
迈曰晚年时期袁他壮心不已遥 1962 年 12 月 26 日袁已经 69
岁高龄的毛泽东袁依然激情澎湃袁写下了叶七律窑冬云曳院
野独有英雄驱虎豹袁更无豪杰怕熊罴袁梅花欢喜漫天雪袁冻
死苍蝇未足奇冶袁生动展示了顽强不屈尧百折不挠尧英勇斗
争的革命精神和豪情壮志遥

瑞金罗汉岩素有 野天造奇
观冶之称袁山水如诗袁一步一景袁
让人流连忘返遥 朋友说罗汉岩山
路平整袁穿高跟鞋都能上遥 虽然
将信将疑袁但我还是决定去一探
究竟遥

从市区驱车大约半小时就
到了景区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
块高耸入云的巨石袁它们像卫士
一样守护着罗汉岩的大门遥 不
过袁山门很小袁不像有可入之处袁
矗立在入口处的山峰据说是罗
汉岩的标志遥

走在景区小道上袁两边绿树
成荫袁原来太阳帽和伞在这儿是
多余的遥 凉风习习袁流水潺潺袁这
天然氧吧的空气别说有多新鲜
了浴 脚下的路平整干净袁台阶也
不陡峭袁 果然是穿高跟鞋都能
上浴 不一会儿袁我们来到了野撑腰
岩冶袁 传说只要你在撑腰岩上插
一根小树枝袁为岩石撑腰袁虔诚
祷告袁便能感应上天袁从此不再
腰酸腿疼遥 这样的话大抵不太科
学袁但来到神奇的罗汉岩袁便能
感受到山水之间的灵性浴 俗话说
万物有灵袁心诚则灵浴 此刻袁我也
为摔伤卧床的朋友虔诚的插了
一根小树枝袁希望她腰不再酸腿
不再疼遥

秋天的罗汉岩是最好看的遥

诸峰花木扶疏袁满眼碧绿袁苍穹
无际袁山色如洗袁浑然一富丽之
画卷遥 于曲径通幽处袁观禅房花
木深遥 继续前行袁脚下的道路像
光洁的地板遥 细看那地板袁结实袁
纹路整齐袁干净袁可以打赤脚走
路遥 这倒是我走过很多地方没有
见过的遥

转过山峰袁 忽然看见山脚下
有一绿色的湖泊遥表面看不大袁像
是一口池塘袁大有野天使之泪冶的
意境遥湖边有一观景台袁供游客照
相的遥一对 70 多岁的老夫妇很有
礼貌地请我帮他俩拍合影袁 他们
对罗汉岩的自然风景赞不绝口遥
原来两位老人来自杭州袁 不远千
里袁自驾来到此地袁这里的山水尧
人文都让他们觉得不虚此行遥 这
样评价咱赣南的景区袁 我这心里
有种莫名的自豪感浴

沿着台阶继续走袁我们爬到
蜡烛峰遥 蜡烛峰它是一块独立的
大巨石袁上尖下大袁形似蜡烛袁峰
顶又长着一棵茂盛的枫树袁刮风
的时候袁树叶迎风摇曳袁整座山
就像一支熊熊燃烧的蜡烛袁所以
叫野蜡烛峰冶遥 最有意思的是蜡烛
峰除了其造型奇特外袁岩上至今
还保留着清代文学家邹元标所
题的上联野蜡烛峰袁峰上生枫袁蜂
筑巢袁风吹枫叶闭蜂门冶袁听说至

今还无人能对出下联呢钥
站在峰顶袁轻风徐来袁任长发

飞扬袁环顾着四周美景袁感觉自
己如初生的婴儿遥 至虚极袁守静
笃袁任万物生长袁春去秋来袁我只
感受自己内心深处那种与世无
争的清静遥

我找了个位置袁 静坐了一
会袁不禁放松身心仰躺了下来袁看
到白云飘过袁 真想伸手把天空的
白云抱下来遥 我轻轻地闭上了眼
睛袁 仿佛回到了儿时和哥哥一起
爬山的情景袁他拉着我的手袁一边
指着远方袁叫我一定要找到野家冶
所在的位置袁我很快就找到了袁还
远远地看到奶奶在院子里弯着腰
种菜遥我大声地喊着奶奶袁虽然知
道奶奶听不见袁 但我依然在很卖
力地一直喊噎噎大自然的力量真
的太神奇了袁 它能让我大白天置
身在梦中袁 见到了我最思念的奶
奶浴哥哥从小告诉我袁走得再远也
别忘了回家的路遥

此时袁 罗汉岩就像我的一位
故人袁我好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
里曰它就像我的一位故知袁能够
读懂我的心思袁 消除一切烦恼遥
平日在喧嚣的城市袁当心烦意乱
时袁总不知何去何从袁今天我知
道了袁我可以来这里袁寻求属于
自己内心的那份宁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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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如故罗汉岩
阴刘红妹

乡下的月亮
乡下的月亮
像一个生产队长
把星星们收集到的光
平均分配给各家各户
那在月亮地下劳作的人
自然就多分了一些
那卧在荷塘边犬吠的狗儿 也跟着
沾了光

纵身一跃
爬上故乡的每一座山巅
我总是喜欢静静地看着低处
我发现美在下面
在我们曾经过的地方
村庄袁草地袁河流袁树木噎噎还有
庄稼地上劳作的乡亲啊
我爱你们袁可我不知道怎样
才能像你们一样噎噎这样想着
我便有了纵身一跃的念头
要要要像一只鸟儿一样袁飞上天空
像一只鸟儿一样袁俯瞰我盛产美的故乡噎噎

我的故乡和他们的不一样
在城市的一隅袁在人群中
我已经很少谈论故乡
甚至在谈论它的时候袁像是谈论一个陌生人
甚至连故乡的名字都逐渐模糊袁像一缕炊烟
在漆黑的瓦面飘散曰甚至忘却了她的贫穷

以及低矮的时刻都在风化的丘陵
和泥泞的尧长满荆棘的乡间小路
忘却了那条时常断流的小河渊根本说不出名字了冤
忘却了那些他乡没有的花草渊尽管有些好像还算奇异冤
忘却了故乡那隐藏着星星和月亮的夜空

甚至我已经忘却了她教会我说的第一句方言
忘却了我打赤脚的童年少年
忘却了在它那里遭遇过的饥饿和屈辱
要要要这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散落逝去的光阴之中
另一部分沉淀在心里袁在血液里奔流而无法淅出

是的袁在一座城市的灯红酒绿之中
在一座城市的穿梭来往之中
在一座城市的喧嚣热闹之中
我已经无暇谈论自己的故乡遥 但是
我一直记着袁如果我走在人群中有什么不同
那是因为我的故乡和他们的不一样

风儿
风比村庄久远
它总是与草木尧山岗尧河流尧尘土尧云彩纠缠不清
她从不理会头颅高昂的太阳
有时显得鬼祟袁有时显得轻飘噎噎
像一个自由主义者袁像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像一个小偷袁喜欢四处闲逛
常常趁村民不注意的时候
把花香勾引进村袁并在进门时
弄出很大的声响

我的故乡和他们的不一样渊组诗冤

阴布衣渊市融媒体中心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