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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色燃烧了红色
当收获托起了收获
真的，我好想唱一首歌
我的喉咙像喷涌的长江
我的歌，在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中
乘风破浪，奔向远方———

我的眼睛是一池清澈的湖水
山川、森林、蓝天、阳光
我看到了每一朵纯洁的花儿在

尽情开放
我的喜悦也随季节的风在汹涌流淌
一条笔直的道路在急速奔跑
一幢银白的摩天大楼在快速成长
一座雄伟的城市在闪闪发光
一片被温情阳光温暖着的田野
在散发着浓浓的花香

我站在波涛汹涌的浪尖上
每一朵浪花都是我激昂的歌唱

我立在白云绕膝的山顶上
让歌声在阳光下灿烂辉煌
我张开臂膀
冲向鲜花盛开的村庄
我要将我的歌变成炊烟
弥漫在故乡的土地上
那辆奔驰的汽车载着我的歌
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我看到每一张欢快的笑脸
和我一起放声歌唱

那面红色的旗帜
就像喷薄欲出的太阳
引领着所有的歌声
挥舞起激情澎湃的梦想

朝霞在冉冉升起
歌声在飞翔嘹亮
我昂起头，眺望———
远方是一片生机勃勃的金色海洋

十月，我为你唱首歌
□杨勤华

八月桂花遍地开，
喜鹊登枝报喜来。

若问喜事有多少？
亿万人民装满怀。
六十八年建设路，
国家变强令人爱；
特别是最近几年变得快，
国泰民安齐拥戴！
人人撸起袖子加油干，
迎来国威军威誉中外。
这是信仰点燃的激情使然，
这是创新聚集的辉煌伟业与豪

迈！
这是上下同心敬业奋进接力赛，
这是全民共创的美好时代！
总之，这是党的正确领导，
引领中国航船突飞猛进！
敞开胸怀细说几例共赏吧：
一是新技术撬动活力四射遍地开

花，
五洲老外皆赞不绝口盛传佳话，
仰慕咱中国发展成就多处处变化大。
听吧：“购物点鼠标，付账刷手机，
旅行乘高铁，扫码骑单车……
那些数不过来的新、奇、特创造成果，
无处不在的变革神器，
真叫人目不暇接爱不释手……”
这是台胞和一群外国人在外滩上
漫步时的聊天话语。
看吧：一批批超大超前新技术之花
纷纷在中华大地竞相绽放争奇斗

艳，
哪一项不让世人敬佩有加。
二是引领中国速度的 “复兴号”

列车，
已在京沪高铁线上扬名中外：

只用四个多小时就驰骋 1300 多公
里，

而南北双向对跑，在郑徐路段交汇，
用时两秒眨眼功夫，

双双跑出世界最高纪录；
乘高铁的欧美旅客和大洋洲客商，
不停惊呼“nice！nice！”
三是诠释中国力量的国产航母，
以“高大全”身姿停靠在港湾：
靠近它，它就像一座漂浮水上的钢

铁城堡；
远望它，那高高耸立的模样犹如巨

龙昂首！
不足四年即自主研制成功，
并于今年四月正式下水，待命出

征。
四是量子通信领跑世界，
它是我国科学家为全球
贡献出的又一项科学技术标杆。
五是北斗导航系统全球扬名；
六是大型客机 C919翱翔蓝天，
百余项核心关键技术令全球瞩

目，
还未等到密集试飞完毕，
国内外订单合同就已纷至沓来，
这真是“厉害了，我的国！”
自豪吧！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
海陆空都不乏创新惊世的 “巨无

霸”！
此外，载人航天逐梦太空已不是

梦，
深海探秘驰骋深蓝的梦想也已实现，
“神威”的超算技术登顶全球，
“天眼”、无人机、“3D”打印、智能

家居等等的高精尖技术，
无不彰显我神州大地人杰地灵蒸

蒸日上！
十三亿人民正万众一心跟党走，
沿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发展理念，
一路高歌猛进，
向着“两个一百年”目标继续追梦逐浪，
誓叫大好河山更壮美，伟大祖国更

加文明富强。

厉害了，我的国！
□徐业山

早就听说铜官区西湖镇农林村非常
美，村庄掩映在绿色园林中，被铜陵市民

誉为城市的后花园。于是，我一直就有亲
自感受一下城市后花园魅力之心愿。

10 月 1 日是国庆节长假的第一
天，一大早，女儿就打电话告诉我说：
“老爸，你不是要到农林村去感受体验
一下吗，我的同事就是农林村人，邀请
我们到她家作客，今天天气不错，你和
老妈一道陪我去游玩一下怎么样？”
“好哇！”我连忙答道。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美丽的农林
村。当小车驶进村口，我连忙从车窗眺
望，跃入眼帘的是一座显著的绿色标
志牌，上面书写着：“全国文明村农林
村”，这让我耳目一新，心升敬意。据女
儿的同事介绍，农林村又称俞郎冲，位
于西湖镇南端，东与天门镇兴化村相
抵，南与大通镇大院村接壤，北与西湖
镇柴塘村毗邻。农林村属丘陵地形，西
北部有桃冲、四塘、新河、新闸、老伍、
龙形、铁路、余村等八个村民组，地势
平坦，多为耕地，以农业为主；东南部
有泉塘、新塘、林业、龙井等四个村民

组，所在为山体，以林业为主。所以，农
林村因此而得名。

我看到，农林村村庄道路虽说不
宽，但很有特色，三条白线分成红黑双
色村道格外醒目，此道环绕整个村庄，
全长有 16.2 公里。一看这村道，就是
自行车赛道，铜陵市曾在这个村举办
过全市自行车比赛。下车后，我考虑到
老伴和女儿她们行走不快，跟在我的
后面又很吃累，就让女儿同事带来的
两个聪明可爱的小学生，带着我一个
人独自体验一下真实的农林村。

金秋十月，既是丹桂飘香的季节，
又是板栗、柿子收获的季节。行走在农
林村，我顿感这里的空气清新、秋果满
枝、舒适怡人。我一边闻着扑鼻而来的
桂花香味，一边用手机拍摄着美景，时
不时看到来农林村游玩的市民从我身
边漫步而过。农林村内的自然环境确
实很好，不仅绿水青山，鸟语花香，还
有一条名曰红星河，从南向北贯穿全
村，村内有山有水，有果园、茶园，而花
卉、苗圃园林遍地，一座座漂亮的农家
小楼就隐在这绿阴之中，行走其中，游

于画里。农林，不愧是一个被誉为城市
“后花园”的美丽村庄。在这里漫步，
让整天生活在钢筋水泥之中的我，仿
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一切都变得轻松、
美好，并让自己的生命多了一份恬淡
与静美。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第四个景
点———双塘印月。我站在双塘的塘埂
中间，注视着这两口不寻常的水塘，一
座飞檐翘角的六方亭阁进入我的视
线，我看到，有一对龙虎泉就镶嵌在六
方亭阁的正前下方，与清澈的塘水映
印着农家小楼的倒影，点缀着新农林
的美丽。全村群山环绕，鲜花盛开，香
气四溢，溪水潺潺，茂林竹海，山路幽
径，辉映成趣。在这里，我还了解到有
关“双塘”来历的故事：说的是龙虎泉
的大新塘，兴建于上个世纪大跃进年
代的 1958 年，占地面积有十余亩，因
余村、龙井、新塘三个生产队，屡屡为
抢水灌溉发生群殴。后经西湖人民公
社决定，在大新塘下方再兴建一座占
地 5 亩的小新塘。从此，各生产队之间
相安无事至今。2016 年，农林村创建

省级美丽乡村建设，打造人文环境，特
在大新塘内建造石塔 3 座，并在两塘
之间建造了观景亭一座，“双塘印月”
之名由此应用而生。

安静地躺卧在绿水青山的“双塘
印月”，掩映在绿柳红花田野之间，不
张扬，不做作，略带宁静与平凡的味
道。在我看来，农林村的“双塘印月”，
不是有多大，也不是有多美，而是站在
这里，它能让你放松心情，体验现代生
活之美，满足你内心深处的一份需求。
因为，人生的旅程，不在乎目的地，而
在乎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

走出农林村的“双塘印月”，我又
看到在绿树红花掩映之中，一座座错
落有致、有山区特色的农家小别墅。这
些村民建筑风格基本保持一致，红瓦
白墙、现代而又厚重，加上这里的自然
风光、农家乐餐馆和茶果园观光采摘
等一些颇有特色的区域，定会给市民
增添了几分欣喜感而又乡愁悠长。

“天蓝、山青、水秀、村美”的新
景象，正是对现代农林村的生动写
照。

初游静美农林村
□詹敬鹏

桂花开了，桂香充溢得满心满腹都
是。

窗外就有一株桂花树，一到农历八月
中，在一个平凡素朴的日子，阳光淡静着，

或是月影枝枝桠桠的静夜中，忽然就闻到
淡淡的香气了。这是桂花开了。

桂花香是甜糯的，如酒，饮多怕醉。这
缀满在千树万树肥绿叶子间的细碎花瓣，
浸在这八月微凉的风里，融在这安静净洁
的月辉中，萦绕在荸荠色的尘梦中，怎么能
不成酒呢？醉了的岂止是人。夜深的时候，
吱呀开门，月色涌入，枝影荡漾，一截笛声
遁入月光里。

我是一个糊涂的人，常常会错过许多
美好，比如说桂花开时。去年我不知道忙
什么，没有写一句关于桂花的句子，也没
有邀朋友们在这样的佳日小坐。只是小
坐，不喝酒不吃饭，只是在一棵高大的桂
树下坐着，说着一些不重要的话，任簌簌
衣巾落桂花。待想起来要做这些，是在几
场连绵的雨后，桂香消失之时。许多事，许
多人，事过境迁，是等不得的。不是没有耐
心，而是，心境变了。

所幸的是，这四年来，每一年我都会
揭开我的桂花酒瓶塞，往里面放一大把新鲜
的桂花。那是2012年了，女儿在老友高君处
学画画。那天画着画着，高君猛吸一口气，说：
“桂香浓似酒。”女儿接口：“君子淡如茶。”
对得并不工整，高君却落泪了。那时正是桂
香满城时，我听女儿说过此事后，将没喝完
的半瓶茅台放入一个大一点的酒瓶里，撒入
一把桂花。我没有对高君说。

2013年，我得了一瓮二瘪兄送来的
自酿葡萄酒，喝了大半，剩下的不舍得，开
瓶塞，倒入桂花酒中。我不曾尝，却有氤氲

的香气了。2014年，是桂花、天之蓝。2015
年，是桂花、朋友自贵州带回的“洞藏老三
样”。2016年，是伏特加、桂花。昨天上午下雨，
下午天放晴了，我摘了一把桂花，却寻不到瓶
子。孩子她妈问：“找什么？”我说书架左侧的瓶
子呢？她说以为是墨汁，前几日扔掉了。脑袋嗡
的一声，生平第一次对她吼了半天。

因为没有酒，今年的桂花似乎比往年
都好。遗憾的时候，往往都是如此。

因为没有,酒，我对着无边的桂香，天
下清秋里的桂花，手足无措，仿佛它们是我
与整个秋天联系。恍惚想起这两年来，与高
君竟是只聚过两回，我们退成各自的人海，
忙着自己的生活。我决定给他打个电话，就
在桂花树下，月亮光里，深夜近零时。

“我知道桂花酒的事了。你爱人给我电
话了，”接通时，他说，“那一定是世上最好的
酒。”

“可你并没有喝到。”
“所以才是最好的。”
“今年我继续，桂花还在树上。”
“好的，我再等四年，那时候，我女儿大三，你

女儿高一。我们可以常聚了。”
桂香如酒，月色如酒，情怀如酒。往事在

浓酽的酒香里散发，如同一个个芬芳的气
泡。

一份情，如果在时间的深处，隔年想来
依然温暖，才好。

一个人，如果在浓如夜色的空旷里，在
时过境迁之后，在时间的婆娑枝影里，依然
可以让想到你猛可儿闻到淡悠的香气，才
好。

就像桂香，近来淡然，远闻时，无意间，亦
真亦幻处，一阵阵沁入心间，透入肺腑。

桂香，是君子香。

桂花香
□董改正

晚饭桌上，柳晴像往常一样，
絮絮叨叨地说着股票，老公捧着
饭碗看电视，话打到他脸上他也
只是哼哼呵呵地敷衍。儿子勾头
吃饭，手指一刻就没有停止过划
屏，他在玩论坛。准儿媳小郑一边
吃着饭一边把手机屁股送到唇边
说话。都各自忙着各自的，都没把
柳晴的话当话。

柳晴从学校退养下来，在家
里就闷得慌。日子由欢腾瓷实，
一下子过成了一潭死水，而且还
不是“闲鱼食叶如游树”的那种
死水，也不是“潭影空人心的”
那种死水，它让你无所适从，总
想抓捞点什么。后来她去炒股，
也不是多想赚钱，只想告诉家
人，我也没闲着；只想在树底下
坐着或者路牙子边站着的那群
老头老太太聊股票时，她也能说
个子丑寅卯来。入了股市才知道
股市的凶险，大盘上的绿灯天天
来刷存在感，过山车般的日子，
挤得她喘不过气没有了自我。

吃完饭，看电视的依然看电
视，玩手机的依然玩手机。柳晴
握着一把筷子，在桌上 “笃！
笃！”地扎了两下，如同敲了惊堂
木，客厅里的气氛顿时就带了点
震慑的味道。柳晴咳嗽了两声，
硬着嗓子说道：我可告诉你们
啊，明天是我的生日！

柳晴受了冷落，憋了一肚子
气，也就任性地把生日提前了三个
月，老公和儿子竟然都没有发觉。

第二天晚上，为了使“生日”
煞有其事，柳晴特意多烧了几个
菜。晚上六点钟，儿子下班带着小
郑回来了，手上提着一盒精美的蛋
糕，柳晴一见笑得合不拢嘴。

儿子放下蛋糕，立即打开电脑
看论坛。起初他在论坛上发了一首
伤感的小诗，博得了好评，然后他
就一发不可收拾，天天在论坛上表
达伤感，现在他急着去看跟帖了。
女友小郑就给蛋糕拍照往微信圈
里发。

玩手机的玩手机，看电脑的看
电脑，柳晴用手撑了下巴坐在桌前，
一边等老公一边替儿子和准儿媳发
愁：这些年轻人，怎么连谈恋爱都不
会呢？各玩各的，能处出感情？

“咯咯咯，真逗，你拍的图图差
点让我笑得流产了。”小郑又对着
手机屁股说话，柳晴吓了一跳，蹭
到小郑身边的沙发上坐下，喜滋滋
地问：小郑，你怀孕了？

小郑莫名其妙地瞪大了眼睛，
没有啊！

你刚才不是说……
哦，小郑醒悟过来了。阿姨，我

说的是微信上的流行语，你看———
小郑主动把手机凑过来，柳晴一只
手把住手机认真看：

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我也是看得醉了
好消息：“自拍成瘾被美国精

神病学协会认定为精神疾病”的消
息，原来只是一条假新闻，快自拍
一张压压惊

还有一些柳晴就看不大懂了。
图片也是无奇不有。柳晴指着一张
竖着食指挡住嘟着的嘴的女孩照
片：这谁呀，长得跟明星似的。

“小倩啊”
“哎哟，这就是 p 过的吧，严

重失真，还发什么呢？我也是醉
了。”

小郑捂嘴，咯咯地笑，“您还学
得真快。”然后继续去划屏。

等到七点钟老公还没有回来，
柳晴有点不安，给他打了个电话。
老公说，晚上不回来吃饭了，有同
学聚会呢。这年头，同学聚会就是
多，小到才会走，老到九十九，都在
搞同学聚会。老公的同学聚会几乎
一个月一次了。柳晴假装生气，也
想撒娇，“今天我生日！”

生日就生日呗，你又不是外
人。回头给你带盒蛋糕回来。

柳晴真生气了，冲着手机里大
吼：“你以为我稀罕蛋糕啊？你们就
晓得刷存在感，都把家人刷成路人
甲了！”

儿子和准儿媳一怔，神情顿时
肃然。

不想成为路人甲（ 小 小 说 ）

□何荣芳
今年的“双节”刚过完，我们一行 28 人

乘坐大巴向胥坝群心村进发。与其说我们搭
乘的铜陵一日游活动，不如说是我们铜陵市
第七中学首届（高、初中）毕业生聚会的一
日。

早在一个月前，我作为同学群的群主，就
征求同学们的意见，搞一次聚会，最终确定一日
游的线路，群心村、钱湾（红色记忆）、市博物
馆。

我们过了胥坝渡口，走进群心村，就有
一股清新的感觉，空气好。也许连着几天的
阴雨天后转阴，没有风，也不见太阳晒。

离“渡江第一船”雕塑不太远的地方，
群心村自建的一块写有“群心村”石碑，女
同学们情趣盎然纷纷留下了自己的倩影。

看到了同学们乐哉，我触景生情。2015
年我与铜陵部分网友自发来到群心村，看
到的是遍地的油菜花，美不胜收，但文化味
不是很浓。眼下，虽说是中秋之后，但群心
村旅游文化已经 “升腾”。在 “渡江第一
船”旁边有宣传标牌，介绍了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三位烈士的事迹。几分钟
之后，我们参观了群心村文化展览馆。展览
馆内，有渡江第一船的小木船模型，墙壁上
有马毛姐的人物介绍。这在二年前，我是看
不到的。

尽管群心村不太大，但步走还需要时
间。我们看了几个景点，回到渡口已经过上
午 11点半。我们原本到钱湾看看还是放弃
了。

在铜陵博物馆，讲解员耐心细致的讲
解，让同学们再一次感受到了铜文化及铜文
化的底蕴。作为铜陵人倍感自豪。

再进群心村
□沈宏胜

铜官山 秋 孙玉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