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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征

中秋与国庆

携手走进同一天

一个承传着中华传统文化

一个践行着民族复兴的诺言

一个捧出象征团圆的月饼

一个舞动红旗诠释幸福的内涵

一个寄托千里共婵娟的殷切期盼

一个嘹亮人民万岁的豪迈宣言

一个激荡过文人墨客无眠的夜晚

一个激昂着华夏儿女迈向瑰丽的明天

中秋携手国庆

共同走向明天

一轮明月见证

人民的中国正在大步向前 10

夜色宁静如水

满月映在哨所

边疆的中秋

月更圆

月光如水

月色如银

抚摸那张棱角分明的脸

他站在哨卡，如一尊雕像

守卫着祖国边关

此刻，他是一个儿子

是祖国的儿子

也是母亲的儿子

此时的母亲

一定站在故乡的庭院

凝望同一轮圆月

她的鬓角一定多了几缕银丝

还有这月光

也一定放飞了她的思念 10

重负贯穿的历史

我们的表情刻满了坚毅

而今天，迎着节日的风

华夏儿女

用幸福的微笑@祖国

长江在微笑

滔滔的深情永不枯竭

黄河在微笑

汩汩的源泉日夜流淌

长城在微笑

蜿蜒的梦书写华丽的篇章

昆仑山在微笑

拔节的理想传递着和谐的力量

让我们用微笑向祖国献礼

深情的笑容像太阳

天天把中国的大地照耀

瞧，那一瞬间极美

是东海的浪花欢歌

是南国的木棉吐艳

是高原的格桑花开

是北方的海棠展颜

是中原大地上的硕果飘香

瞧，那一瞬间震撼

是聚积的能量在心头爆发

是火热的激情在血管燃烧

是喜悦与希望的相拥

是祝福与眷恋的干杯

一个微笑

招展在五星红旗上 10

吹苹果树的风，吹着桂花树

也轻轻吹在我们身上

吹去眼里的夜色，脚上的灰尘

身体内岩石上的积雪

把大地吹得美丽而宽广

我们吃着苹果，说着比苹果还甜的话

吃着母亲蒸的月饼

说着和月饼一样圆的心愿

月亮把光一遍遍洒在我们身上

柿子树是一个倾听者

思念和期待

使它挂起一身红灯盏 10

双节会

□洪恩哨卡的月光

@祖国以微笑
□胡巨勇

中秋夜
□杨东晓

站在树下，随手摘一枚果子

甜蜜而辽阔的幸福

便深入内心。被赞誉的

不仅是年年丰收

还有，这棵茂盛的大树

它扎根 960万平方公里

胸中装着 14亿人口

巨大的责任与蓬勃的使命

根深蒂固，于危难时刻

照亮历史长河

中国，以博大的人民情怀

枝条丰满了千万条路

飘香的日子

透出华夏儿女

阳光明媚的

幸福生活 10

甜蜜而辽阔的幸福
□陈兴宇

河汉微茫，碧落空澄，寥廓一轮。

笑千年兴叹，枯肠仰首；万般情态，呕

肺伤神。目送天山，舟横赤壁，双照鄜

州杂泪痕。还今夕，又蟾宫玉魄，湛湛

如银。

心安即是良辰。正细读、悠悠来

去云。幸轮回此世，远离蒙昧；春秋俊

赏，更有交亲。少识贫寒，老知圆缺，

借得光风洗俗尘。凭窗问，恰清凉无

汗，谁与同尊？

【注】“目送”句：典引李白“明月出
天山，苍茫云海间”、杜甫“今夜鄜州
月、闺中只独看”及苏轼写赤壁诗文中
的咏月诗句。

俊赏：指鉴赏品评的能力。见南
朝钟嵘《诗品》，“近彭城刘士章，俊赏
之士”。

交亲：语见《荀子》，“交亲而不
比”，泛指相互亲近、友好交往的人。

光风：语出《楚辞》，即月光照耀下
的和风，常与霁月并用。10

沁园春·中秋望月
□晓阳

村里杨老太在院子里晒辣椒，红彤彤的辣椒
铺在圆簸箕里，中间放上一个黄色圆南瓜，远看
去，就是一朵盛开的花。隔天我又去，圆南瓜晒
石阶上了，辣椒和玉米又搭配组合在一起，玉米
摆成了五角星，里外都摆上辣椒，黄配红，形成国
旗图案，让农家小院添了国庆节的喜气。我夸杨
老太是心里住着个画家，她听完乐呵呵的，指着
屋顶让我看，原来上面摆的柿子组成了两个大字

“丰收”。
小院这么一摆，立马有了艺术气息，置身其

中，心情一下欢悦起来。杨老太打开了话匣子，说
早些年，种地全靠一双手，赶上秋收累死个人，地

里的重活儿全指着老杨一人，但即便再累，老杨也
会趁休息空当，就地取材，用庄稼“摆”画儿，有时
用地瓜摆几个字，有时用萝卜拼一幅图，有时用玉
米摆一个小动物。

看老杨不务正业，杨老太就呵斥，弄这些干
吗，有那力气还不如坐地头歇歇。老杨说，摆幅画
就是歇哩，歇身体还歇大脑，干活时瞅一眼自己的
杰作，疲劳就会消除大半。

杨老太倒没有觉得老杨的画能消除疲劳，倒是
那些邻居发现了，都跑过来看，还啧啧称赞老杨有
艺术细胞，老杨开心得嘴巴能咧到脖梗上。杨老太
嘴上嗔怪“他就是闲的”，心里却乐开了花，一天的

疲劳消散了不少。
后来，杨老太也“染”上了老杨这个习惯，家里

做个饭也要摆个花样，即便炖一锅白菜豆腐汤，也
要在豆腐汤旁放一小碟萝卜咸菜，萝卜咸菜切成
片，摆成凤凰尾的样子，再在上面点缀几棵香菜，
馒头切成片摆在盘子里，里面放一点儿水果丁，一
盘水果馒头大功告成。

女儿出嫁了，老伴老了，杨老太越活越有精
神，从穿衣吃饭到家里的陈设处处透露出生活的
精致。她说，人活着就要有精气神儿，即使命运给
你捅个窟窿，你补上一朵花儿，老天爷也得为你竖
大拇哥。10

每到国庆节，总能收到大红的请帖。就说去
年吧，我就收到了两张请帖。一张是老刘发的，
他儿子结婚摆宴；一张是同学会发的，纪念毕业
20 年。为什么那么多喜事都要安排在国庆节
呢？除了因为是假期，还因为这一天更能激荡爱
国情怀。

老刘的大名叫国庆，他儿子结婚，就选了国庆
节当天。那天，按我们当地的习俗，作为公公婆婆
要被打上花脸儿，也就是用墨汁或口红在脸上画
上眼镜、胡子什么的。老刘的脸虽然被画花了，可
也遮不住他一脸的兴奋和激动。

老刘代表男方家长祝福的时候，拿话筒的手
一个劲儿抖，他激动说：“今天是国庆节，也是我儿
子大喜的日子，全国 13亿人都在庆贺呢。咱中国

人都讲礼尚往来，他们必须得回礼，咋回呢？他们
也表示了，结了婚，要好好干工作，干出一番事业
来，将来为国家作贡献。”

红旗飘扬，鲜花遍布，造就了国庆喜的氛围。家
连着国，国连着家，这一日结婚除了喜庆氛围浓，更
能氤氲起家国同命运的情愫，喜上加喜，情上添情，
能增强对家庭、为国家作贡献的责任感，就有更多人
选择这一天举办婚礼。

同学聚会时，从二十年前毕业时的青春飞扬
到如今各自的事业有成，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
当年的班长组织这次聚会，酒会上大家轮流发言，
班长做总结。酒醉人，情动人，班长的总结就很有
些慷慨激昂了。他说：“今天是国庆节，我们又聚
到一起。如今，我们每个人都靠着自己的努力，闯

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我相信，以后的日子
里，我们还会继续努力。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就，都
是建立在国家不断发展、繁荣富强的基础之上
的。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举杯，
为自己，为家人，为大家，为祖国，干杯！”大家一起
欢呼着干杯。

在国庆节聚会，国家是个离不开的话题，交谈
的过程，其实已变成一个加油的过程，一个凝聚精
神力量的过程。

今年国庆节又到了，我又收到了几个请帖，我
期待着。而且今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喜相逢，然
而防疫还不能放松，国际形势也很严峻，我想，只
要我们厚植家国情怀，砥砺奋进，还有什么困难不
能克服？！10

喜事相连庆佳节 □王国梁

把日子“摆”成一幅画 □李秀芹

谁蘸五颜画小村？

白墙红树翠黄茵。

远山沉卧羡缤纷。

梦动云天风淡淡。

情随林色意醺醺。

山高难阻日光新。1

浣溪沙·山村
摄影/张博 词/吕志雄

对于我家来说，每年的国庆节是拍全家福的
时刻。穿上盛装，拾掇一新，我们举家赶往照相
馆，将团聚的欢乐定格在小小的四方相纸上，成为
幸福的永恒。

“看镜头，笑一下，一二三。”伴着摄影师的指
挥，我们在镜头前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每一张的
国庆全家福，都是永远的珍藏。如今翻开照相本，
看到家庭变化和时代变迁的点点滴滴时，我总是
不禁要感叹祖国的巨变。国富民安，我们全家的
命运，就是和着祖国的脉搏一起在跳动的。

回看1970年拍的全家福，还是黑白的，虽然只
是几角钱一张，但在当时已经算比较高的消费了。
那时的物质生活极其匮乏，别说数码相机，就连普通
的胶卷相机也是奢侈品。在国庆节这天，去照相馆

的人特别多，经常还要排上长长的队，洗出来的照片
也特别有意思，上面印着“某某年国庆留影”的字
样。而当父亲把照片取回家时，我和妹妹总要抢着
看，母亲则在一旁笑着说：“看把你们给急的，以后
啊，要是有一种拍完就能看到照片的相机就好了！”

1984年的国庆节，我们一家人和左邻右舍坐在12
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共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
的隆重庆典。那天，首都北京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数十
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前欢呼着。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
象的，则是欢庆游行队伍中打出的那块标有“小平您好”
字样的横幅。当看到阅兵式上整齐的方队就像移动的
城墙时，我们一边看一边鼓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激
动不已，眼泪忍不住就掉了下来。看完庆典，我们全家
人在走向照相馆的路上热血澎湃，狠下心，拍了张彩色

的全家福，度过了一个最具激情的节日。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有了自己的海鸥

牌照相机，后来又有了数码相机，也就是母亲当年
说的能够一拍就看到照片的相机。而现在更是便
捷，用高像素手机就能在公园里为一家人拍出完
美的全家福了。

大河有水小河满，国盛家兴。光影交织的岁月
里，从黑白到绚烂、从简单到丰盛，国庆节陪伴我们
度过许多的欢乐时光，我们也伴随着祖国一起成长，
父母老了，我也年长，而儿子侄子辈又像花一样绽
放。看着这数十张充满温馨记忆的全家福，我深深
感受到了来自伟大祖国的温暖。国庆节又到了，我
要带全家到我们镇最美好的地方，拍一张最美的全
家福。10

去拍一张全家福 □陈卫卫

中秋节是从古人的祭月、迎寒发展而来的，
在西汉时已具雏形，晋已有立秋赏月之举，唐代
盛行，宋太宗年间始定为中秋节。在民间，中秋
节活动历来都是围绕着愿月、赏月和庆丰收、乐
团圆进行的。所谓“愿月”，也叫祭月、拜月，即中
秋之夜在庭院设案摆上茶果、月饼，女主人面对
圆月，祈祷许愿，以祈求五谷丰登、合家团圆、平
平安安。这一天，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力争赶回
家团聚。如有家人身居异乡，必在愿月时念念有
词，致以想念。

在人们的眼里，月亮神是母性和神性的，有着
奶奶一样的慈祥和温情，掌管着人间的繁衍生息，
故而月亮常被人们尊称为“月奶奶”。“月奶奶，明
光光，开开后门洗衣裳，洗得净，浆得光，打发哥哥
上学堂；读四书，念文章，开科进京上考场，名字题
到金榜上，鸣锣开道回家乡，旌旗插在咱门上，你
看排场不排场……”这古老歌谣传唱千古，经久不
衰。民间这种源远流长的月亮崇拜，渗透在民俗
民风里，便是世代流传的中秋“愿月”习俗。

千百年来，土里刨食的农人们对世间万物都
心存敬畏和感恩之情，对于月奶奶赐予的恩惠更
是铭记在心。中秋愿月的习俗，其实也是人们对
月奶奶发自肺腑的感恩与祝福。农人们对月奶奶

顶礼膜拜，宛如对自己的长辈一般恭恭敬敬，那是
一种骨子里的虔诚，更是一种泥土般的淳朴。小
时候，祖母曾经告诉我，八月十五是月奶奶的生
日，愿月就是给她老人家拜寿，感谢给咱们穷人赐
福降吉祥呢。

在昔日的乡间，中秋节夜晚的愿月活动都是
由家庭主妇承担，广泛流传着“男不愿月、女不祭
灶”的习俗。关于这一习俗的来由，民间的说法大
概是月中嫦娥身为女性，便于与同性沟通之故，才
衍生出“男不愿月”之说法。灶王爷为男性，因男
女有别才有“女不祭灶”之规矩。在我童年的记忆
中，每逢皓月当空清辉洒地的中秋之夜，吃罢晚
饭，祖父祖母便张罗着在院子里摆上供桌，上置月
饼、柿子、石榴、枣、梨等“五色供品”，月饼则置于
供品之正中。如今想来，民间选用这五样东西作
供品，大概是都有红红火火的色彩、团团圆圆的外
观、甜甜蜜蜜的味道吧。等一轮圆月升起后，庄严
神圣的愿月仪式就要开始了。在民间的诸多节日
祭拜习俗中，愿月的仪式最简单，礼节最少，无需
焚香叩拜，不用设供奠酒，只是女主人端起盘中的
月饼或者水果，心中一遍遍默念着对月奶奶的感
恩，或者口中念念有词地祷告着：“八月十五月正
圆，月饼西瓜敬老天，敬得老天心欢喜，一年四季

保平安”之类的吉祥语，为月奶奶送上一份美好的
祝福祝愿，期盼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花好月
圆，全家平安。毕竟，亲切和蔼的月奶奶就像是自
家人一样，正所谓“熟不拘礼”，祭拜月奶奶自然少
了许多俗套和路数。愿月之时，我抬起头痴痴地
望着夜空中的月奶奶，老人家端坐在云端之上，享
用着子民们的祝福祝愿，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模
样。

愿月毕，一家老小围坐一起，将月饼分而食
之，以示“团圆”。吃完月饼，开始品尝水果，一边
咀嚼节日食品的美味，一边赏月话家常，尽情享受
月朗气爽、家人团圆、其乐融融的节日气氛。不
过，赏月是大人们的事儿，孩童们没有这份闲情雅
致，关心的是香甜可口、平时难得一见的月饼。贪
吃的我大口吃着月饼、水果，依偎在祖母的怀中，
听着祖父讲述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
药”等神话故事，或者祖母念叨的“月奶奶，黄巴
巴，八月十五到俺家。俺家有个大西瓜，让您吃，
够您拿，您得保佑俺全家”的古老童谣，不知不觉
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流光飞逝，斗转星移。如今，在民间，中秋节古
老的愿月习俗已不常见了，但是八月十五吃月饼，
走亲串友，庆丰收、乐团圆之俗却长盛不衰。10

中秋愿月 □梁永刚

中秋月明国旗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