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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艘航船历久弥新

朝着胜利的方向，不曾迷失航线

它从上海石库门开始起碇

从嘉兴南湖开始扬帆

井冈的翠竹做了它的长篙

莆田的榕树做了它的桅杆

古城的遵义会议校正了罗盘

它驶过了湘江的血泪

赤水的激流，大渡河的呐喊

它抚平了草地的泥淖

经受了雪山的苦寒

在延河边修补了作风的漏洞

用宝塔山夯实了龙骨

用窑洞的灯光照亮了抗战的烽烟

向着和平，向着解放

它终于越过黄河的怒吼

在西柏坡运筹决战和开国大典

在天安门城楼宣告崭新的征程

和五星红旗

国歌嘹亮的蓝天

一起狂欢

七十载岁月弹指一挥间

这艘航船已经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

劈波斩浪四十年

它的桨声更有力，它的船体更稳健

上九天揽明月，下深海向蔚蓝

马达轰鸣，涛声激越

万众一心，为了中国梦

披坚执锐，攻坚克难

我爱上了这艘航船

我已经登上了这艘航船

即便是竹篙上的一滴水

也要怀揣初心，奋力向前！ 3

十月的稻田走了千年，走进今天

把千年的阳光都带了过来

天空、大地、村庄、树木、人……

都被融化成各种姿态

多么强大的力量和感染力啊

看一个个钢铁的巨鲸

抱无边金波，扬眉吐气地吼叫

让你深陷进它感天动地的激情里

巨鲸们多么自豪啊

它们被万顷阳光喂养

被飘香的大海喂养

喂养出的吼声比雷声更加持久响亮

转眼间

一个偌大的稻海被吞去了

金颗玉粒雷厉风行地倾泻出瀑布

那些老叟们也像是被倾泻了出来

他们激动的样子

像老机器剧烈地转动着

转动着眼前的稻田，洒兴奋的泪

赶走昔日的忧伤——

再不见镰刀用钝笨的脚

艰难地走在稻田里

再不见挥汗拼命起早贪黑

仍被一块地困住

再不见鞭挞的吆喝声，火烧的分分秒秒

系住慢悠悠的老牛石磙

慢悠悠中的老叟与慢悠悠的往昔再也没有踪影

此刻，他们又被强大的轰鸣声吞去了

这轰鸣声远比熔炉厉害

顷刻，他们都被炼成了崭新的稻米

多么饱满光洁的颗粒啊

随那倾泻的瀑布一起倾泻

倾泻不尽的喜悦啊

每一粒稻米

都跳跃着乡村的好梦 3

从一个坚定的起点 到一幅祥和的画面

心魂 写成一条长长的警路

铺就辉煌盛世的和谐

行走在爱的星空下

守护都市的繁华

让鸟儿温馨多彩的梦

让月色朦胧出深情

巡逻的步履 不经意间

踏破了一树婆娑

鲜红的袖标 与星月对视

醒目的“执勤”字眼

黑夜里的一把火炬 穿行在都市的街巷

将霓虹笑靥和歌声

汇至心灵的广场 涌动诗情

为了安宁

清晨的风 飘扬着战地的旗帜

昨夜 你正在甜甜的梦里

爸爸来不及向你吻别 号角已催征

孩子你可曾知道

红叶正咀嚼着对季节的承诺

红遍了十月的旅程

生命的血液 在汩汩流淌

坚守成一处

独特的风景

什么叫淬火成钢

什么叫铸魂砺剑

孩子你还不懂

奶奶会对你说——爸爸是真的英雄

人民是我们更大的牵挂

为了千家万户的安宁

我一直在路上

忠诚是我的行囊

正背负着重托前行 3

秋天的乐章

早已藏在夏天的声声知了中

不知不觉地开启

有条不紊地行进

即使树荫下对清凉的那种盼

以及轻抚发梢的风

——那从叶子之间筛出的惬意

都是秋天的乐章

在流火的时节

秋天总是不经意地在来

就如夏天不经意地悄然而去

没有仪式 却无意中成就了

两个季节交替

最美丽最长久最含情的身影

遍野金黄的收获

是挥汗如雨的夏天留给秋天的祝福

满地金黄的落叶

是清爽明朗的秋天寄给夏天的美梦

那望月发出的纯澈

仿佛是在用百分百的无瑕

迎接全部黄金般的日子到来 3

□陈世宏

当红灯笼一样的柿子挂满
枝头，当灿烂欲燃的木梓叶如
朵朵红云点亮道道山梁，当浓
墨挥洒红如二月花的枫叶尽染
层林，秋天，已经踩着飞雁的鸣
声，乘一朵朵盛开的菊花，从北
国滑到淮南，豫南的山山水水，
不知不觉间，已是秋的疆域。

采摘一个柿子，珍藏一片
秋光；拾起一片黄叶，聆听一
缕秋声。山林，郊野，枫叶高
举季节的火把，擎起生命的
火炬，把秋天燃烧得秀美而
辉煌！涌动如金的丛林，为
牧童的短笛注满山水田园。
游客入林林如画，画蘸秋韵
有人家。春看兰花秋有叶，不
一样的是风景，一样的是幸福
的心情。

每一朵菊花都携带着秋的
气息，在陶渊明的诗句里葳蕤
着醉人的秋意，把秋天眺望成
悠然的风景。间次开放的粉
蕊，把领地绽放到每一片疆土，
一片花瓣一首诗，一缕幽香一
阕词，由月下的田园诗人斟酌
润色。

银杏树也是秋天的主人。
亮黄色的银杏叶，灿烂，招摇，
酣畅淋漓，把秋天的底色渲染

如金。
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

之静美。她们，不是结束，是为
了开启下一个美妙的乐章。

秋天的树，不论是一丛还
是孤立的一株，都用或簇拥或
零星的枝叶把秋意诠释得酣畅
淋漓。是谁，想与你做伴，在蓝
天深处，感受秋高气爽？

红叶是豪放的词人，更是
高傲的舞者，把秋天的温暖和
寒凉舞成大地的绝响。

不知不觉间，房舍，庭院，
城乡，已经被桂香淹了一遍又
一遍，浸了一片又一片。桂花
的落蕊呢，是一地起伏飘零的
平仄，任婉约派的花间词人慢
慢收捡。

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
秋山。

秋水是秋山的情人，坚守
的是山，偎依的是水。若秋是
相聚的诺言，黄叶，则是彼此的
信物。

看着落叶，看着秋光，守
护 静 谧 ，守 护 绚 丽 ，感 受 岁
月静好的悠长与祖国山河的
大美。

把心中的诗意，笔下的文
字，收藏在秋的镜框，送给亲
爱 的 祖 国 ，送 给 灿 烂 的 未
来。 3

□吴湘渝

迁徙的鸟雀在高处吊着嗓子

叫醒了秋天

每一处庄稼都藏着

沉甸甸的温暖

落叶归根 抵达大地的母体

孕育生命的光亮

而天空已被时光打扫干净

如明镜将心灵照耀

这时真想洗去尘世的身份

向秋天深处走去

群山苍茫

风吹落叶点燃一片光亮

泥土的味道 远去的故乡

把梦埋藏在充满爱的地方

即使落木萧萧

也不放弃对大地的敬畏

和对温暖的信仰 3

航船：初心永恒 □吴元成

守护繁华（外一首）
□周英

秋天的乐章 □木汀

向秋天
深处走去

丰 收
□张全功

挂
在
树
上
的
秋
天

九九那个艳阳天
□赵炜

一

眼前高远辽阔的天空，白云缭绕，缱绻旖旎，令人欣悦无比，带
来秋日的神韵和光芒。这是 2019年 9月的天空，我久久凝视着
它，心里不觉想起自 20世纪 80年代就特别喜爱的那首动听的歌
曲《九九艳阳天》：“九九那个艳阳天呀哎哟，十八岁的哥哥惦记着
小英莲，风车跟着东风转呀，决心没有下呀，怎么开言——”

九九艳阳天这首歌出自电影《柳堡的故事》，记得第一次观看
这部电影是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我和小朋友们搬着椅子坐在空
旷的操场上，那是学校的露天电影，放映的是黑白片。过了 30多
年，我仍然记得那晚清新的空气，还有操场弥漫的带着露水清香的
草木味道，真的是无比惬意；虽然具体片段有点模糊了，但电影里
副班长和二妹子的青春靓影，仍然鲜活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因为
这部影片，二妹子扮演者陶玉玲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观众
心目中的“红色恋人”！小哥哥副班长英俊质朴，那身绿军装散发
着军人的英姿本色。影片《柳堡的故事》是石言、黄宗江根据石言
的同名小说改编，是新中国电影罕见的描写现役军人的爱情故事
影片，可谓打破了当时的禁区。电影主题曲《九九艳阳天》歌词健
康向上，凸显革命理想高于个人情感的坦荡胸怀。影片中副班长
唱出自己的心事：“九九那个艳阳天呀哎哟，十八岁的哥哥告诉小
英莲，这一去呀翻山又越岭，这一去呀十年八载不回家——”而二
妹子是这样深情地回应：“九九那个艳阳天呀哎哟，十八岁的哥哥
细听我小英莲，只要你不把我英莲忘，只要你胸佩红花回家转
——”每一句都是那么回肠荡气，这种感染力是真实而持久的，展
现了高尚无私的爱情，不仅忠贞、勇敢，甚至为了革命哪怕八年、十
年不回家都愿意等，表明二妹子相信这份真情，她也会一直珍惜这
份感情。同时，她更是鼓励爱人积极上进，争做英雄，戴个大红花
回家，是多么光荣与自豪！这是回响在红色土地上的真情表露，虽
直朴浅白，却撼动人心。

二

大约是 2004年吧，我观看了电视连续剧《新四军》，剧中展现
了一对革命佳偶的美好形象，他们就是被叶挺将军誉为“金童玉
女”的黄江河和梅青。在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和冷酷的环境里，依
然有回肠荡气、缠绵悱恻的爱情存在，体现出了人性中真实美好的
一面。黄江河是新四军中著名的指挥官，英勇善战而又沉稳智
慧。梅青，是一位美丽、聪慧、纯情的爱国华侨青年，抛下富裕的物
质生活，只身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战争，其义举令人钦敬、赞叹。在
共同的战斗中，她与江河产生了朦胧而甜蜜的感情。剧中几个镜
头我认为处理得非常美而回味无穷：当梅青请假回南洋继承遗产
时，江河因处理一突发事件而未能及时赶到送梅青，梅青那望穿秋
水的眼神恋恋不舍；当他们正要举行婚礼时，不巧江河要去执行任
务，不得不推迟婚礼，他们无怨无悔地服从组织决定。当江河风尘
仆仆地回到早已布置好的新房时，他和梅青只有深情的拥抱——
第二天，他们又要分别。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在他们身上映射
了很多很多红色恋人的影子，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牺牲了爱情，
牺牲了生命。

战争的烽烟远逝，寻不到一丝踪迹，只有通过影视剧再现那段
血与火的斗争。有一部电视连续剧我印象也很深刻，内容是王震
将军率领部队进驻新疆的故事。剧中一位女文工团员麦琪，无比
真诚地爱上了一位解放军团长，然而，他们仅仅只拉过一次手，就
先后牺牲。还有一位西路军幸存下来的女红军战士，心中永远怀
想的是早已牺牲的一位骑兵连长。战争中的爱情是浪漫的，也是
悲苦的。当战争的硝烟散去时，天地间回响的是青山的慨叹和河
水的呜咽。

三

“九九那个艳阳天呀哎呦，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吹得
风车儿转呀，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香——”这委婉、多情、优美动人
的抒情歌曲在今天依然传唱着，魅力不衰。新中国成立70年了，不
管时空如何流转，天空依然辽远深邃，大地依然光明辉映，情感依然
鲜明饱满——时间跨越了70年，青山依旧，美丽多情的女战士和侠
骨柔肠的好男儿的形象依然那么美丽，他们的故事依然那么动人。

不管是《柳堡的故事》还是《新四军》，影视剧中演绎的美丽爱
情令我们动容。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为了心中神圣的信仰，为了纯
洁的革命情谊，在广袤的土地上，有多少对恋人，因为共同的理想
追求，由战友而到伴侣。他们在战场上挥洒着壮美的青春，他们的
爱情令山川动容，由于斗争的需要和冷峻的环境等因素，他们聚少
离多，甚至生离死别，然而心中的激情一直在燃烧，心中的爱恋丝
毫没有减淡。这就是神州大地上的革命爱情，具有跨越时空的恒
久魅力。这种爱永远是激励后人奋发进取的宝贵精神火焰，照亮
灵魂，洗涤精神，使生在当下的人们，更加懂得何谓真正的爱情，更
加珍惜眼前美好和谐的幸福生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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