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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5日，由北厍办事处关工委、北厍中小学关工委联合组
织的一支由退休教师组成的“网吧义务监督员”队伍，逐一走进该
地区六家网吧开展巡查活动。每到一处，监督员们就对经营者开展
有关禁止中小学生进入网吧的政策法规宣传，并与经营者签订相关
责任书。 （特约通讯员潘荣华）

● 10月7日，由桃源镇人民政府主办、桃源镇文体站承办、桃
源戏剧家协会协办的“水乡森林大舞台”走进该镇敬老院，陪伴全
体老人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表演者们纷纷亮出了经典唱段以及看
家绝活，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老人们则个个喜笑颜开。

（特约通讯员戴惠林）

● 10月7日上午，来自平望、盛泽、震泽、黎里、苏州市相城
区，以及区残联、梅堰老年大学的7支老年门球队的80多位门球爱
好者齐聚平望镇日间照料中心，参加“2019年平望镇庆重阳暨第六
届莺湖杯门球邀请赛”。最终，平望镇门球队荣获比赛第一名。

（特约通讯员黄酉林）

● 重阳佳节聚一堂，老少共话祖国好，继承先烈革命志，中国
未来更辉煌。10月7日，芦墟实验小学80多名退休教师与学校党
员、少先队员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特约通讯员张俊）

● 近日，同里镇老年大学、社区教育中心隆重举办2019第五
届老年文化艺术节文艺汇演暨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参加本次教学成
果展演的包括戏曲、舞蹈、太极等共8个教学班近160名学员，充
分展示了老年学员们的夕阳风采，分享了他们的快乐和幸福。

（特约通讯员陆辰观）

近日，汾湖芦墟老年大学、老年体协、芦墟实验小学的老
少代表们来到汾湖悦心公寓，开展迎重阳敬老爱老慰问演出，
给70多名入住长者送去节日的祝福。 （特约通讯员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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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铜罗小学隆重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座谈会暨
“老少同乐，共庆重阳”活动。 （潘连根文 特约通讯员戴惠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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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作为空军方阵中
的一员，我参加了国庆大阅兵。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英姿勃发
地走过万人瞩目的天安门广场，
向新中国的50周年华诞，献上
了一份厚礼。20年后，当共和
国70周年华诞之际，记忆中的
往事又浮现在脑海里。

那时是3月初吧，济空政治
处的领导下基层物色人选。一向

追求进步、多次获得师部训练标
兵荣誉称号的我，经过政治审查、
文化测试、军事考核等环节的筛
选，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被选中
代表济空前往北京进行为期六个
多月的集训，以备参加10月1
日举行的50周年国庆大阅兵。

在阅兵村里，一切都是崭新
的。阅兵指挥部对我们制定了完
善而又严格的训练计划，齐步

走、稍息、立正、敬礼……一切
都是从头开始。在挥汗如雨的夏
日，有时，为了纠正一个不规范
的小动作，就得做上几十遍甚至
上百遍，还要绑沙袋在手脚上。
站军姿长达五六个小时，也是常
有的事。天黑鸣哨收操的时候，
许多人的腿脚都肿起来了。苦累
难以言表，可以说是残酷的训
练，但大家没有一声抱怨，苦累
之中彰显出充实和快乐。

等到6个多月集训生活结束
的时候，心里竟充满了无比的感
伤与留恋，发现在阅兵村里度过

的180多个日日夜夜，竟是那样
的充实和美好。忽然之间，感觉
自己似乎一下子成长了许多，也
收获了许多。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最后，当我们以整齐划一、铿锵
有力、雄壮优美的方阵，走过天
安门广场时，现场观众掌声如潮
般响起，一阵赛过一阵。伴随着
那嘹亮的军乐声，我的内心激情
澎湃。那一刻，我体会到了责任
和荣耀，神圣与庄严！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棒极了！由于我们的
出色表现，在归返部队之前，组

织上给我们每个人记了三等功一
次。到达连队之后，我把此佳音第
一时间告诉给了家人。在电话里，
年迈的父亲听此消息，竟高兴得说
不出话来。这是年轻时的我，所
做的一件让父亲最引以为荣的事
情。

匆匆岁月，岁月匆匆，一晃20
年过去了。每每忆起那一年参加国
庆大阅兵时的情景，我的内心便会
涌出甜蜜与幸福。又是一个国庆华
诞，亲爱的祖国，请允许我再向
您敬一个军礼，祝福您更加繁荣昌
盛！

我参加了50周年国庆大阅兵
梁永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10月
1日前后，首都北京到处都人山人海。
除了在家收看激动人心的阅兵仪式和国
庆晚会，也有部分吴江老人按捺不住内
心的期待之情，在国庆期间前往北京，
亲身体验祖国首都的节日氛围，感受国
家的日益繁荣。

跟团旅游掉了队
只为拍下阅兵飞机

陆丽芬和丈夫计幼明都是吴江老年
摄影协会的会员。上月中旬，夫妻两人
与摄影协会的另外两名摄友一道，在国
庆前报了去北京的旅行团。

9月19日，一行人跟着旅行团进
入北京市区。9月22日上午，导游带
着一行人前往天坛景区游玩。

陆丽芬说，那是她最难忘、最兴奋
的一个上午，因为她在天坛拍到了解放
军飞机彩排的照片，但也因拍这些照
片，她和丈夫还有另一名摄友顾华林掉
队了。

“我们是早上8点多到的天坛，转
了一圈已经中午11点多了。正在导游
让大家整队准备离开天坛时，老顾跟我
说，他跟天坛景区的保安打听到，11
点20分左右会有国庆阅兵的飞机从天
坛前飞过。当时我整个人定住了，想着
无论如何也要在天坛拍下这激动人心的
照片。”陆丽芬说，三人下定决心后，
就找了一个相对开阔的地方，支起三脚
架，给相机换上长焦镜头，等待着这一

时刻到来。
上午11点20分，导游已经给陆丽

芬等三人打了好几个电话，催他们上
车，但三人始终全神贯注地盯着相机，
没有接到电话。因为行程安排，导游让
司机把大巴车开回了酒店。

过了5分钟，飞机真的来了。当直
升机、战斗机从天坛上空飞过，编成队
列的战斗机在天空中留下了七彩痕迹。
陆丽芬连忙摁下快门，将这一画面定
格。

陆丽芬说，拍照间隙，她瞥了一眼
周围的游客，所有人都抬起头，看着飞
机飞过。

拍完照，收拾好器材，已经接近
11点 45分了，三人赶紧打了辆出租
车，回酒店跟旅行团汇合。

“虽然掉了一次队，但是能拍到这
么珍贵的照片，掉几次队我觉得都
值。”陆丽芬说。

搭上封闭前末班车
目睹两抹“中国红”

此行另一名成员顾华林告诉记者，
这次北京之行，他们很幸运，9月22
日下午，他们搭上了天安门广场封闭前
的末班车。因为国庆阅兵，广场需要封
闭一个礼拜左右。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而
对顾华林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人民英
雄纪念碑与天安门广场之间的两条巨型
中国红“飘带”。

“‘飘带’很高，最高的地方大概有
5层楼那么高，从这头走到那头需要三四
分钟，‘飘带’周围花团锦簇，每条‘飘
带’上各有三块LED显示屏，屏幕显示
设备正在调试中，我还拿相机拍了照片
呢。”顾华林说。

导游告诉顾华林，两条“飘带”从高
空俯瞰就像两只大手，拥抱着前来参观的
游客。这两条“飘带”也是科技、艺术与
中华民族爱国情怀的融合。作家魏巍写过
著名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描写
的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飘带”的
造型，也是伟大革命精神和初心使命的象
征，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国庆期
间，两条“飘带”上的六块LED显示屏
播放国庆相关视频。

顾华林说，站在气势恢宏的“飘带”
前，他激动又骄傲，“我们的祖国真的越
来越好了”！

圆了多年梦想
来到天安门广场

家住松陵街道鲈乡二村的王阿姨与新
中国同龄，从没去过北京。今年国庆去一
次天安门广场是她内心最大的愿望。

暑假刚结束，王阿姨就缠着女儿规划
行程，而天安门广场10月2日起才对外
开放，于是，女儿定了国庆当天中午的火
车票。10月1日傍晚5点，王阿姨和女
儿、孙女来到了北京，三人住在光复门附
近的一家酒店里。

第二天白天，北京的气温挺高，快

30℃了，王阿姨决定在晚饭后去天安门
广场。“国庆期间，靠近天安门的地铁站
都封闭了，要去天安门只能靠脚走。”王
阿姨说，傍晚5点半从酒店出来向东望，
人群像一条长龙，一眼望不到头。随后，
她、女儿、孙女也加入了人潮，向着天安
门广场进发。

“进了队伍，眼前就只有一条前进
的路了。前后左右都是人，大家拿着小
国旗，情绪都很激动，但没有人推搡，
感觉就像有一股力量在推着你往前
走。”王阿姨说，经过新华门时，她还
看到一对年轻夫妻带着双胞胎儿子，给
路人发免费的小国旗，自己也要了一
面。

王阿姨说，感受到国庆热烈的氛围，
她有种恍惚的感觉，走了多少路，过了多
少时间已经不重要了。穿过新华门，绕过
国家大剧院后，她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
场。

“走了一个多小时，很兴奋，一点不
累。自己到现场跟在家看电视是完全不一
样的，天安门广场真的宽广雄伟。”王阿
姨说，天完全黑了后，广场上的灯亮了，
广场上的景物在灯光下呈现出另一番景
象，祖孙三人把广场逛了个遍，在标志性
的大花篮前合了影，直到晚上9点才随着
人群离开。

三人在北京住了4天，10月 5日回
到了吴江。谈起这次北京之旅，王阿姨
的眼中一直闪着光：“要是80岁了身体
还不错，我一定要再去一次北京，相信
十年后的国庆会比现在还要盛大、壮
观！”

拍到了阅兵的飞机、看到了巨型红“飘带”、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

三名江城老人首都体验国庆氛围
融媒记者 沈卓琪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黄酉
林）岁岁重阳，今又重阳。10月7
日下午，位于梅堰社区荻塘南岸
的平望镇颐养院内人声鼎沸，热
闹非凡。来自平望老年大学戏曲
班的老年学员和当地13家餐饮
企业的负责人，来到平望颐养
院，为老人们送去节日温暖。

演出在颐养院的活动大厅内
举行。沪剧《陆雅臣卖娘子》《雷
雨·扯支票》、越剧《孔雀东南飞》、
锡剧《珍珠塔》……熟悉的唱腔、
熟悉的人物、熟悉的表演，激起老
人们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晚餐则由平望镇13家餐饮
企业的负责人精心准备。有姚北
冬面菜馆的葱油鸡、自力饭店的
鱼丸、莺湖缘精品家常菜的酸菜
鱼、天元酱鸭的酱鹅、爱慕餐厅
的桂花鸡头米、盛丰园饭店的糖
年糕、新世纪国际酒店的香芋煲、
新金马大酒店的蛋白虾仁、盛鼎
园的糖醋排骨、青岛大酒店的特
色山东大包子、徐氏面馆的爆鱼、
步步高饭店的鸡汁萝卜等。这些
菜肴易嚼又有营养，是一桌专为
老人们准备的爱心晚餐。夜幕降
临，整个颐养院内弥漫着喜悦。

爱在重阳暖意多

平望爱心餐饮为老人设宴

顾华林拍摄的红顾华林拍摄的红““飘带飘带”。”。

陆丽芬拍摄的飞机的照片陆丽芬拍摄的飞机的照片。。王阿姨在天安门广场前留念王阿姨在天安门广场前留念。。

本报讯（融媒记者易彧）
近日，七都小学开展“九九重
阳——把茶话‘家’‘国’”活动，
校领导、60多名退休教师和少
先队大队委员们欢聚一堂，共
庆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

大队委员们为老教师送上
了亲手做的贺卡，戴上了鲜艳
的红领巾，与他们一起重温了
神圣的入队仪式（如图）。学
校领导则为他们递上了清香四
溢的菊花茶，以及重阳糕。

一番品鉴之后，老教师们

说起现状，聊起往昔，感慨万
千。老教师姚阿江、老党员徐
连才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新中国
成立70年来教育上翻天覆地
的变化，表达了对祖国母亲培
养的感恩之情；老教师孙建华
则从科技发明的角度，为学校
的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老党
员、老校长周金林就学校关心
下一代工作的具体实施，以及
退休后如何继续为学校贡献自
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谈了自己的
看法。

话今朝 忆往昔

七都小学茶话“家”“国”

本报讯（融媒记者李裕强）近日，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苏州市吴江
区木兰拳协会20周年庆典在思贤实验小学
举行，区木兰拳协会各分会成员为现场观
众展示了中华传统木兰拳的魅力。

活动在一曲独唱《我的祖国》中正式
开始。活动中，木兰拳表演形式多样、精
彩纷呈。区木兰拳协会江陵辅导站的木兰
拳扇组合《我和我的祖国》、区木兰拳协会
盛泽分会的木兰韵舞《祝福祖国》、区木兰
拳协会七都分会木兰长绸扇《同一首歌》、
区木兰拳协会木兰拳24式《春江花月夜》
等17个节目，将各式各样的木兰拳特色演
绎得淋漓尽致（如图）。庆典现场，苏州市
木兰拳协会和常熟市木兰拳协会成员也带
来了精彩的演出。

区木兰拳协会迎来20周岁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