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声飞满十月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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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色日渐丰满的季节

十月的呼吸馥郁而清冽

与祖国深邃的目光相接

我以至高的虔敬拥抱

生命壮阔峥嵘的十月

十月是浸着苦水长大的孩子

祖国如凤凰在烈火中涅磐

最初的记忆叠嶂重峦迎接朝阳

镰刀、锤子在谷穗丛中闪烁光芒

用赤诚点燃的那颗火种

闪耀在额前

那支穿草鞋的队伍逶迤地走来

霜风马灯壮怀激烈

在那个叫做遵义的地方

转过一个弯

朝着更远的地方走去

万水千山

草鞋和雪山凝固成

一个民族的不屈与卓绝

生命和鲜血浇铸成

挺拔的脊梁苍翠的松柏

擎托起昂然而立的中国

擎托起金色瑰丽的十月

十月是一个幸福的新嫁娘

明眸缀满梦幻的露珠

依偎在母亲肩头

哼着美丽的歌谣

露出甜甜的笑靥

轻舞飞扬一袭广袖

把最灿烂的阳光

洒向祖国每一片土地

饱满的谷穗与锦簇的花团

凝聚最醇厚的芬芳

捧起五十六颗璀璨的星斗

围绕一轮朗朗的圆月

马头琴冬不拉弹奏的旋律

含着优美的词汇

以诗人的名义纵情放歌

歌唱温暖四溢的祖国

歌唱情深似海的十月

一个又一个十月

那群灰色的绑腿一刻也不曾停歇

踏过一次又一次高寒和泥泞

冲开凝结的阴霾锈涩的空气

高声唱起春天的故事

让千帆竞发和明媚的阳光一起腾跃

让年轻的梦在中国的天空

大片大片地蓬勃生长

为强劲的远航注入跳动不息的血液

把纤瘦的骨骼锻硬加阔

浩瀚十四亿森林的葱绿

40多年改革开放沧海桑田

抒写下史册上最辉煌的一页

十月是一首沉雄而磅礴的进行曲

在历史的云海和时代的浪涛上跳跃

十月是一架绚丽而悠长的彩虹桥

让沸腾的今天与辉煌的明天相对接

敲响铿锵激越五千年的大吕黄钟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之路上昂首阔步

祖国微笑着站在天安门城楼将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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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情思
吕家锐

十月

是谁在岁月里为你梳妆

是谁在巨浪中为你领航

是谁让你在风雨中越发俏丽

是谁给了你醉美迷人的形象

十月

是春天播撒的神圣希望

是涔涔汗水浇灌的金黄

是毅力与坚持装点的大地

是智慧和勇气镶嵌的故乡

十月

是中国命运的锁定音符

是民族复兴不变的方向

是华夏福音关键节点的枢纽

是九州盛景丰厚底色的屏障

十月

是数百次风云雨后的彩虹

是趟过千重激浪后的安详

是坚定执着初心从不曾困惑

是胜利的欢歌笑语尽情飞翔

十月

是九曲拼搏奔流的七彩浪花

是华夏复兴梦让你不再洪荒

是大鹰不计风险的展翅翱翔

是致力民族解放的万千忠良

十月

是汉白玉金水桥上的华表

是北平更名后首都的模样

是领袖那一声震撼庄严的宣告

是人民纪念碑上英雄姿态流芳

十月

是金黄尽染的丰硕季节

是巧手精心绘制的盛装

是志士奋斗求索的最终目标

是仁人让五星红旗昂首飘扬

十月

是母亲河有了韵脚的一首长诗

是五岳独尊挺起了骄傲的胸膛

是五千年文明嬗变的辉煌光环

是九万里山河改换容颜的亲娘

江河

国庆礼赞

五星红旗每天

在天安门广场升起

和平鸽飞向四面八方

不是圣地，也非天堂

这里却有世界最美丽的风光

从乌苏里江到海南岛

从云贵高原到黄土高坡

处处诉说着幸福像花儿一样

不是演出，不是剧场

不似好莱坞的电影时光

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人们

总有说不完的美好过往

不是塞纳河畔，不是尼罗河塘

长江黄河一路奔腾咆哮

诉说着华夏文明历史悠长

我是中国，我是炎黄

我是960万平方公里的

简约厅堂

从青藏高原到泰山之巅

从渤海之滨到雅鲁藏布江

我们用汗水浇灌肥沃的土壤

我是丰碑，我是城墙

我是天地之间的一滴泪光

从齐鲁大地到津沽风光

从孔孟之道到红学大家

我们用文化诉说爱国衷肠

我是天眼，我是嫦娥

我是拟人的名字

我是历史的回响

从国之重器到航天工程

从贵州黔南到蜀地西昌

我们用科技锻造伟大梦想

我是天津人，我是山东腔

我是14亿人中

普普通通的一个

不论来自哪里，不论去向何方

不论吃的是馒头还是大米

无论喝的是豆浆还是酸辣汤

心安全停放的地方叫中国时光

中国时光
李霞

属于秋天

大地的封面

每一双手摊开

都是流动的风景

纯正的色彩

装点永远年轻的梦幻

从小小的丝网船

到东方巨轮

从清凌凌的湖水到湛蓝的大海

血浓于水

惊涛骇浪中

拉响的汽笛

一成不变

从火光中锻打

拳头张弛有度

风雨飘摇的夜晚

信念从来不曾熄灭

青丝到白发

始终捧起

燃烧的心田

群鸽飞过

衔来彩虹

手臂的森林

擎起

无垠的蓝天

从人浪里漂洗

在欢呼中跳跃

旌旗舞动金色年华

灿烂星空

中国红

飘过巍峨高山

擦亮

我们自豪的家园

冉咏梅

（外一首）

中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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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喝彩是飞溅的钢花

每一个翻飞的身影

都是我千锤百炼的诗篇

我的喝彩是山涧的清流

浪花灿烂

映出我的笑脸

我的喝彩是怒放的菊花

每一缕芬芳

默默浸润心田

我的喝彩是操练的步伐

每一声呐喊

都是我的忠贞誓言

我的喝彩在演出的舞台

每一个音符每一步舞动

心潮澎湃

十月我为母亲喝彩

承载幸福和感恩

永远向前

喝彩

丹桂飘香，金秋送爽，我们

迎来新中国72华诞。新中国成

立以来，是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

最璀璨的一段时光。因为有了

国家强盛，才有了今天的繁荣和

人民安定幸福的生活。伴随着

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津南紧紧

抓住每一个发展机遇，成为了如

今的绿色生态宜居之地。

走在十月的秋光里，我们才

能真的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

本期特推出国庆专版，在文字中

歌唱，在诗行中，感受人们对祖

国的热爱之情。

编者按

今年国庆节，又要在海上度过了。
按照咱们中国航海的惯例，国庆节这样
隆重的节日，不仅要举行升国旗仪式，
而且还要挂满旗的。

挂满旗是有讲究的，只有在重大节
日和重要人物来访的时候，才会隆重举
行。不仅要悬挂所有的国际信号旗，还
要按照两方一尖的原则，间隔排列。即
两面方形旗和一面尖旗为一组，依次顺
序连接。国际信号旗，是国际通用专供
海上舰船之间，或者与岸基之间，相互
通信联络使用的信号旗。

记忆尤为深刻的一次国庆节，是在
丹麦的第二大城市奥胡斯港度过的。
1999年，在国庆节的前一天，我们靠泊
在丹麦名城奥胡斯港。

十月一日凌晨四点至早晨八点值
班的我，在彩霞满天，晨露未晞之时，伴
随着秋风中冉冉的东升旭日，升起了鲜
艳的五星红旗。

看着晨风中猎猎招展的五星红旗，
我想起了那些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付出了
鲜血和生命的革命先辈们。是他们舍
生忘死，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
前，缔造了我们如今繁荣富强的新中
国。想到那些烽火岁月里牺牲的烈士，
我情不自禁地深深地亲吻了国旗的一
角。

这时耳畔传来一声响亮的呼哨声，
我寻声音去瞧。见一艘美国船上，两个
女兵拿着白色的军帽，向我微笑着招
手。我友好地挥手致意，做了一个OK
的手势。

金发女兵指了指我身后的国旗，做
了一个刚才我亲吻国旗的动作。然后，
手拢在嘴边，清脆悦耳的美语声音随之
喊过来：“为什么？”
“今天是我们国家五十周年的国庆

节。”我用英语大声回答。
显然两个人都听清楚了，也听明白

了。“祝福你们国家，祝福你。”两个人同
时大声喊起来。

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只见两个人
带上军帽，立正挺直身体，向着我们迎
风招展的鲜艳五星红旗，敬了一个非常
标准的美国军礼。

我有些吃惊地看着她们。向我们国
家的国旗敬军礼，而且是如此的庄重。
“谢谢你们！”我有些激动地用英语

喊出。
“我爱你们中国，也爱中国的文化，

更爱中国的人民。”
“我去过中国，中国很美丽，有伟大

的长城、故宫、兵马俑，还有好吃的烤
鸭、饺子、狗不理包子。”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喊着。
更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巡视船头缆

绳的时候。抬头看到那个金发飘飘的
女兵，正从航空母舰船尾跑了出来，一
只手里拢着一团花束，花束装在一个黄
铜大弹壳里，一只手拿着军帽向我招
手，示意我下到码头来。

我走下舷梯，金发飘飘的女兵站在
那里，漂亮的脸上除了阳光般灿烂的笑
容，还有晶莹的汗珠。
“你好，我叫安妮-肯尼迪。”她向我

伸出了手，脸上依旧保持着迷人的笑容。
“你好！”我也是一脸的微笑，向她

伸出了手。
“今天是你们国家的国庆日，同时

也是我的生日。”安妮-肯尼迪把手中
那束美丽的鲜花，捧着递到我面前：
“这是舰长送给我的生日鲜花，我要送
给你，也送给你们国家的国庆日。在
这里我要祝福你们国家幸福，也祝福
你永远快乐！”

安妮递过来鲜花以后，竟然给了我
一个紧紧的拥抱。我楞楞地站在那，竟
连向我说出道别之语后，安妮是如何转
身走的都不知道。当我缓过神来的时
候，安妮已经走出很远了。
“谢谢你，安妮。你是我见过最美丽

的美国女孩。”憋了半天，我使劲喊道。
安妮转身过来，明眸皓齿间嫣然一

笑，那么美丽，那么动人。安妮一边倒
退着走，一边双手依旧围出一个漂亮的
心，慢慢举到唇边，非常用力地亲吻了
一下，双手捧着，俏皮地鼓起唇角，轻轻
地吹送给了我。

看着摆在书桌上的鲜花，忽然发现
一行英文：给美丽的中国。一天心里都
挂记着，应该怎样答谢呢？好在晚上我
终于想出来了，我会画画呀！于是我找
来一张丹麦奥胡斯港过期作废的海图，
铺在我狭小的书桌上……

晚上，我正在为了完成送给安妮的
作品而得意洋洋的时候，耳边传来了汽
笛声。我走到舱室外面的甲板上，看见，
美国舰船正在离泊，缓缓离开了码头。

这个故事，始终埋藏在我心底。至
今想起，仍然令我怦然心动。

今年是国庆七十二周年，也是中远
海运集团成立五十一年。我们的祖国
日益强大，繁荣昌盛。我们的远洋事业
也更加辉煌壮大。

此时，国庆节将临，作为一名海员，
我要深情地说一句：祖国，我爱你！

花香记忆
程咏

再听一遍，我就看到了长城

蜿蜒盘旋的一条巨龙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铺满着，炎黄子孙的自豪

再听一遍，我就看到了长江

虎虎生威的一头猛狮

傲视在世界的东方

流淌着，华夏儿女的骄傲

再听一遍，我就看到了黄河

追风逐日的一匹骏马

嘶鸣在世界的东方

让所有人都为之侧目

再听一遍，我就看到了祖国

庄严、雄伟、豪壮

一个都不能少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口号

与一个不屈的灵魂

每一次发声

都聚齐了十四亿的光芒

国歌声中
陈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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