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的金风
吹动了丰收的稻浪
祖国在金色的秋天
迎来 66 载的辉煌
奔腾的长江黄河
是你的血液在流淌
蜿蜒的万里长城
是你的脉搏在跳荡

五千年的华夏民族
挺立起不朽的脊梁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凝结成壮丽的诗章
神州大地一片欢腾
天安门前披上盛装

齿轮与麦穗热烈地拥抱
镰刀与斧头凝聚着力量
十月这是整个时代的收获
十三亿人的期盼
永远饱和着千年的渴望
回睦历史的画廊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驾驶着新中国的巨轮
载着亿万人民的理想
迎着风雨扬帆远航
中华民族终于昂首挺胸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最鲜红的色彩是五星红旗
最美好的记忆是十月的辉煌
最激动的语言是 “春天的故

事”
最动听的乐章是改革开放汇成

的交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
掀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崭新的篇

章
畅想伟大的中国梦
灿烂着亿万中华儿女强国的梦

想
抗战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
中华的雄风在激荡

亿万人民热烈欢呼
朵朵鲜花永远向着太阳
祖国啊！在这金色的十月
我们以赤子的深情把你赞美
我们以青春的歌喉把你歌唱
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
让我们以炎黄子孙的名义深深

的祝福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早日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篇章

祖国十月
□于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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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大地
一地的色彩
彩色的一地
不知是谁打开了
田野的颜料盒
点染了希望的田野
红的是果实
绿的是果实
白的是果实
青的依然是果实
绿色的是豆荚
饱满的如同就要生的孕妇
红色的是石榴
嘴瘪的如同老阿婆的笑容
红红的是高粱

压弯了老父亲的腰
红艳艳的苹果
也来凑热闹
装满了牛车和马车
黄黄的鸭梨
青青的核桃
紫色的葡萄
……
是秋天的颜色
也是秋天的色彩
秋天的颜色
原来是这样
是希望
也是梦想
更是丰收

秋天的颜色
□白 峰

最常见的花
最美的奇葩

是否天上的仙女
年年到这儿避暑消夏？

出浴的情态
连荷叶也羞羞答答

而人与它
必须有一汪清流

终于
我们学会了静静的欣赏
从不轻易采摘它
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女子
面对所有的花瓶
哼———不自由
毋宁死！

世上那一颗油头粉面
亵渎得了它
出污泥而不染的芳华

菊 花
偏偏选择愈来愈冷的日子
绽放？
作为柔弱的花草 你
热烈另类的精神
一缕香气 飘荡古今
喷薄了多少英雄 烈女……诗文

深入秋风 凡成熟的
皆有种
你是不死的
他日 完全可以
在沸水里重生
清肝明目 涤荡污浊
让大自然的那一股清气
直冲我们的心灵

最为神奇的是 我们
这些普通民众
竟信———你———通神！
每年冬至
就在先人的墓碑前
你盛开如一束束话筒

传递人间永远的真情

谁还会陪我遥指夜空
谁还会陪我遥指夜空
大声的数着星星

已得不到星光美美的亲吻了
那臃肿的手指
半睁半闭的眼睛
岂有月亮的垂青

那本天书有灿烂的幻景
慧星的灵感 蓦然
刷亮苍穹
一行绝妙的诗句
震撼的不仅仅是呆葫的面孔

从不希求数清
我们这些奇了怪了的孩童
知道自己的无知
但深信会长出翅膀
梦中
蝴蝶般游戏月亮 星星

低头尘寰
好多年了 我已不数天上的星星
不再痛心那美丽的凋零
也不再痴想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无法数清天上的星星
今夜 银河潺潺 星鱼翔泳
我却阳台上泪光滢滢
孤立在愈来愈凉的秋风中

放天灯
这只是一场游戏？
你应该没有茫然
星月如此的暗淡
你
不可能与整天空的黑暗———对抗
一盏……一盏……放飞
你知道
那漂荡的命运随时都会熄灭
只不过你想
有那么片刻 它会温暖 闪亮
那些黑暗里向上仰望的眼

家乡的荷花（外三首）

□吴 迪

碧空之下，金黄遍地，又是一场秋
收季。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范成大的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
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那种喜气洋洋火热朝天的场景我可没
少见过，只是，用连枷打下谷禾上的稻
子，在我的家乡倒是少见。我家乡的连
枷，一般都是用来将麦子和豆类从禾杆
上“噼噼啪啪”地给拍下来，而对付水
稻，印象中最初是用一种木制的方桶，
方桶的每一角都站着一个人，他们接过
有专人递过来的成把成把的稻子，然后
使劲地将稻子在方桶的内壁上摔打着，
谷粒也便脱离了谷禾，落入桶中。这以
后是用那种装有齿轮的用人力踩踏的
脱粒机。再往后，那种脱粒机上的齿轮
给卸下了，装上了动力，脱粒要省力得
多。当收割机进入了稻田后，种庄稼的
农民总算领教了科学技术的威力，成片
的庄稼，也就几天的时间全被田里那轰
隆隆的家伙给吞下了。

此刻，稻子还没有完全的成熟，金黄
中依旧能看到翠绿的底色，这样的稻子，
只需几天的阳光就能完全成熟。像果子
熟了能溢出香味一样，成熟的稻子也能
闻到一种特有的香味，尤其在这宜人的
秋阳下，那气息无疑是醇厚的。

我的家乡在皖西南地区，这里主要
的农作物是水稻，一年一般有早晚两
季，谷雨时节下田的早稻，在农历的六
月成熟。熟了的稻子要收割，收割过后
又要栽种下一季稻子，真切的是“乡村
六月无闲人”，就连一些还没成年的孩
子，都得跟着父母下田。过去的六月，
对于农人们来说，收粮食和种稻子比什
么都重要，为了不误农时，就连吃饭也

都放快节凑，至于稻子的香味，就没有
人有那闲情去注意了。况且，六月的天
气就跟一个不成熟的人一样多变，一会
晴一会雨，收上来的稻子在稻场上晾
晒，看到云块上来了，那得赶忙放下手
中的稻子，将稻场上的稻子聚拢，不让
雨水给淋湿了。把六月叫做“双枪”显
然还不够全面，细细算来，其中也不知
有多少“抢”。

在这秋收即将来临的日子，无际的
稻田上，竟然很少看到人影。我知道，这
些稻田已经转包给了被人们称为 “种粮
大户”的人们，到时候，大型的农用机器
会造访这寂寞的地方。

秋风送爽，生活多年来一直是两点

一线的我早就想来到这田野透透气。翠
绿的禾杆托举着沉甸甸的金黄，而金黄
的稻子却低着头，这低头莫非就是一种
期待，看这样的情景，是非常的有意思
的，这难道不是最美的花朵吗？金黄所发
出的沁人心脾的芳香，也一样让人沉醉。
看见这样的金黄，是很容易激活人的想
象的，“租船满载候开仓，粒粒如珠白似
霜。不惜两钟输一斛，尚嬴糠核饱儿郎。”
没有这醇厚的金黄，就不会有这让人回
味无穷的诗行的出世。大地本来就蕴含
着无限的诗意，只有不辞辛劳的耕作，这
种诗意才会变得具体生动。在这即将成
熟的谷子中，我还闻到了久违的汗水的
气息。

秋闻谷香醇
□范方启

猴子观太平 谢成龙 摄

那年高中毕业的我在村小学当了一名
民办教师。

学校坐落在山脚下，出门就是山，而且
通往镇上的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遇到下雨
天，很难通行。面对如此艰苦的条件，只在
学校干了两年的我就想好了辞职的打算。

由于学校一时聘不到新老师，校长找
我商量说：“等聘到新老师再走，好吗？”
“可以。”我说：“我已经联系好了工作，过
完教师节就走。”校长很无奈地答应了。那
几天，我的心早已飞出了这座大山。

教师节那天，是我最后一天课。中午，
我像往常一样上完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声
刚一响，是同学们吃饭时间，由于同学们离
家比较远，大家中午饭都是从家里带来的，

而我负责同学们吃完饭才能离开教室。令
我意外的是，同学们从书包拿出从家里带
来的中午饭坐在座位上谁也没有动。

坐在最前面的张晓东同学，把饭盒放
在桌子上一直看着，我走过去关心地问：
“张晓东同学，今天没带饭吗？”张晓东抬
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低着头说：“老师，带
了，妈妈给我包了一碗饺子。”

“饺子啊？你妈妈真爱你，那还不赶紧
吃。”我催促道。

“可我早上吃的特饱了，这碗饺子是
我带给老师的。”张晓东说。

此话一出，我一下愣了，难道我要辞职
的消息被张晓东知道了？我想在同学们吃
完饭才告诉大家的。就在我发愣的哪几秒

钟，张晓东用眼神偷偷地看了我几眼，似乎
有些许不安，在我再次注视下才怯怯地说：
“老师，今天是教师节，我没有啥礼物送给
您，这碗饺子就当教师节的礼物吧。”

我还没完全从张晓东的言语中回过味
来，他一句“老师，祝您节日快乐”感动得
我热血澎拜、泪水封了我的眼神。

“老师，您辛苦了。”所有的同学整整
齐齐地站了起来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在那个生活条件还不是很好的年代，要吃
上一碗饺子要等到过年的时候，那时，饺子是招
待最亲近的人。我接过张晓东的饭盒，虽然一碗
只有十五个饺子，我却吃了将近半小时。当我吃
到最后一个，眼泪正好滴在饺子上，我是躲过同
学们的眼神，背过身吃完饺子喝完汤的。

最终，我没有告诉同学们要辞职的话，
一干就是五年，后来因家庭原因，我离开了
那所学校，但那包含着师生深情的十五个
饺子的往事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
目。

十五个饺子
□童谨袤

生长在开门见山的湘西，看惯了沉默
的群山，但是看了半辈子，也总看不厌。大
山是有灵气的，大山是有语言的，在不同的
时间里，走进大山的心境是不一样的。

大山是儿时劳动和玩耍的乐园。树林
里，一年四季野果飘香。树林中，有火红的
映山红，香气逼人的兰草，还有许多不知名
的野花，茂盛的野草。我们把牛放在山里，
像猴子一样在山中乱窜。最有趣的的是到
邻村去砍柴，那座高高的山脊是分水岭，方
圆十里没人家，我们飞快地爬上树，噼里啪
啦一阵砍，枞树的枝桠便散落了一地，等邻
村的人发现，大声一喊,我们从树上丢下柴
刀，身体像蛇一样滑落到地上，以最快的速

度捆好树枝，从山顶上使劲一推，一捆柴便
一骨碌滚下山去。等邻村的人追来，我们已
经到了另一个山头，带着胜利者的微笑。

大山是青春期释放压力的去处。高三
那年，考试完后，和十几个同学一起，相约
去爬山，大灵山是本地最高的山，海拔
1700 多米。我们早早地起床，带了点吃的，
拿了把柴刀，对大灵山的挑战就开始了。时
值盛夏，外面太阳毒辣，山中却一片清凉，
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上山的路时有
时无，我们只得走走停停，挥刀砍出一条
路。渴了，山上有天然的泉水可以喝，累了，
就坐在山腰歇息，欣赏那一望无际的花海，
雪白的野花，在微风中愉快地颤抖，或许，

它们以最美的姿态盛开，就是等着迎接我
们的到来。终于爬到山顶，我们打量着四周
的群山，感觉把失败已踩在脚下。

大山是中年时徒步锻炼的好地方。青
山不老人易老，儿时的伙伴，已远走他乡，
打工为生。昔日爬山的同学，也漂泊在各大
都市，为事业拼搏。只剩下不离不弃的大
山，静静地矗立在那儿。中年的我们又恢复
了大山子孙的本性，天气好的周末，就和同
学一起去爬山，有一次差点迷路了。那天中
午出发，一直到 2 点多钟，我们还在上不沾
天下不着地的山腰行走，一直没有找到出
路。于是，我们凭着记忆往回走，山中的路
太多，结果还是走岔了。一路惊险，所幸最
后还是回到了原点。

大山，永远是山里人的最爱。大山给了
我成长的欢乐，攀登的力量，进退的智慧。
在一尘不染的大山的怀抱，收获的永远是
快乐。

触摸大山的脉搏
□覃福香

每天天不亮，清冷的路灯下连个人影
都没有，到处一片寂静，那黑洞洞的高楼
里，人们大多都睡得正香，整个城市还未苏
醒的时候，而环卫工们早已穿上橘红马甲，
戴上口罩，推着板车，挥舞着大扫帚，开始
了一天的作业，“唰———唰———” 的扫地
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且行且近，节奏舒
缓而欢快。

她们的岗位，不在大厦，不在空调办公
室，不在清风徐来的湖滨凉亭，而是在袒露
的马路上，在小区的楼宇间。天地间是她们
展身手的舞台，天是幕，地是台，星辰是点
缀，太阳是主照，喧哗声中，她们静静地舞
蹈，挥扫帚，洒汗水，和着晨曦，顶着烈日，
披着夜色，为了脚下这片净土，演绎着天使
般的神圣。

冬，冷冽之风，横吹衣襟，也阻挡不了
晨和夜中你们前行的脚步；秋，瑟瑟劲吹，
落叶黄金，执着的你们，权当作风景一一领
略；夏，炎炎烈日，火热蒸腾，你们却把之化

作热情，纵然黝黑了岁月的脸，亦义无反
顾；春，翠绿生机，盎然大地，也无暇欣赏，
为了他人的花前月下，似乎在用竹扫帚告
诉人们，那春天的鲜艳芬芳！

辛苦而乐观，是她们的品行；坚守着天
使的岗位，是她们的操守。她们用平凡而伟
大的劳动践行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
洁”的诺言。

什么脏、什么累、什么热、什么冷，风
雨、霜雪、脏苦、危险，高温酷暑、低温严寒、
尘埃废气，统统地把它们捡拾、清扫在无垠
的土地上。

一只长柄钳子，夹走烟头和杂物，像是外
科大夫切除肌体上的毒瘤；一把竹扫帚，扫清
落叶和渣土，方圆间便成了干净的天地；一辆
板车，满载满归，运走的是满满的垃圾，运回
的是满满的文明！

应当感谢您，艰辛的环卫天使，您在铜
都大地上，用汗水默默无闻地给城市美容，
使我们身处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为了给

这个城市还一片净土，为给在这里工作、学
习、生活的人们创造一个舒适、安逸和美好
的人居环境，您是常常牺牲节日与家人团
聚的美好时光，加班加点，日晒雨淋，风餐
露宿。

你们理所当然是社会尊敬的人。一切
有文明的地方都有你们的劳动，铜陵的文
明创建离不开你们的功劳。因为有了您，宽
敞明亮的马路、花团锦簇的广场、洁净的井
湖公园、繁华的天井小镇、水韵的乡村，才
会有人们那怡情悦性、欣欣然的漫步；是您
在那最美好的时光里，为大家做了最美好
的的事情！

面对不文明的“随手扔”，野蛮的“路
边倒”，任性的“烟花屑”，还有渣土泼洒、
尘土飞扬……您总是不厌其烦地逐一扫
除。您用重复的、简单的劳动，向不文明行
为发出强有力地回敬！

环卫天使们平凡地工作着，但她们的
奉献是伟大的。她们悄然辛劳着，但她们心
下是淡然的。让我们向这群默默无闻、勤勤
恳恳工作着的环卫天使———城市美容师们
点赞吧，感谢她们，给了我们洁净的环境；
感谢她们，给了我们美丽的铜都；感谢她
们，给了我们愉悦的心情！

点赞!城市美容师
□许文婷

一黛远山，一池清波，一孤横
笛，几点白帆几只鸥鹭，像一幅淡
雅的水墨画，山水尽含烟，沉寂清
幽。

这样的美景，是初秋的样子，
秋意淡淡的，它藏在夏天的背后，
缓缓地来了。路边不知名的小花，
展露轻盈的身姿，素帛帛地开放
着，田野里却是黄绿相间的颜色，
踏着秋风微凉的惬意，体味王维
“人闲桂花落，月静春山空”的禅
意。人生难得有“闲”，心，一闲就
雅，一雅就清。

一场秋雨，洗去夏日的暑气，
有独钓江边水的渔翁，在那倦秋
的黄昏,必定是心如云水一般逸，
才有了那份超然物外的仙仙之
气。因为爱着这初秋，喜欢上了一
个词：秋水伊人！《诗·秦风·蒹
葭》有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我心
里，伊人，该是三十岁以上的女
子，兼具秋的风情与风韵，多姿而
不浮夸，红尘中刹那的际遇深深
镂刻在心底，低吟浅唱里暗度心
中静水流深的爱。

秋思缠绵，秋情缱倦，一卷经
一本书品味着，一杯清酒一盏香
茶惬饮着，一眼深情一世相守，世
俗的烟火，氤氲了眉目。平淡的岁
月，流淌着世间最浪漫的真情，年
迈之际，翻动回忆里无尽的温暖
时光，长满青苔的心，瞬间有了花
下的喜悦。爱情，走到秋季才最
美，没有撩人的气息，没有浮躁的
功利，微醇迷人的情愫漫延周身，
依偎着看尽人间秋色浓。

喜欢在文字里畅游，深谙自
然是最空灵的画卷，它能净化蒙
尘的灵魂，这初秋的色调，比起陶
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点不逊色，
浓妆艳抹也不见一丝俗气，如法
国画家柯罗笔下的女人体，虽不
着一丝，却有一种无邪的崇高，
圣洁的笔意。

在初秋这样的美景里，最适
合谈一场恋爱，微凉的天气里，
心情与心事，仿佛都有了清淡之
姿，没有了凡俗的欲望。一瞬的
际遇，一瞬的回眸，一瞬的心动，
仅仅是这一瞬间，便再也不舍放
开彼此的手，纵然尺素流年，沧
海变桑田，怀着那份执着，坚守
着初心，只想，把烟火人生守候
成最美的风景。秋，还是适合饮
酒的季节，一杯陈年老桂花，香
醇而不浓烈，潮湿了整个夏天的
心，在“又是一年秋意凉”中深
情摇曳。

初秋是诗意的，此刻，碧云
天，风微横，最喜一弯朗月斜挂树
梢，看镜湖映衬如风的心情，自在
水云间。

秋之素美
□青 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