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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园远 年 苑月袁 湖南经受了历
史上较大一次洪水肆虐的袭击遥
洪水无情人有情遥 人间有真爱袁
人间有真情遥 大湘南灾情牵动了
各族人民的心遥 一方有难袁八方
支持遥 善款善物袁源源不断送往
灾区遥
生命为天袁百姓为大遥 关键

时刻我们的党组织袁共产党员体
现出了主心骨和先锋模范作用遥
他们用热血乃至生命谱写了爱
民尧助民尧为民的壮丽篇章遥 猿远岁
的村妇女主任陈淑秀袁面对洪水
临危不惧袁顶着风尧趟着水袁挨家
挨户地安排村民安全离开遥 当全
村人员都安全转移后袁她却因体
力不支袁 被洪水无情地冲走了遥
又一村党小组长曹彦林将 员园怨位
村民安全转移后袁自己已是精疲
力尽遥 正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想
离开时才记起自己的一对双胞
胎儿子和老母亲还在家中遥 他不
顾一切往回跑袁 背起年迈的母
亲袁手牵稚嫩的儿子遥 洪峰呼啸
而来袁将他一家四口三代人吞没
了遥

英雄走了袁大地作证曰问山
山不言袁问水水无声袁天地为之
悲痛遥 英雄虽死犹生袁他们将永
远活在人们心中袁他们的精神永
远激励人们奋发图强袁 战胜困
难袁为建设美丽尧兴旺的家乡尧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
斗浴

仰望“八·一”军旗

回望历史的天空

硝烟弥漫

南昌起义的枪声

宣告了一个真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从血与火中诞生的军旗

迎着枪林弹雨

呼啸着

勇敢地奋进

从井岗山的峥嵘岁月里

从长征路上的艰难跋涉里

从抗日杀敌的呐喊声里

从解放战争的号角里

“八·一”军旗

迎风飘扬

飘着自豪

飘着光荣
飘着胜利

军旗飘扬

飘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一个和平而幸福的时代

晓晓走了袁 走得那么匆忙尧 那么年
轻尧那么令人痛惜遥

猿源岁袁 正值男子花一般盛开的季
节袁而他却在这样的英年凋谢了遥 当我
听到晓晓走了的消息袁 我不敢相信自
己的耳朵袁那么一个活鲜的生命袁那么
一个谦和得老远便叫我野彭哥冶的青年
就这么匆匆离去了袁 这让我痛感生命
如瓷瓶一般的易碎袁 痛感生命不能承
受太多负载之重遥
晓晓象流星一样划过我记忆的长

空遥 结识晓晓袁那是三年前的事遥 因为
原料供应的关系袁他经常深入硫酸库袁
了解硫酸的供应情况袁 他给我的第一
印象是院谦逊尧平和且言谈举止得体袁
一个斯文且具有协调能力的青年袁我
亦知道年龄不大却有着辉煌的一页院
当过班长尧副工段长尧公司团委委员等
职袁 曾有过两次被公司评为劳模的殊
荣遥 晓晓是一个令同事敬重尧上司器重
的人遥 他上任公司供应部计划员之时袁
正是公司步履艰难之秋袁 原材料供应
紧缺袁生产面临断米之炊袁他曾多次对
我说院野其实我心里很急冶袁我知道他的
急不只是停留在心上袁而更多是付诸在他的行动上遥 一次袁正值
隆冬季节袁硫酸库四大卸酸管全部结冰袁好不容易调配来的硫酸
槽车却无法卸遥当晓晓听到这一消息袁二话没说袁穿上工作服袁和
硫酸库的工人师傅一道并肩战斗袁拆管冲洗袁晓晓的一张圆脸被
酸熏得通红袁活象一个红苹果袁但他仍努力坚持着袁坚持到全部
管道处理通才走遥走的时候袁天色已晚袁早过了吃晚饭的时间袁但
他却微微一笑袁 骑上他那辆小巧玲珑袁 有些发旧的单车悄然而
去袁留下工人师傅的几许感动遥

晓晓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袁一心为公的人袁他最后一刻倒
在搏击市场经济大潮的战场上袁倒在共振湘铝的征途中遥年轻的
生命殒落了袁但他无私的行为却气贯长虹袁让我们落泪袁让我们
感恸遥

晓晓袁祝你一路走好袁希望天堂上有你的位置遥
痛哉袁晓晓曰惜哉袁晓晓浴

女儿今年 员圆岁袁小学毕业后顺利考上了城区的一所中
学袁因为离校较远袁又不具备住校条件袁作家长的决定每
天读通学遥 可第一件事就摆在议事日程袁 生性好静的女
儿袁至今仍不会骑单车遥 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造成的袁耽
心她的安全袁从小就不让她学滑旱冰尧骑滑板一类所谓的
野危险游戏冶遥 难怪提出让她去学骑单车时袁她立马一个劲
的摇头袁说自己的平衡能力极差遥 说归说袁一辆崭新的女
式单车袁还是买回来了遥 作为父亲袁我是女儿当仁不让的
野教练冶袁妻子也担任了野陪练冶遥

炎炎夏日袁野外骑车非常之热遥 我们就选择了早晨和
傍晚练车遥 在学校的操场上袁我站在前边袁妻子站在后边袁
女儿象是被抬上轿一样袁坐在单车上袁由我们推着走遥 有
了左右三位野大将冶的护驾袁女儿显然壮胆了不少袁居然踩

出了十几米遥 我把简单的要领说了之后袁要求女儿首先克
服胆怯心理袁不要怕摔跤遥 慢慢地袁女儿终于能自己骑车
了袁但骑的那个车袁似乎是刚才喝醉了酒一样袁东摇西摆遥
我们又紧紧地抓住车身袁生怕单车一歪袁摔坏了女儿遥 不
一会儿袁我们全都累得满头大汗遥 在晨练的人中袁有一位
热心的男子终于主动跑过来袁 把自己多年的骑车经验给
女儿介绍了一番袁并要求我和妻子袁到一边作野看客冶袁要
让女儿放开手脚自己练遥 也许是没有了父母的依赖和束
缚袁女儿的眼睛已不再只顾盯住脚下袁双手也能扶持车龙
头袁骑出了第一个绕场一周遥 我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袁迈出
了第一步袁就会有第二步袁第三步的遥 这一个多星期以来袁
女儿每天的主要事情就是练车遥 虽然能够骑了袁但协调配
合的能力极差袁有时忘了捏刹车袁有时忘了打方向袁最可

笑的还是忘了蹬车踏板遥看到这个样子袁不但
女儿心里急袁我们更是无所适从遥她只好一个
劲的练遥三四天后袁女儿的骄傲自满情绪上来
了袁说我会骑车了袁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遥 是
骡子是马袁拉出来遛遛遥一上正轨的公路上骑
车袁女儿就慌张了袁尤其是遇有会车的时候袁
她都早早地下了车袁等候别的车过去了袁她才
会继续骑车遥如果长此以往袁女儿的骑车水平
怎么能提高呢钥只有强化训练袁我自己骑一部
单车袁让女儿在我后面跟着骑袁妻子监督遥 无
奈之下袁女儿只好按部就班练了一个多星期遥
现在骑车水平有了进步袁她的心态也改变了袁
任何一种事情袁只要你想去学会袁并有足够的
信心和求知欲强的恒心袁就没有学不会的遥

我们教会了女儿骑车袁 同时也教会了女
儿和我们做父母的院不要急于求成袁要循序渐
进袁不只是学知识袁做人也是同样的道理遥

大自然是很有魅力的院冰洁的隆冬袁新嫩的春天袁火热的盛夏噎噎随着
时间的车轮袁她又在我心中绘出了秋的神韵遥

秋天的天使袁轻盈而愉快地到来袁拿出神笔袁将七色光芒袁一往情深地
挥洒在大地的雾衣上遥

撩开秋的面纱袁便是要透过那萧瑟的风袁枯黄的叶袁去感受内在的生
命的活力袁剥开秋的思绪袁便是要尘封秋的忧伤袁拉开秋的遐想袁去体味那
秋天的人袁秋的事袁秋的韵遥

去年袁那是一个很平常的秋天袁在我的眼里却是十分的美丽遥 要要要那
是在探亲回乡的 缘猿园源次列车上袁邂逅了初恋的她袁也是久违的她袁她依然
是那样的纯朴尧宽容袁始终保存着那张笑脸遥 我和她对视而坐袁倚着车窗袁
望着窗外翻动的秋色袁回忆起一个爱的故事遥弹指间袁已是十几年了遥但穿
越记忆的隧道袁 荡漾那叶感情的小舟袁 又使我清晰可见那曾经激起的浪
花遥说实在的袁我很爱她袁她也很爱我袁但由于当
时的种种原因袁迫使我放弃对她的爱袁去远方漂
泊遥但她一直没有怨恨于我遥她说院野可能是没有
缘份罢了遥冶她还告诉我袁她这次也是回家看看袁
她已好多年未回家了袁 上车时由于未买到卧铺

票袁才有我们这次久
违的相遇遥并在谈聊
中得知她在南方都
市安了家袁她和丈夫
在同一家公司上班袁
丈夫是本市人袁孩子
已上初中袁 一切很
好遥 分别时袁她盛情
邀请我有时间去她

家作客袁并把她家详
细的地址及手机号
码留给了我遥

我下车了袁望着
远去的她袁 挥手间袁
心未免有丝惆怅和
内疚袁但更多的是读
懂了她那早已成熟
的笑脸遥秋的故事便
是这样袁清淡之中逸
散丝丝幽香曰秋的人
便是这样袁清爽之中
洋溢着深沉和宽容遥

我爱秋天袁我将
永远深藏秋的这份
真挚的友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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