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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成玉

时间老人迈着稳健的步履，从
容不迫地送走九月。

回味九月，是一部从远古走来
的经典美文，是一部自田畴诞生的
水墨丹青。它铺天盖地、层次分
明，厚重典雅、内涵丰盈。认真捧
读，你会如嚼饴饧，如饮甘醴，唇齿
留香，回味无穷。

九月，天高云淡，风和日丽。
太阳收敛了炙热，从天边送来了缕
缕清风，田野禾香浮动。皓月当
空，夜凉如水。露珠在斑驳的茎叶
上凝结、打滚；在苍郁的树枝摇曳、
闪烁。虽然没有“白露白茫茫，谷
子满田黄”的蔚为壮观，但太阳不
遗余力地将蕴藏的热能转化成漫
天情丝，孕育植物颗粒饱满，万类
霜天橙黄橘绿。正是秋游好时节，
离离秋云，绵绵秋雨；机声鸣野，鸟
音传情。人们以风的姿态行走在
丰腴的大地，饱览秋田的美丽景
色。

你看，“待到秋高九月八，我花
开后百花杀。”万物从繁盛走向萧
瑟，只有菊花迎风怒放。那一丛
丛，一畦畦，一朵朵的菊花，将九月
装点得五彩斑斓。

你看，秋日的原野失去了“田
田碧叶水清柔，岸柳新荷两媚羞”
的娇态，以一种饱满的形象展示于
世人面前。河套大地的主要农作
物，用优异的成绩回报农民的辛劳
和土地的恩惠。

那一株株粗壮的玉米已脱去
了浓绿的夏装，露出了金灿灿亮晶
晶的笑脸；一张张喜悦的表情足以
告慰农人的期盼。

那籽粒饱满的葵花，经过一个
夏季的美丽绽放，低下了沉甸甸的
头，向大地鞠躬致敬。它以绿色高
端的品质，风驰电掣走向天涯海
角，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赞誉，树
起了巴彦淖尔农产品的亮丽标杆。

那火红的辣椒，形状各异，点
亮了田野和乡村的风光。一个新
型产业异军突起，经过脱水、烘干、
打包、入箱等一系列程序，通过“一

带一路”走入异国餐桌。河套农民
的腰包日渐鼓起，农家的日子红红
火火。

九月，水光潋滟，山色空蒙。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一幅天水相接、宁静致远的画
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平畴沃野。
得天独厚的河套水利体系，为河套
的金秋注入了勃勃生机。“湖光秋
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秋浇
时节，纵横交错的大小渠道，将汩
汩的黄河水输入肥沃的农田，为来
年的种植蓄势待发。你看，汤汤琼
浆经过闸门的调动和分流，争先恐
后地流入纵横交错的水渠。河套
的水利史，就是河套人民的奋斗
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兴修水利，才能将曾经肆虐的狂澜
驯服，造福人民。大地风光好，各
族人民共存共融，以无私无畏的气
概，书写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史诗。

捧读九月，我们更要缅怀一代
伟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牢记初
心，接续前行，把我们的祖国建设
得更加繁荣昌盛！

捧读九月，我们要向光荣的人
民教师致敬！

捧读九月，我们为中国农民丰
收节而欢欣鼓舞！让我们奏响琴
弦，跳起欢乐的舞蹈，吮吸甘醇的
秋风，拥抱丰收的喜悦，和广大农
民一起庆贺这个节日。愿我们的
农业科技日新月异，将饭碗牢牢地
端在自己手中。

捧读九月，我们共度中秋佳
节。天上月儿圆，人间庆团圆。月
到中秋分外明，国逢盛世喜事多。
我们要读家乡的山水林田，读家乡
的养育之恩，读家乡的袅袅炊烟，
读家乡的皎皎月光，让更多的游子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记得
家乡的绿水青山，记得浓浓的乡
愁。

捧读九月，我们走进乡村看小
康，黛路纵横，阡陌交通；红砖青
瓦，鸡犬相闻；种养结合，果硕粮
丰。绿树村边合，鲜花满院庭。

此刻，旭日从东方冉冉升起，
绚丽的霞光漫过树梢，染红了广阔
的田野。

大地风光好

□钱续坤

在熹微的晨光里，以虔诚的姿势默默
地伫立，我热切的双眼深情地注视着东
方，有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穿越岁月的
苍茫，高举生生不息的理想和愿望，与杲
杲红日一起上升，上升……

万道霞光四射，和风舒展开了血染的
红旗。那一瞬间，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
那红，那一生中最耀眼的亮色，分明是我
们心头涌向云端的热血啊！同时我也清
清楚楚地看到，五颗金黄黄的星，彼此团
结，相互映衬，并高度统一地融进中华民
族最壮美的史诗。

呼啦啦地飘啊，国旗被远景的宏图所
召唤，又被近处的挚爱而振奋。你看呀，
躬耕的群众，劳动的人民，立正的士兵，个
个在此刻都挺直了腰杆，挺直了从来都不
曾弯下的高贵的脊梁，忠诚地仰望一个民
族智慧的精华，仰望一个国家超越时空的
不朽真理。

事实上，我们脚下的这方热土哟，也
曾经有过硝烟弥漫的重彩，有过铁蹄枪
刺带响的寒风，有过炮火弹片烧灼的伤
痕。如今，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经过生与
死的打造，我们的信念更加坚强，中华儿
女更加蓬勃朝气且斗志昂扬。

在熹微的晨光里，以虔诚的姿势默
默地伫立，那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永

远都指引着中华民族坚定不移的前进
方向……

与杲杲红日一起上升的不仅仅只有
猎猎作响的红旗，还有雄壮的《义勇军进
行曲》，似波澜壮阔的大海，在我的心中掀
起滔天的巨浪，继而久久地萦回又起伏跌
宕，怎么都无法散去。

我没有振臂高呼：“起来！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事实上，我一直都在和父
老兄弟默诵着那声声呐喊，那句句号
角。因为我们深知，这首歌是从血雨腥风
中提炼出来的，是从刀光剑影中铸造出来
的，它铿锵亮丽，荡气回肠，是中华儿女面
对生之困惑死之威胁，而作出的最明智的
抉择和最殷切的希冀。

被浩荡的秋风遍地传送，被嘹亮的歌
喉永远诵唱，这首歌穿越沧桑世事，趟过
迤逦长途，升到头顶是太阳是鸽子，握在
手中是枪是犁是笔，夹进书页则将写下一
段何其辉煌壮观的历史。

因此选择国歌作为我深情默诵的对
象，这本身就注定有一种信念，在支撑着
钢铁般的情感。这种信念象征着力量，象
征着幸福和理想，并且预示着所有的中华
儿女，都将对伟大的祖国忠贞不渝，矢志
不忘。

一首歌阐明一条真理，一首歌表达一
份爱意。沐浴在国歌的旋律中，热泪盈眶
的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在普照的阳光下，拥
抱着一个又一个绚丽如虹的日子。

深情凝望

□张生祥

南湖红船

一汪湖，承载着重量；一条船，承载着
历史。南湖，一个普通的湖名，担当着一个
民族的命运。

红色，被史书定格的颜色，像大地壮烈
的颜色；红色，一段血色的记忆，也是一朵
花的象征。绽开了，就注定走向灿烂的光
芒。

一群人，举起握着镰刀的手；一群人，
抬起铁锤的坚硬。从此，旗帜上，有了信仰
的图腾。

阳光荡起湖水，湖面高出天空，划出时
代的涟漪；誓言激起巨浪，诺言力挽狂澜，
镰刀与铁锤，砸向黑暗，光明的目光，从此
掀开新的一页。

当我走进南湖，神往已久的心，被这朴
实的桨，一次次拍打；当我走进这一汪清
澈，一遍遍，打捞着水中，还在汹涌的记忆。

井冈山

八百里井冈，八百里风的浩荡、雨的汪
洋。八百里的巍巍壮阔，在人间激荡。八
百里的路途，只是阳光刚刚照耀的地方。

当我用目光接住这巍峨，群峰就绵长
了。仿佛一生的时刻，都在倾听翠竹诉说
着曾经的烽火，枪声，与炮响。

翠竹是个战士，他以枝的柔韧，叶的繁
盛，撑起绿的天空。他以身体的刚强，根的
强劲，在烽烟中，煅打着生命的不屈。

山路，蜿蜒。尽管经年风霜雨雪，仍旧
掩盖不了它的足迹。

映山红，将心照亮。每一丛，都有他们
的笑脸，盈盈而立。每一片花瓣，都是一次
传神的会意，在深厚的时光里，给我们动力。

清涧，从高处跃过，水珠明媚。且容我
再次攀登，感受一次雄伟！

娄山关

和所有关隘一样，总是在高处有着

动人的情节。而唯有娄山关，将一阙词，
镶嵌的那么饱满，浓烈。天际辽阔无边，
云海翻腾激荡。

那位肩扛伟略的人，目光汹涌，滔滔
掠过大地。远眺，昂首，巨手一挥，一片
江山就雄浑起来，天空也亮了起来。

漫漫征途，娄山关只是一个厚重的
起点；萧萧马鸣，盘旋而上的路途，却是
通往高处的天梯。

号角在前，红旗在望。高山，赤色被
熏染，成就了一次又一次辉煌。如歌如泣
的群山，树木列阵，花朵点燃了万里关山。

因为关山，火把也跳跃了。晚霞与
晨光，翻数着时光。在山口往下俯视，历
史在最险处，浓重地抒情了一笔——

洋洋洒洒，以一缕晨光为笔，将壮烈
示于人间，将豪情示于天地。

总有一些阳光，要穿透历史。也总
有一些风，还带着残阳，还原血色。

在高处，雁鸣阵阵，如潮汹涌。这时
光的色调里，我总能感觉出，当年的号
声，呐喊声，一点一滴，从天空上飘落下
来。那些斑斑的青铜的脸庞，微笑里携
带着曙光。

在娄山关，有个叫西风台的地方，秋
霜凝重，但远方苍翠，辽阔而清晰。

风依旧在吹，如号角，如乐章，荡漾
于天际。

大渡河

一条蜿蜒的河流，亘古不息；一条蜿
蜒的河流，波涛滚滚。

大渡河，渡过多少时空，渡过多少热
血的激流，渡过多少艰苦卓绝的众生，只
有浪花知道。

这河流，水质坚硬，在历史的天空
下，闪烁着。听，那冲锋的号角，那光芒
照耀的五角星，在真理的征途上，剥开重
重迷雾，走向明媚的远方。

河水汤汤，如战士的脚步，没有停
止。以永恒的力量，昭示大地——

一首沧浪的诗，就可以化艰难为坦
途；如椽的巨手，就可以描绘当年，金戈
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永恒的足迹

致敬祖国 祝福祖国

朝阳 李昊天 摄

五十六个民族
同声高唱

◎李兆军

晨曦微露的黎明
天边一抹嫣红
伫立在天安门广场
等待敲响神圣的时钟

五颗金星的磁力
迎来朝阳吐艳的笑容
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自豪
冉冉升腾在祖国的上空

双双注目的眼睛
掠过七十二年的风云
颗颗跳动的心
无不深深怀念……

猎猎飘动的国旗
展开新时代的壮丽美景
十四亿中华儿女昂首阔步
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雄壮 激荡
一如黄河长江
在我们心中流淌

五十六个民族同声高唱
昂扬的旋律
加固我们的信仰

高唱国歌
勇于拼搏的比赛场上
中华儿女扬起自豪的脸庞

高唱国歌
神舟十二遨游浩瀚宇宙

“蛟龙号”征服茫茫海洋

国歌犹如参天大树
扎根在母亲的土壤
穿透每个炎黄子孙的胸膛

国歌是钙是铁
为我们源源不断输送成长的营养
挺起信念的脊梁

哦 高唱国歌阔步前进
中华民族的步伐
任何力量也难以阻挡

金灿灿的镰刀
收割麦穗
沉甸甸的铁锤
锻打齿轮
五颗星星金光闪闪
照亮十月的第一个早晨
五颗金星 燃烧着希望与理想
五颗金星 凝结着自立与自尊
五颗金星 散发着智慧与生机
五颗金星 闪烁着团结与信

心……

幸福的笑容
洋溢在脸上

◎孙永斌

一缕缕阳光温暖着秀丽的城乡
一条条高速编织着通向未来

的梦想
一座座青山谱写着新时代的

乐章
真 理 与 信 念 闪 耀 着 青 春 的

光芒
英勇不屈的山丹花开遍山岗
祖国，我心中的笔墨斗志昂扬
奋斗者的足迹书写了岁月的

明亮

高山的热情让我魂牵梦绕
平原的爱恋总在歌声中飞扬
大河奔腾的洪流激荡着历史

的辉煌
祖国，我站在梦的起跑线上
和我的兄弟以及我的姐妹，

一起
向着远方，一路奔跑
铿锵有力的脚步把誓言踏响

七月的大地散发着醉人的芳香
神奇的草原，美丽的家乡
滚滚黄河，富饶与壮美
雄鹰展翅在高空中飞翔
祖国，我深情阅读你的高山

大川
100 个春秋，凝聚着中华儿女

的追求和梦想
各族人民幸福的笑容洋溢在

脸上

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
各族人民盛装把赞歌高唱
碧水环抱着跳动的月光
马头琴奏响华彩诗章
奋斗的故事传遍四方

此刻，向党旗敬礼
祖国，每一寸土地上
凝聚着世界的目光
群山在飞舞，河流在歌唱
歌唱你的富饶
歌唱你的荣光
歌唱你的繁荣和富强

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拥抱在一起

◎德格吉呼

“镰刀锤头”指引方向
一朵朵民族团结之花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心连心，肩并肩
同心同德，同甘共苦
在通往未来的路上，心手相连
在希望的热土上，一路花开
在新征程上，万马奔腾，迎风

前行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一朵朵民族团结之花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守初心，担使命
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在祖国北疆，尽情绽放
在城市乡村，常开不衰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征途上
劈波斩浪，砥砺前行

英雄辈出的祖国北疆
一朵朵民族团结之花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同呼吸，共命运

吃苦耐劳，一往无前
同住一间屋宇，同望一片蓝天
以我之心，换你之心
在绘就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新

蓝图上
凝心聚力，携手前行

稻花在绽放
◎刘群华

阳光如黄卷，农人像笔头
香墨倾泻了每一丘田

稻花挂粉流金，稻叶繁茂如
长幡

我假设是丹青，欲横跨黄卷上
的绝美修辞

描一幅青葱图画

记得许多农民，已居画中
他们头戴斗笠，脚挽裤管
在田中俯身慢慢雕琢
匍匐探索、沉迷
他们的思想飞扬
流畅如白练

一吨一吨的水墨在画
一吨一吨的春夏秋冬
一吨一吨的稻花在绽放
一吨一吨的稻谷在勾头

一幅画的落脚，选在平原还是
山峰

谷壑还是峡谷
踌躇满志的人
有一双慈善的手
让我久久无法忘怀

许多的青风，怎么走都在古巷
许多的梦想，怎么想都源于稻田

田 是 农 民 放 飞 思 想 的 起 始
之地

每一股炊烟，每一次鸟鸣
都记得他们的背影
如果有一首民歌吟唱，绝对胜

过一线潺潺的清泉
悄悄润泽人，及一丘的稻花

他在那些稻禾如锦的田里
执着地前行，执着地坚持
让禾抽穗，扬花，生浆，结谷

是他让一蔸青禾极具震撼地
站立

使农民拥有了希望
写意了一场沉甸甸的金灿灿

的丰收

一串稻穗就是一串语言
一次丰收就是一次诗咏
对着阳光，感慨四季的隽永
对着雨露，礼赞金黄的雅致

在这场浩瀚的丰收里
稻谷像丹霞，从一片云中跳下
然后晒干进仓
然后碾谷上桌

一把镰刀仗走天涯
在长江南北，在黄河流域
深出浅入的稻香
有了长者的慈祥
呈稻花一样，金粉四溅

致敬祖国
◎李广凤

不敢揭开伤疤，揭开了
心，就会流血

不用遍访英雄
这随处可见的答案，都刻在

历史的丰碑上

不用刻意赞颂
每一寸国土都是先辈们
用生命护卫的勋章

七十二年前，那国难当头的
岁月

冲锋陷阵，舍生忘死
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今天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
在建设祖国的征程上
无 论 是 科 研 、军 事 、航 天 等

各个领域
同样有一大批
具有开拓精神与无私奉献的

人

疫情肆虐，洪水泛滥
舍小家保大家，一个个勇敢

的转身
哪里情况紧急
哪里就会出现支援的队伍

今天，在金秋收获的季节
在新中国诞生的十月
我们发自内心的，为祖国的

崛起
唱响嘹亮的国歌

我 们 饮 水 思 源 ，我 们 举 国
同庆

祝福祖国伟大的母亲——
生日快乐，永远繁荣昌盛！

为祖国母亲鼓掌
◎陈小秋

秋天，我们接受十月肥硕的
馈赠

这份气势磅礴的母爱
一年一度如期，回报人间律

动

秋叶时刻在积蓄深情
秋风放飞的信使
漫过原野、树林、山岭……
共同向十月道贺
为祖国母亲鼓掌

触摸一片片秋叶
读它的清晨、风雨、阳光
读它的村庄、城市、大海、笑脸
山水腾跃诗画里
人民欢笑歌舞中

我们亲爱的祖国
听见了吧，大地如潮的回音
奔腾的河水卷起晶莹的浪花
茫茫草原回荡着深情的马头

琴声
中华儿女向祖国母亲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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