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暨阳
编辑：曾钦 美编：丁科娟 组版：赵倩 校对：褚奕君 星期六 2022年10月1日

国庆长假，回乡下老家看望父
母。父亲端坐在东屋的电视机前，津
津有味地观看历次国庆阅兵的精彩
回放。我搬过一张椅子，坐到父亲一
旁，陪他一起观看。

父亲是一名退伍老兵。每年国庆
长假，正是国庆阅兵节目集中播放的
时候，父亲必定雷打不动地收看，这已
成为他过国庆的一种特有的方式。
看着电视上气势如虹的阅兵式，父亲
观看国庆阅兵节目的那些往事，一下
子掠过心间，浮现在我的记忆屏上。

1984年，我读初中，当时电视机
还没有普及。国庆那天，父亲特意拉
上我，去他单位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35周年阅兵典礼。那是改革开
放后的第一次国庆阅兵，也是继
1959年国庆后，25年来第一次盛大
的国庆阅兵。分列式上，徒步方队迈
着整齐划一的步伐，经过天安门广
场，正步劈枪气势如虹，威武雄壮。
父亲看得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跟着
电视哼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

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
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
量……”

那天，父亲激动地告诉我，当年
正是收听了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10周年大阅兵的“现场直播”，
父亲毅然决定辞去大队食堂保管员
报名参军，成为1960年入伍的一名
解放军战士。那时年少的父亲已经
明白，解放军既是伟大祖国的保卫
者，也是伟大祖国的建设者，高高飘
扬的五星红旗，是多少华夏儿女用生
命捍卫和鲜血染红的。

1999年国庆，恰逢第一个国庆
黄金长假，我们年轻一辈选择了外出
旅游，本想陪父亲一同旅游，但父亲
哪也不想去，只想留在家中，一门心
思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
的世纪大阅兵。旅游归来，父亲又陪
我观看阅兵式的重播。当徒步第六
方队步兵方队进入中心受阅区，播音
员同步解说：“这支英雄部队曾在渡
江战役、解放上海、抗美援朝和去年
的封堵九江决口的战斗中立下过赫

赫战功。著名的‘济南第一团’就出
自这支部队。”父亲动情地告诉我：

“二十七军！二十七军！这是我当兵
的二十七军。”

看完阅兵式，父亲迫不及待地给
我们讲二十七军的故事。二十七军
是解放军十大王牌军之一，素有“猛
虎第一军”之称，打过无数的硬仗、恶
仗。解放战争中，二十七军是第一个
登上济南城头、第一个踏上江南土地
的部队。抗美援朝中，二十七军浴血
奋战，全歼美军第七师三十一团，即
赫赫有名的北极熊团，缴获该团团
旗，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唯一
全歼美陆军一个完整团建制的部队，
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父亲沉浸
在二十七军辉煌战绩的兴奋之中，尽
管未能亲历那些载入史册的战斗，但
仍以能在二十七军这支光荣部队中
当过兵、扛起枪为荣。

2019年国庆，我早早地去乡下
接父亲来家，在乔迁不久的联排别墅
里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阅兵。高大上的挑空客厅，超大屏的

液晶彩电，高档次的红木沙发，无声
地叙说着翻天覆地的生活变化。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
血染红了它！”大屏幕上，随着《钢铁
洪流进行曲》响起，气势磅礴的战旗
方队呼啸而来，一百面昭示着先辈血
洒战场捍卫荣光的战旗迎风飘扬。
父亲“嗖”的一声站立起来，挺直腰
板，毕恭毕敬地向战旗敬军礼。

看着电视上英姿飒爽的徒步方
阵、国之利器的装备方队、鹰击长空
的空中梯队，威风凛凛地经过中心受
阅区，父亲难抑激动之情，兴奋地说
道：“我们国家强大了，今非昔比，再
也不是‘小米加步枪’对飞机大炮，手
榴弹对原子弹的时代了。”

厉害了我的国！从纵横陆地到
翱翔苍穹，从“小米加步枪”到“两弹
一星”，70多年风雨兼程，新中国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庆阅兵
式上，一件件威慑敌胆的镇国神器，
一个个铿锵有力的坚强步伐，让我们
每一个中国人豪气满怀，激情飞扬，
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倍增!

每到国庆节，父亲总会从小红
木箱子里拿出他精心收藏的那面已
经退色的国旗，然后在院子里高高
升起。慈祥的父亲，穿着旧军装，
面向国旗敬礼，足足有几分钟。我
和几个小伙伴就围着窗户，伸着小
脑袋，看父亲向国旗敬礼。“长大
了，我也要像爸爸那样，穿着军装
向国旗敬礼！”我骄傲地向小伙伴们
宣布。“我也要有一面国旗！”“我也
要向国旗敬礼！”大伙齐声嚷嚷。阳
光刚好透过国旗，照进家里，屋子
里的每一样物件，以及我们的脸上
都充满了亮堂堂的红色。

大一点的时候，我们也想学父
亲向这面国旗敬礼。一次趁父亲外
出开会，我就带着几个小伙伴偷偷
地把这面红旗从箱子里取出来。在
场的小伙伴争抢着用手摸红旗上的
五角星，一不小心把国旗撕拉了一
条缝。小伙伴们一看闯了祸，一哄
而散。父亲正好回来，看到我手捧
撕坏了的国旗，当下就变了脸色，
狠狠地把我臭骂了一顿，还第一次
动手打了我。那天我和父亲都没有
吃饭，我一直在哭，而父亲找来一
块红布条，母亲精工缝制，花了小
半天时间才把撕坏的地方缝好。父
亲没有把这面国旗立即收起来，而
是把她挂在了山墙上。然后父亲抚
摸着国旗，流着泪对我说：“孩子，
这面国旗是我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
的，现在就给你讲讲这面国旗的故
事。

那是在抗美援朝时期，父亲所
在连参加107高地战役之后，接到
上级命令：支援友军担任无名高地
的正面防御任务。当天夜里，父亲
和战友们就冒着大雨往无名高地
赶。行军途中营部通信员小赵，跑
步来到父亲的面前：“报告三连副，
营部通信员小赵向你报到，我现在
是三连战斗员，请副连长把我分到
突击班。”父亲想了一下，对小赵
说：“一班正好缺个班长，你去当班
长。”“是！”然后小赵背着挎包飞快
地跑到队伍前面。就这样全连战士
在雨中大步向目的地赶。

突然，几架敌机飞临上空，打
了一颗照明弹，随后就疯狂地扫射
和投扔炸弹，连里有五六个战士负
伤了。这时，父亲听到前面松林里
有混乱的喊叫声，随即带着卫生员
冲到前面松林，朝前一望，父亲大
吃一惊。原来小赵正举着军衣朝一
处山沟奔跑，引诱敌机离开了行军
队伍。几架敌机像秃鹫一样,紧追小
赵。侦察机在空中不停地打照明
弹，小赵边跑边向敌机挥舞着军
衣，恼羞成怒的敌人投下的炸弹在
他周围爆炸。突然，小赵被敌机扔
下的一颗炸弹炸伤了。

父亲急忙带领卫生员绕开敌机
的轰炸，以一个个弹坑作掩护，匍
匐前进，用了好长时间才到小赵受
伤的山谷，敌机还在附近狂轰滥
炸。父亲冲出弹坑，快速将小赵抱
到一棵大树下，卫生员赶紧给他包

扎伤口。可惜由于小赵身上多处中
弹，流血太多，已无法抢救了。父
亲把他抱在怀里，不断地安慰他。
小赵把贴在胸囗已经染红鲜血的挎
包艰难打开，拿出染上鲜血的国旗
递给父亲，断断续续地说：“陆连
副，这面国旗是我参军前同学们亲
手做的，等打败侵略者，你一定要
……替我插……”说完就咽气了。
从此，这面国旗便成了父亲随身必
带的“宝贝”。每次战斗打响之前，
父亲就组织全连战士在阵地上列
队，让大家轮流摸一下这面国旗。
战友们说，手摸国旗，感觉这是在
保家卫国，就有力量。父亲抚摸着
挂在墙上的国旗说，等他老了，要
带走这面国旗，还给一班长小赵。

记忆中，父亲不管工作如何调
动，唯一宝贵的就是这面国旗。每
年国庆节他都会从小红木箱子里拿
出来，在院子里举行升国旗仪式。
2017年2月，91岁的父亲患重病住
在上海医院，弥留之际，他拉着我
的手断断续续地说着：“国……旗
……”我赶紧从包里拿出那面国旗
递给父亲，父亲用他那双青筋毕露
的手抚着国旗上的五角星，嘴唇嚅
动着吃力地唱起了：“……起来，我
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歌声虽
然微弱却字句铿锵，令在场的老战
友及医护人员无不为之感动。

父亲去了，我会永远记着这面
国旗的故事。

十月，从璀璨的秋阳里走来
走进硕果飘香的人间
翱翔的鹰越过山川 河流 田野
抵达风光旖旎的秦岭之巅
十月的大地如诗如画
我俯身拾起一枚斑斓的秋叶
落叶之旅绽放绚烂的生命之美
稻穗与秋果闪烁耀眼的金色
丰收的喜悦溢满农人的脸庞
夜色阑珊，城市用深邃的语言
诠释十月的温馨与浪漫
港湾的货轮停泊在乡愁里
期待秋晨的第一缕霞光
大雁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飞翔
十月，共和国的生日
我和我的祖国
沉醉于新时代的激昂旋律
追逐梦想的伟大远航
在金风送爽的季节又一次开启
锚定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的航向
以热血与忠诚
书写华夏十月金灿灿的诗行

又到一年国庆日，大江南北硕
果累累，长城内外欢声笑语；十里长
安花团锦簇，天安门前姹紫嫣红。
长眠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志愿军烈士
遗骨，也在70年后魂归故里——可
以告慰英雄的是，祖国江山，千里万
里，山河无恙，岁月静好。

一直记得《长津湖》电影中的一
个镜头，开赴鸭绿江的列车，车厢拉
开，落日余晖下，巍峨的长城连绵逶
迤，祖国的江山壮美绚烂。

这也是伍千里、伍万里要保卫
的家国——千里万里，都值得我们
用生命去捍卫。

电影开始，吴京扮演的伍千里，
捧着兄长伍佰里的骨灰回来，那代
表的是解放战争的结束，那时他只
是想要有个家，希望家里能有一亩
几分地，能有自己修建的房子，能够
实现一个水上人家对“家”的渴望。

起房子，就是建设一个家。为
什么《长津湖》开头要反复表现一个

“家”字？在经历了战乱，付出了牺
牲的战士心中，享受和平，建设家
园，一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和平生
活，静好岁月。

但家和国从来都不是分离的，
家是小小国，国是千万家。保家卫
国，是无数像伍千里这样的战士的
使命和责任，刻进他们的骨，融进他
们的血。

所以，军号一响，就有了休假回
乡的战士紧急归队，放下武器的双
手重新拿起枪杆：“保和平，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他们坐上了开赴前线的列车，

当车厢打开，他们见到了巍峨的长
城，见到了江山如此多娇，也见到了
他们“保家卫国”的真正意义——因
为长城，从来都是抵御外侮、护卫家
园的象征。

之后，抗美援朝的战争大幕逐
一拉开：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
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
岭。战争十分惨烈,陌生的异国战
场，极寒的严酷环境，敌我装备的悬
殊，后勤物资的缺乏以及敌人的嚣
张进攻……每一次都是命悬一线，
每一次都是生死相搏。然而，面对
这样的逆境，我志愿军的气势、智
慧、行动力丝毫不减！这是一场保
家卫国的正义之战，这是一场志愿
军战士的意志之战；这是一支让对
手都敬畏的军队，这是一支永远无
法战胜的军队。

伍千里、伍万里，他们名字的含
义不只代表着他们身后的锦绣河
山、大好家园，还蕴含着中华儿女前
仆后继、血脉相连的精神，他们用鲜
血和生命筑就的万里长城，是祖国
和人民的坚强防线。

在举国欢庆的日子，在英雄回
家的时刻，我们一定要记得，所有的
岁月静好，都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
重前行！

和平的世界千里万里，祖国的
江山千里万里，都是英雄的丰碑。

昊天广土，可映见盘古

那巍峨的身影

华夏民族的子孙呵

你们的身上，流着

祖先源远流长的血

脊梁为山，眼变日月

毛发成林，液化江河

五千年的文明史，连着

一种泽被寰宇的生命图腾

七十多年前的雄伟声音

光焰万丈将大地穿越

地火丛生，雷电翻滚

焦涸的湖泽迸涌甘泉

枯萎的老树萌发嫩芽

巨大的缝隙，顺着女娲手中的

树枝，跳出长出无数的新生

以天为干，以地为支

经历无数雨雪风霜，所有

落地为根的种子熟了

他们尽力延展强劲的臂膀

将整个世界铺满无垠的绿色

我是一棵树，树根

对着黄河泰山，树枝

对着长江长城，我的树叶

挨着一簇簇同样蓊郁的叶脉

长成一片最壮观的森林

黄土黄，黄色煌

漠漠黄土，沃野千里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古老的东方，沿着岁月的轨迹

唱响多少世纪的黄色史诗——

黄皮肤，黄土地，黄水谣

炎黄子孙

黄色是我们精神血脉的颜色

黄色是我们灿烂文明的骄傲

黄色是中华民族巨龙飞腾的印记

黄色是泱泱大国雄居的象征

我们爱这饱满厚重的黄色

却又饱含多少无奈辛酸

历史无法忘记，黄河在头顶泛滥

黄土高原在风沙肆虐

我们为之自豪的大地肤色

被贴上了东亚病夫的耻辱记忆

是嘹亮的号角划破了沉寂

是雄大的篇章掀翻了枷锁

当璀璨的文明走过又一轮华章

整个民族，已屹立新时代的潮头

那被岁月遮蔽了太多烟尘的黄色呵

苏醒，涅槃，再生

国旗，国徽，镌刻进它的内核

国歌，国门，相融入它的精神

还有无数颗搏动的赤子之心

组成一道钢铁长城

展开一幅五千年的斑斓长卷

迎着盛日，交织一片金色辉煌

金秋十月，爪果飘香，丰收在望。
庆祖国华诞，七十三载，踏歌起

舞，豪迈奔放。
塞北江南，万民共贺，龙腾虎跃

喜气昂。

同欢畅，举杯千百盏，情暖心房。

往昔几度沧桑，遭强掠夺国卧虎
狼。

百年雄狮醒，怒吞敌寇，狂澜力

挽，屹立东方。
喜看今朝，国强民富，经济腾飞

耀穹苍。
祥云绕，祝母亲顺遂，永铸辉煌!

我爱你
中国
□张 瑾

父亲喜欢看阅兵
□许国华

父亲的国旗
囗陆金美

祖国江山千里万里
□孙雁群

沁园春·国庆抒怀
□翠 亦

十月畅想
□俞慧军

天地·树人（外一首）
□张凌云

我爱你，中国 张成林 摄

日
出
东
方
苗
青

摄

丰收时节，
华夏大地尽欢畅。
十月一日，
十四亿人声声祝福：
我爱你，我的中国！

有力的臂膀，
让人民站起来更铿锵。
全面小康社会不是梦，
富起来、强起来早已高光！
每年十月一日天安门的沸腾，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大写着东方巨龙的发展神话。

初心使命弹奏的旋律，
悠扬、绵长、动人心弦。
奋斗自强许下的追梦心语，
拔节向上，富有力量。
愿做乡村振兴的新农人，
愿做浩瀚太空的“中国星”，
愿做文明向上的“朵朵云”，
……
我爱你，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