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回顾贵州解放》载《攻克天险窗
子洞》一文介绍：1949 年底中国人民解
放军解放贵州后，继续北上挺进四川，国
民党残兵勾结地方反动势力乘机叛乱，一
时间新生人民政权处于危急之中。郎岱县
（今六枝特区）由国民党任命为“八县游
击总指挥部”参谋长的上官地方武装首领
安克庚，聚众盘踞天险“窗子洞”与人民
政权为敌。4 月，解放军“二野”四兵团
奉命回师贵州剿匪。45 师 135 团于 28 日
进抵窗子洞包围安克庚武装，5 月 2 日进
攻，仅用三天时间便攻克天险窗子洞。毙
伤土匪 50 多名，俘虏包括安克庚在内武
装人员 100 多名。

窗子洞是六枝特区新场、牛场两乡交
界的拦龙河畔一座山上的天然巨洞，洞
口位于悬崖绝壁腰间，崖高 40 多米，长
300 余米，唯一条绝壁间小径可通往。不
光是一个险要天然洞穴，还是一个历经百
余年精心构筑，内部具备挡墙工事、粮仓
及住房的军事要塞。难怪解放军也付出了
7 人牺牲、负伤近两百人的代价。

《攻克天险窗子洞》叙述重点是战例，
并且是一个红色经典战例。攻破窗子洞战
斗当年就被艺术家制作成版画送北京参
展，20 世纪 60 年代还将这一经历拍成电
影《云雾山中》，可见经典就在于将一个
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

 与《攻克天险窗子洞》类似却结局
大相径庭的另一段激战窗子洞的故事发生
在 1930 年，更惊异的是，事件主人竟然
也与上官匪首安克庚有关。该段历史事件
就复杂得多，简略叙述如下。

 第一，是一段因有特殊地理环境而
显出军事政治生活地域特征的故事。所谓
特殊，是指其自然地理上的喀斯特地形，
形成了非常多的溶洞暗河，且洞大水深。
所谓地域特征的军事政治生活，是指当地
居民将这些大洞视为对应危机时的安全藏
身之地。尤其是当地有权有势的大户，往

往占据一个大洞，构筑成可以保障日常生
活又能防御敌人进攻的军事堡垒。窗子洞
就是依懒龙河而精心构筑的大洞。

第二，安克庚一家至民国时期，即拥
有一支以其弟弟安叔英、安季英为首的地
方武装，但被当局与地方豪绅视为毒害地
方安宁的“土匪”。如当时郎岱县（今六
枝特区）岩脚羊场分县县长李维成在向省
长毛光翔报告中说，“扰乱地方，占据郎
岱西二区七堡地段，日夕出界抢杀，牵羊
关肥，肆行无忌，所有地方一切公款及禁
烟罚金等项，皆被侵蚀……，割地图雄，
终必酿成巨祸”。

第三，会剿“安匪”声势浩大却以招
安收场。会剿安匪军事行动从 3 月下旬开
始，到 7 月上旬招安，历时 5 个月。先于
3-4 月间政府军队与地方民团合力围攻窗
子洞不下，5 月下旬再扩大兵力，下令郎
岱、水城、普定、织金、大定、五县出兵
开始“五属会剿”。五县民团分别驻扎在
上官、梭戛、补之窝、黑塘、那垮、团坡、
板凳屯、大岩口、扎磨坐河、木底河、小
纳雍等地，对窗子洞形成包围态势。安氏
兄弟联结威宁土目后裔安瑶阶、梭戛金树
民、费舍沙氏等共同对抗。尽管政府军用
尽手段，包括火攻与爆破，双方各有死伤，
但至 7 月窗子洞仍安然无恙。7 月下旬，
政府军改变方式，约请安氏家族在贵阳的
族人安叔英、安季英之堂叔安仲山致信规
劝安氏弟兄接受“招安”。安氏弟兄态度
有分歧，安叔英倾向接受招安，安季英则
倾力反对，于是安叔英安排人刺杀了安季
英。五属会剿自此结束。

如果将上述两次军事冲突的一方——
上官安氏家族，无论在民国地方“五属会
剿”的历史文献，还是“攻克窗子洞”战
斗叙述中，都以“匪”论，可见“匪”成
了一个显著符号。何以上官的安氏被以
“匪”定性？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匪呢？

据《郎岱县志长编》记载，1929 年
春安氏兄弟多次“牵羊关肥”，扰乱地方：
2 月，安季英公然率众渡过木底河，到邻
区新华“牵了”曾任第八区副区长的张厚
培，逼赎金三千元大洋；3 月下旬，“牵了”
老卜底大户李竹三，索要几千小洋；4 月，
又将织金豪绅谌孟尧绑进窗子洞，索要钱
几万小洋。为此，时驻岩脚羊场分县的分
县长李维成向省长毛光翔报告安氏弟兄不
法行径，毛光翔下令黔军将领犹国才派兵，
联合郎岱县会剿安氏。为此他于 5 月 25
日给犹国才发电，电文称“安匪势焰日炽，
扰害乡闾，闻之令人发指……专此布复”。
这是第一次在政府文告中称“安匪”。第
二次是在 7 月 2 日郎岱县政府发出的命令
中：“查安叔英怙恶不悛，……以后遇有
安氏部队，即以惯匪处理，决不姑容。此

令 郎岱县政府”此次告示实验安氏弟兄
为“惯匪”。至此，在民国贵州政府和当
地地方势力的眼中，安氏弟兄就是怙恶不
悛的“安匪”，最终导致动静很大的“五
属会剿”的发生。

揆诸史籍可知，上官安氏原是水城白
龙洞彝族土司后裔。清道光年间土目安庆
澜迁徙至郎岱，定居凹屋底（现牛场乡）
后，将其三子、四子分别过继给仡佬大寨
安氏、梭戛三家寨金氏（彝族），道光、
咸丰年间相继征服当地几个小土司及汉族
富户，并在数年间先后修建了仡佬大官、
凹屋底、三家官三处官房后，将仡佬大官
更名为上官，凹屋底更名为下官，形成独
占一方的安氏土目。安氏土目家族发展至
清末民国时，成为郎岱、织金、纳雍、普
定、水城五县之间首屈一指的土司势力。

虽经明末清初“改土归流”，大土司
被废，但小土司如“土目”“土舍”“土弁”
等仍然存在，但其势力仍然得到一定程度
的保存。就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土匪而
是土目。而且随着土司制度的衰落，安氏
家族成员开始融入国家政治生活中，其中
有人还成为当代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政治领
袖，如安健即从水西彝族土司转变为中国
近代民主革命的领导人。安健 1877 年出
生于郎岱厅羊场巡检司凹屋底，1905 年 5
月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旋加入同盟会。
1924 年参加由陈延年、周恩来等组织的
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西南同志会”。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与
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行为
作坚决的斗争，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
就土目安氏弟兄而言，安仲英进入黄埔军
校，安叔英抗战爆发后作为黔军团长奔赴
抗日前线，安克庚在 1947 年当选国大代
表。他们也是贵州民国时期地方的精英人
物。

因此，从传统政治的历史渊源认识“五
属会剿”时期的安氏家族，就并非简单的
土匪行为所能解释。上官安氏是水西土司
的残余势力，是维系牛场地方的政治力量。
就这个意义上而言，他们不是土匪，而是
土目。盘踞天险窗子洞的安氏家族被冠以
“土匪”的显著符号遭遇两次“会剿”，
深层原因是明代以来的土司势力与中央政
府的博弈。

本着由明代以来甚至到民国初期水西
安氏土司的政治传统，上官安氏家族是由
国家认可的合法土司；同时，土目作为水
西一方自然的政治领袖，又不免带着历史
上水西土司与中央政权的矛盾而“叛服靡
常”的“匪”的烙印。因此，安氏家族的
生存环境，必然受制于土司与国家博弈的
政治生态模式。当这一博弈模式走到了民
国时期，传统土司势力与中央统治集团间

矛盾呈现出不可调和性，尤其是当他们陷
入到贵州大政治的漩涡中时，安氏土目面
临着更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一旦与国家政
治发展相背离，上官安氏土目家族政治权
力即被以土匪之名清剿。何去何从，成了
横亘在安氏家族面前的一道政治博弈的选
择题。“五属会剿”以剿的方式开始，最
后以妥协方式收场，就是安氏传统土目与
国家主流政治在民国时期博弈所上演的一
出戏剧。

作为牛场地方土目政治势力，上官的
安家就得必须沿着中央政治中轴点旋转，
由此获得家族的政治利益，这也是民国时
期安氏家族得以继续统辖一方、成为牛场
望族的政治基础。1935 年之前，贵州还
没有被国民党中央政府直接统治，贵州成
为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博弈的竞赛场。1928
年底就上演了代表南京政府的李燊一方，
与代表西南被称为在贵州搞“独立王国”
的周西成争斗。李燊背后又得到云南王龙
云的支持，入主贵州省长。这种政治生态
中，上官安氏弟兄的堂叔安健与滇系龙云
均坚持反对南京政府，安季英兄长安伯英
身处龙云麾下，于是安叔英、安季英兄弟
理所当然地站在李燊阵营并为其招兵买
马，安季英还接受李燊委任当上了四十三
军第二师师长。这才是 1929 年 6 月前安
季英几次“牵羊关肥”行为、赶走郎岱县
驻岩脚羊场分县的县长的政治军事基础。
其目的不外是借助于当时国内政治混乱而
出现的政治空间，为巩固土目政治所获得
的一次良机。然而李燊只有十八天短命省
长的任期，即被周西成部下毛光翔、王家
烈等人联合反攻，赶出贵州。虽然赶跑了
李燊，但没有动摇到上官的安氏权力。当
代表毛光翔的贵州政府的李维成至岩脚接
任羊场分县县长，与安家的政治冲突立即
激化，于是李维成才以安氏作乱“割地图
雄，终必酿成巨祸”控告安氏家族。可见，
表面上的匪情，实则是两种政治在地方上
的博弈而引发的军政冲突。新任省长毛光
翔推动了打击安氏土目的“五属会剿”，
安氏土目面临的政治生态立刻发生偏移。
在这种政治博弈中，安氏家族选择与毛光
翔的政治合作，这样不仅保持了上官安氏
家族的政治势力，甚至还促进上官安氏家
族势力的政治“进化”，安克庚在 1947
年当选国大代表，从而为残存的土目权力
赢得一点生存空间。

 1950 年 4 月“解放天险窗子洞”，
是安克庚作为“国民党八县游击总指挥部”
参谋长，最终被人民解放军消灭。

 从历史发展趋势上看，彻底瓦解的
安氏家族的政治势力，不过是在发生了革
命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传统土司政治的
最后挽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
了船上的白帆……”

 金秋时节，祖国母亲的生日之际，
这首老歌，就像一壶陈香老酒，弥漫着浓
郁的历史芳香，轻轻地向我飘来，慢慢让
我陶醉。她像一条涓涓溪流在我心中静静
地流淌，渐渐地汇流成河，波涛阵阵，白
帆点点……，越过一轮甲子的辉煌历史，
流过 70 载春秋的峥嵘岁月，然后波澜壮
阔，让我心潮彭拜，热血沸腾。

 祖国啊，你碧绿的大草原，白云般
飘荡的羊群，你鸟语花香，莺歌燕舞，日
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碧如蓝的江南，
渲染了你多姿多彩的春天；你翩飞的海鸥，

雪白的浪花，金色的沙滩，洁白的云朵，
燃烧的晚霞，绚丽绽放的凤凰花渲染了你
浪漫的海滨之夏。

 祖国啊！你奔腾不息长江黄河，孕
育了多少不甘落后的中华儿女，你那永不
坍塌的万里长城，成就了多少勇敢坚强的
铁血精英！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前赴后继，
和平建设的日子里，中华儿女多奇志，敢
叫日月换新天！抛头颅，洒热血，披星戴
月，风雨兼程，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
浩然乐章。

 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将西方列强
把我们变成“东亚病夫”的愿望彻底摧毁；
是邓世昌军舰上轰隆的炮声，让这只勇猛
的东方雄狮不再沉睡；是辛亥革命那一声

枪响，动摇了奴驭我们千年的封建根基；
是南湖红船上那一支红烛，照亮了我们希
望的征程！

祖国啊！我们不会忘记历史，我们时
时刻刻都牢记着你遭受的苦难和蹂躏。南
京条约、甲午风云、马关协定、庚子赔
款……还有，圆明园那场大火，让您那累
累的伤痕。血雨腥风里，南京城里那 30
万无辜的生命！

落后就要挨打，中华儿女奋发图强，
不再吞声忍气！义和团愤怒的大刀，砍断
了老毛子骄横霸道的脖颈。戊戌变法、洋
务运动、三民主义，我们寻找救国救民的
真理。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踏上了改变历
史的崭新征程！驱逐倭寇，解救人民，打

土豪分田地！
 1949 年金秋，一声湘音响彻大江南

北，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高唱《义勇
军进行曲》，朋友来了好酒招待，豺狼来
了，猎枪侍候。我们面向太阳，高举五星
红旗，去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我美丽的祖国啊！我要深情为你歌
唱！我要歌唱你蔚蓝的天空和坚实的土
地，我要歌唱你秀丽的山川、辽阔的原野，
我要歌唱您悠久的历史，我要歌唱您璀璨
的文化！我要歌唱您五千年文明。人人走
向小康路，国泰民安谋复兴。

今天被一段视频感动了。视频的主人
公是住在贵州大山深处的 74 岁老人田茂
坤，从 1999 年 3 月份开始，他每天早上
6：30 风雨无阻准时在自家院子里升国旗。
一坚持就是 23 年，23 年风雨无阻，23 年
严寒酷暑，田茂坤老人累计升旗 8400 多
次！这种爱党爱国的情怀太让人感动！

这件事情在网络上被传开之后，田奶
奶对来采访的人讲，老伴就是生病住院还
不忘嘱咐她每天一定升国旗。23 年来，
田茂坤老人更换了 10 多根旗杆 20 多面国
旗，他把爱党爱国的情怀深深地刻在血脉
里刻在灵魂里。实在是我辈党员学习的榜
样。

视频中，田茂坤老人讲了一句发自肺

腑的话“感党恩，跟党走。我总要做点实
事。”想起过去的苦日子，田茂坤老人眼
里泪花闪烁，说到现在的好光景，老人脸
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他说现在能过上这
样的好日子，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好。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他今天的幸福生活。

田茂坤老人的儿女都已成家立业走上
工作岗位。由于工作需要，他们都没能和
父母亲生活在一起。但是每到国庆节，田
茂坤老人都要把孩子们召集回家，都必须
参加他的升旗仪式！每当嘹亮的国歌在小
院里响起，孩子们都庄严肃穆地唱着国歌，
注视着国旗在父亲的手中冉冉升起，那种
对党的忠诚在眸光中闪现。

 看着这段感人肺腑的视频，不由地

想起我老家村里的一位老退伍军人。他是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腿上背上都留
有当年打仗时留下的疤痕。

这位老退伍军人本来可以住在城里的
军休所颐养天年，但是他却拒绝了舒适的
军休所生活，毅然回了农村老家。他说他
出生在农村，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庄稼人的
血，他对土地和庄稼有一种骨子里的喜爱。

他说庄稼就像他的孩子，看着庄稼从
发芽、拔节、长大，直至结出累累硕果，
他心里总有抑制不住的高兴。

他爱家爱土地，他更爱党爱国。他有
一枚党徽，他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
他。经年累月别在上衣胸口处。为了防止
党徽风吹日晒残色，他总是把党徽别在最

里面的衣服里。他说一想到党徽时刻驻在
他的胸口上，他浑身上下就有使不完的劲
儿。

这位退伍老年人还有一个令人感动的
习惯，就是每到国庆节，他都要把珍藏几
十年的军装穿上军帽戴上，然后对着北京
的方向行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一脸严肃
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两位老人虽已古稀之年，但是他们爱
党爱国的情怀却始终如一。他们朴素的对
党对国的忠诚，影响着后代子孙，是我们
所有中华儿女学习的榜样。

山河锦绣，长风浩荡，新韵铿锵
记得红船起航，记得星星之火
钟情华夏烟火气与民族脊梁
造就历史，坚守着、奋斗着
是炎黄子孙的福祉与梦想
 
将一股股热血寄于希望和光
细读一页页不朽的篇章
记录内心深处的声音
在流光溢彩的世界中徜徉
 
不忘昨日沧桑，如今新程辉煌

与五星红旗对话，成永恒信仰
承载希望，向脚下的土地发誓
深情远眺，倾听热烈的心跳
 
       我亲爱的祖国
 
万家灯火中获得温暖，沉醉时
感受千年风俗，满是幸福
未改乡音，不忘代代传唱的民谣
泪珠悄然滑落，滋润脚下的土地
 
站在群山之巅，情不自禁呼喊

回眸邀轻鸿，赞颂文明的硕果
这个民族凝聚力量绰绰生辉
当秋风送来香韵，热切致以敬礼
 
所有爱从小小的心脏溢出
温柔的眼眸，温柔的话语
献给如画的山河，把生活照亮
我将挺起脊梁，不负青春如光
 
        辉煌的日子里
 
在历史中摸索前行，平凡而伟大

不曾相忘，灿烂的阳光下远眺
令人心中澎湃，是中华气节
拥有相同的血脉，百折不挠
感悟一种雄浑的力量
 
我的生命在华夏大地扎根
我的思绪指引我敬仰炎黄
那古老的精神代代传承
嘹亮的歌声在耳边回荡
谆谆嘱托与红色精神滋养生命
描绘着灿烂前景，走向繁荣富强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国
庆节渐近，党的二十大召开在即，
各地张灯结彩，歌声飞扬；人们
把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
严感与荣誉感写进行动里。那一
首首唱响在祖国大地、赞美祖国
的歌曲，不断激发着一代代人的
爱国情怀和报国情怀。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
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
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首
韵律明快雄壮的《歌唱祖国》创
作于 1950 年，当时新中国成立不
足一年，虽然百废待兴，但人们心
中充满了希望。那一年国庆节前
夕，出差到北京的 32 岁作曲家王
莘，看到天安门广场随风飘扬的
五星红旗、鲜花如海的热闹景象、
可爱的少年儿童，想到新中国的
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就在回津
的列车上反复酝酿，有了这首广
为传唱的《歌唱祖国》。这首歌
结构严谨，简洁明快，既通俗易懂，
又朗朗上口，凝结了爱国之声、人
民之心、民族之魂，成为亿万中
国人民久唱不衰、响遍神州的“金
曲”和跨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作。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
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
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
白帆……”《我的祖国》创作于
1956 年，是电影《上甘岭》主题曲，
乔羽作词，刘炽作曲，已经传唱
了一个甲子，依然家喻户晓、人
人皆知。歌曲分为三段，就像是
三幅美丽的图画，引人入胜。歌
曲混声合唱，仿佛山洪喷涌而一
泻千里，尽情地抒发战士们的激
情，唱出志愿军战士对祖国、对
家乡的无限热爱之情和英雄主义
的气概。歌曲前一部分，以抒情
的女高音形式，一种波涌而来的
思乡之情，洋溢在甜美的歌声中，
使人仿佛看到祖国江河帆影漂移、
田野稻浪飘香的美丽景色。后一部
分用混声合唱形式，唱出“这是
美丽的祖国”的大主题，激情澎
湃，气势磅礴。这首歌由著名歌
唱家郭兰英首唱，如今已成为“中
华曲库”经典保留曲目。

“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爱你
中国……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
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我
爱你中国》诞生于 1979 年，是电
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歌曲；瞿
琮作词，郑秋枫作曲，叶佩英演
唱。这首歌的歌词，对祖国的春
苗秋果、森林山川、田园庄稼等
作了形象的描绘和细腻的刻画，
表达了海外游子对祖国满腔炽热、
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末尾句“我

的母亲，我的祖国”在高音区结束，
倾泻出海外儿女对祖国满腔炽烈
的爱国主义情感。曲调起伏迂回，
节奏自由悠长，尤其歌词把海外游
子眷念祖国的无限深情抒发得淋
漓尽致。每当唱起这首歌，都能让
世人感受到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
永远都有一颗不变的“中国心”。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
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
小村落路上一道辙……”《我和
我的祖国》创作于 1983 年末，由
张藜作词、秦咏诚作曲，流传最
广的是李谷一演唱的版本。歌曲
诉说了“我和祖国”息息相关、
一刻也不能分离的心情，“我和
祖国”、“祖国和我”永恒的关系式，
更是亘古不变的情感。如果要寻
找一下人类共同而高尚的精神情
感，且是不分国籍、不分民族的情
感，那只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就
是爱国主义，这就是全人类共有
的永恒的主题。这看似朴实无华
的歌词，却有着动人心魄的激情。
祖国强大、人民幸福，强国富民、
匹夫有责。每当听到这首歌，都能
让人感受到一种喷涌而出的激情，
让每一个炎黄子孙心中都荡漾着
对祖国的崇高之爱。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衔来
一枚橄榄叶，鸽子在崇山峻岭飞
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诞
生于 1989 年，由韩静霆作词、谷
建芬作曲。这是一首庆祝新中国
成立 40 周年大型晚会上的主题歌。
因为韩静霆经常去看鸽子，接到
任务后，他很快有了创作灵感，
决定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入手，
以一种亲切自然的态度表达对祖
国母亲的祝福。完成词之后，他找
到谷建芬，时间紧迫，对方在一
周时间内完成了作曲。《今天是
你的生日》表达非常亲切，不管
是口语化的旋律、叙述性的歌词
风格，还是真挚温暖的音乐基调，
都决定了它的适用范围是宽泛的。
该曲歌词呈方阵型排列，从第一
段“今天是你的生日”到第二段“我
们祝福你的生日”，由“我”到“我
们”，让这首歌的祝福性更强、对
比感变得更丰富。反复出现的“白
鸽”，则串起了象征和平、思念、
收获的多重祝愿，每当国庆节来
临，人们都会唱起这首歌表达心
中的炙热情感。

 大地无处不飞歌！这些歌唱
祖国的经典之作，是中华儿女对
祖国的真情表白，传递着真挚的
祝福。

                 

国庆假期，我随家人一同回到
乡下，跟父母一起欢度佳节。

华灯初上，璀璨的灯光照得家
中亮堂堂的，为节日的夜晚倍添
喜气。父母兴致很高，满满地弄
了一桌的好菜。觥筹交错间，老
父提意说：“有酒有菜，唯独少
了样东西。”隔壁家的小孙子正
好到老父家来玩，便好奇地问：“少
了啥？”老父神秘地一笑说：“那
当然是诗喽！不如我们边吃边吟，
开个赛诗会，赞一赞祖国的变化。”

老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打小就爱上了诗，中年时经常在
紧张的上班之余偷偷地写诗邮寄
出去，在他的坚持下，还真发表
了不少。退休后，老父更是狂热
地爱上了古体诗词，平常只要一
有灵感，就躲进他的书房里写诗。

趁着酒兴，老父一高兴，端起
酒杯就即兴创作起来：“七十三
载风云路，独领风骚世界殊。伟
大复兴中国梦，千秋大业永传承。”
老父吟罢，我第一个带头鼓起掌
来：“不错，好诗。”听我这么
一说，老父本已酡红的脸一下更
红了：“哪点好呀？说道说道。”
哪知，邻家小孙子抢在我之前脆
生生地嚷道：“简短呗！”一句话，
惹得满屋的人都开怀大笑起来。

笑声中，老父特邀这位小客人
出场。只见他略微清了清嗓，便
一字一句地说道：“中国，中国，
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大家以为
还有下文，不想小家伙到此竟戛
然而止，朝满座的人一鞠躬，说
了声“谢谢”，先为自己鼓起掌来。
望着他天真玩皮的样，听着他清脆
而响亮的小诗，一家人纷纷伸出

大拇指，送给他一个大大的点赞。
轮到母亲了，年轻时在工宣队

干过宣传员的她，略作沉吟，便
脱口而出：仰望北京心儿红，华
夏儿女齐欢腾。载歌载舞庆国庆，
共赴小康幸福长。这回是老爷子
第一个鼓起了掌，他点评说，夫
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写出
这样的诗来，非常难得。虽然有
些字句还有待推敲，但基本反映
了全国人民欢庆国庆，期望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心愿。

按坐序轮到我了，我现学现作
作了一首“现代诗”——当黎明
的曙光穿透清晨的云霞，清脆的
钟声给我们送来了幸福的消息。
祖国，今天是您七十三周年华诞，
我要深情地为您献上一首赞美的
歌……。读罢，大厅里再次响起
了久违的掌声。

掌声响罢，妻子自信满满地拿
出了她的作品：小时候，我牵着
妈妈的手，学会了走路。长大后，
我坚守在神州这片热土，学会了忠
诚……。全诗把祖国比喻成母亲，
热切赞颂了华夏儿女忠贞爱国，
渴望为国建功立业，早日把祖国
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
强国的心声。全诗自然而流畅，
一时间赢得了满堂喝彩。

家庭赛诗会，让家庭氛围更温
馨，让国庆喜悦更浓郁，促进了
家庭成员间的人文交流，也让家
庭节日文化更清新更文明。她以
靓丽的风采，闪耀在岁月的深处，
温情而浪漫，历久而弥新，在伟
大母亲七十三周年华诞之际，恭
祝祖国江山永固基业常青。

        

4 2022 年 10 月 1 日     星期六

地       址：六枝特区牂牁大道兴业大厦 11 楼（六枝特区融媒体中心）                 投稿邮箱：lzbbjb@126.com              电       话：0858-2134111                           邮编：553400   

编印单位：六枝特区融媒体中心                                                 发送对象：区直各部门、各乡（镇、社区）             印刷单位：贵州磅礴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印数：5000 份   

副 刊

  文 /  吴丽虹   文 /  晓   青

  文 /  刘昌宇

         文 / 谭   龙

         文 / 张秀梅

 文 / 熊  轲

大地飞歌颂祖国

赛诗庆国庆

      从“窗子洞”会剿看西南土目与主流政治的博弈（25）

  祖国，我要为你深情歌唱

 一个人的升旗仪式 

  　迎国庆（外二首）

第 14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