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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内容：1、积极向上；2、吸引读

者；3、标新立异，不得抄袭；4、附上图片

题目、说明、拍摄地点、时间等信息；5、

注明拍客的姓名，联系方式及通讯地址等详

细信息。

投稿方式：1、发送邮件到hyjtbs@qq.

com 2、加QQ1084748346发送离线文

件。我们每期将挑选3-5幅作品刊登，采用

的作品将发放一定稿酬，以资鼓励。

言之有理

传传 承承

岁月无痕

与其说看书是种乐趣，还不如说是生活
中一种上好的怡情方式。从小，因书生爱，
不知不觉与书相伴了几十年，始终情深意
重，不离不弃。

在我的印象里，爱上看书是从五六岁开
始的。那时，正值上幼儿园的年龄，然而农
村的孩子却没有机会。记得有一年春节，远
方教书的大姐回乡探亲，随便帮我找回了一
本小学第一册的语文书，希望我在学前打下
一定的基础，上学不落后于其他孩子。那是
一本破旧的书，早已没了封面，有些页码也
褶皱连连，然而里面的内容并不缺，仍旧精
彩无限。看着书页里形状各异的字母、栩栩
如生的图画以及一排排整整齐齐的文字，一
种好奇感油然而生。

这本书，成为了我的启蒙读物。父亲不
懂拼音，只识汉字，在他反反复复的示范
下，没过几天我就会读了不少儿歌和短文，
纵然不识其中的每个字，“望天书”也不乏读
得像模像样，常常受到长辈夸奖。那本书，
如一扇小小的门窗，引领我向往着通往知识
的小路。

在小学和初中的岁月里，认识了不少汉
字，课外也读过一些书籍。不过，那个课外
书很匮乏的时代，课外读物基本上都是与同
学换来的小人书，诸如《哪吒闹海》《金刚葫

芦娃》《西游记》等精典故事，深深地吸引着
我，时隔三十载，那些人物仍旧活灵活现地
浮现在眼前。那时，只要手里有本书，就可
以在一个地方坐上大半天，咀嚼着文字背后
的精彩和无限的乐趣。

最难忘的是在师范读书的日子，那可算
得上是个读书“充电”的时代。一下从农村
进入县城，学校玲琅满目的书籍让我不再饱
尝匮乏的饥饿。

县城也不大，然而街头巷尾的大树下，
书摊很多，上桥、下桥、扬武坊等人群密集
之地，都是摆摊设点的好地方。周末，不少
同学去看录像、溜冰、逛街，我却在书摊旁
一呆就是半晌。

摆书摊的大多都是中年人，一看鼻梁上
悬挂的眼镜就明显感觉有些书生气。他们大
多一条小板凳坐在书中央，手里捧着一本

“武侠”有时候看得喜笑颜开。
书摊的书，可以租，也可以卖，令人青

睐的是，虽然不新，然而价格却非常低廉。
冲着廉价，我因此成为了光顾的常客，也和
他们成为了朋友。

其中一名三十出头，也是街头最为年轻
的摆摊者叫阿宝，他和我一样来自农村的大
山里，接触多了，因此我们有了更多的语
言，到最后无话不谈。

我师范毕业的时候，阿宝依旧在摆书
摊。临别时，他告诉我，他要通过自己的学
习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希望我毕业后经常
来看他，并赠送我一本《路遥文集》，里面还
放了一张老家详细地址的小纸条。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和阿宝再也没见
过面，他摆书摊的地方如今已是高楼林立，
只是多年前打听到他通过考试当上了一名教
师。

参加工作了，我仍然难以割舍与书结下
的深厚情缘，经常忙里偷闲，总会带上家人
去书店看书买书，为自己“充电”。偶尔，心
血来潮，也会写上几段，隔三岔五整理成章。

有时候莫名地羡慕起现在的孩子们，在
这个书籍丰富的年代，可以毫无忧虑地畅游
在书的海洋里，如一群群自由自在的鱼。多
年来，我以自己和阿宝的故事，教育着学生
和自己的孩子，愿他们与书为伴，不虚度此
生。

与书相伴心自安。书，是一杯清茶，
越喝味越好；是一杯老酒，越品味越香；
是一碗食粮，吃了长力量。一书在手，会
让你瞬间忘却都市的浮躁和烦恼，在阅读
的世界里，总会心泛涟漪，遐想万千，想
着它的好。

(刘传福)

与书相伴心自安

他们，没能亲耳聆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欢
呼声，也没有亲身感受到祖国母亲的温暖，
但为了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我自横刀向天
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用生命忠贞着自己的
信仰，用炽热的鲜血渲染着民族的力量。国
庆勿忘祭先烈，人民不会忘记，在1949 年9
月30日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人民永远铭
记，把每年 9 月 30 日设立为中国烈士纪念
日。缅怀英烈，迎接十月，那金秋的时节，
那光辉的岁月。

飘过湖畔，飘自南湖上那艘简朴的红
船；飘过山峦，飘自雪山上峥嵘的诗篇。华
夏巨龙，穿越厚重的历史，思绪定格在光辉
灿烂的十月，一个不屈的民族，撑起坚实的
脊梁，带着自信与豪迈，叙述无以伦比的中
国故事！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

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有和我一样的
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
的。” 方志敏，正气凛然，一身清贫捍卫着
祖国的尊严。其实，十月就是一座历史的丰
碑，无数先辈们怀着民族的内忧外患，迎着
惨烈的血雨腥风，赴汤蹈火，舍生取义，用
鲜血凝固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面对五星
红旗，沐浴着十月的阳光，每个生命都庄严
起来、神圣起来……

文坛巨匠巴金对祖国饱含深情，他说：
“我们的祖国并不是人间乐园，但是每一个中
国人都有责任把她建设成人间乐园。”延安窑
洞前纺车的歌声，南泥湾三五九旅的劳动号
子，这一曲曲遒劲的旋律回荡着一个惊天动
地的宏伟：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劳动者用勇
敢和坚韧，开拓者用艰辛和胆识汇聚成时代
的合力，用勤劳和智慧托起永不坠落的太

阳。一代又一代共和国的建设者们，在这片
广袤土地上描绘着最新、最靓的美丽中国。
十月，祖国因收获而展示辉煌，因强盛而迎
来威望！

国庆长假，透过人们脸上绽放的笑容，
感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志豪情，祝福祖
国，点赞中国，幸福自己。“辽宁号”出海，

“嫦娥”奔月，“神舟”遨游太空，“一带一
路”串联世界，中国是一部可以影响历史的
鸿篇巨著，每一页都记录着时代的最强音。
红色十月，那片红，是国色，也是华夏儿女
脸上的喜色：祖国强，我强；祖国富，我
富！金色十月，那种金，赛黄金，是人们品
味幸福的滋味：满载荣耀、满载收获、满满
欢欣！

十月，不忘初心，岁月光辉，缤纷色彩
闪耀出中国的自信与美丽。 （廖华玲）

祝福祖国

十月的大地

硕果累累 馥郁芬芳

金色的收获如此醇香

十月的天空

空旷高远 清澈如洗

和谐的社会如此温馨

十月的祖国

彩旗招展 花团锦簇

灿烂的光辉如此耀眼

十月的华夏儿女

热血沸腾 思绪飞扬

十三亿颗跳动的心脏

荡起了激情燃烧的涟漪

仰望长空

一面鲜艳的旗帜正高高地飘扬

宣示了这个民族不老的神话

映红了这股改革开放的春风

在奋进前行的道路上

我们有过探寻

我们有过迷茫

我们有过惊喜

我们还有过创伤

但无论多大的艰难险阻

也不能把我们奔腾的脚步阻挡

六十八年春华秋实

六十八年日新月异

年轻的共和国

演奏了一曲澎湃的交响乐

港澳回归嫦娥奔月

三峡竣工神奇天路

航母入列神十飞天

祖国从此走进了新纪元

六十八年豪情万丈

六十八年意气风发

可爱的共和国

绘就一幅壮丽的画卷

北京奥运百年梦圆

金融危机信心百倍

中国梦想和谐社会

一个个美丽的村庄

一座座新的城市

祖国从此跨进了崭新时代

六十八年的艰苦跋涉

让和谐的中国飞速崛起

画卷在舒展

我们看见

到处欣欣向荣

到处繁荣昌盛

豪情与我们相伴

巨变与我们相依

梦想与我们相连

在新的起点上

祖国母亲又敲响铿锵鼓点

宛如九天之上的一条巨龙

在新的高度上腾飞翱翔

(钟芳）

中国梦的
壮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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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俩》
在广阔无垠的海边，父子俩促膝长谈，分享着

彼此欢乐的故事。
拍客：王慧

《和谐社会》
和平鸽飞过华表，寓意中国对于世界和平的美

好期盼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拍客：岚子

《气排球赛》
人们尽情享受气排球运动带来的激情和乐趣，

同时也享受着体育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拍客：粤梅

《秋收》
这一铲，铲出了秋天丰收的喜悦。

拍客：李海波

●学习他人之长的人，是谦逊的人;能
够倾听别人意见的人，是明智的人;肯于接
受批评的人，是自省的人;善于分析得失的
人，是聪明的人;四种品质兼备便成就了包
容，有了包容之心，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
能怀一颗至真至美至善的心，走向最美境
界!

●这个世界，看似周遭嘈杂，各色人
等，泥沙俱下。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
界。你若澄澈，世界就干净；你若简单，世
界就难以复杂；你不去苟且，世界就没有暧
昧；你若没有半推半就，世界就不会为你半
黑半白。

●家庭是你最牵挂的地方，为了家庭，
很多人放弃了理想。随着孩子的出生，家有
了更多的舍不得。但是，梦想在远方，路就
在脚下，你不走出家门，梦想往往不能实
现。在安静的时候，梦想总会涌上心头，却
迟迟不见你动身，直到两鬓斑白，彻底放弃
了年轻时候的梦想。家庭是温暖，但爱家的
方法各不相同，当你执着追求理想的时候，
家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止水）

幸福驿站

情感天地

喜欢中秋，不仅因为中秋的月。喜欢中
秋，就像喜欢一个人，更多地喜欢他 （她）
的气质与性格。中秋节，就像一个正处在人
生黄金年龄的人，富有成熟之美。

如果把中年看作人生中的黄金年龄，那
么中秋当是一年中的黄金季节。当金黄的落
叶慷慨地洒满大地，大自然也在她新的一圈
年轮上刻画出最美的一笔。中秋的天是那么
高，高得让人心胸开朗；中秋的云是那么
淡，淡得让人回归天然；中秋的风是那么
和，和得让人陶醉其间；中秋的阳光是那么
暖，暖得就像母亲的手，温柔地抚过孩子的
脸颊。

还有那轮皎洁的月，挂在悠远的天边，
引发出世人无限的遐想，嫦娥与玉兔的故
事，今天仍被一代代人口耳相传。据说八月
十五的月亮最大最圆，如果中秋节不赏月，
再想看到这般风景，还得再守整整一年。

中秋象征着收获，各式各样的瓜果蔬菜
此时渐渐步入了收获的时节，市场上处处摆
放着琳琅满目的果蔬，看上去显得那样成
熟，那样饱满，色泽上那样艳丽，那样诱
人。等到中秋节这一天，值得品尝的美味不
仅有月饼，还有红得似灯笼的苹果、金灿灿
的鸭梨、黑黝黝的葡萄，“多子多福”的石榴
……让你看也看不够，吃也吃不完。

说起中秋美食，印象最深的还是小时
候，过中秋节时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美美
地过一回“月饼瘾”。印象那时候月饼还是

“奢侈品”，父母亲过日子比较节俭，中秋节
买月饼，只会买有限的几斤尝尝。后来日子
一年比一年好，家里的月饼一年比一年多，
包装一年比一年精致，但此时的月饼，已渐
渐不再能勾起我肚子里的“馋虫”。尽管能吃
到味道可口的月饼，可是每到中秋时人们仍
有遗憾——春节、国庆都是法定节假日，惟

独像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如果不遇到双休
日仍然得按时上班。尤其是“每逢佳节倍思
亲”的老人，虽然天天都在盼着中秋节能与
儿女们阖家团圆，可孩子们只能在工作一天
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拎着两盒月饼赶回家，
看一会儿中秋晚会，吃上一顿饭。面对这个
情况，母亲感慨地说：“要是中秋节也能成为
法定假日，让千家万户举家团圆，那该有多
人性化，多少人都盼着这一天！”

不知不觉，日历翻到了2008年，从这一
年起，中秋与春节、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
一道被国家确定为法定节假日，亿万老百姓
终于过上了自己的传统佳节。沿袭千百年的
中秋节，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蕴育着新
的生机。与其他传统节日一样，如今的中秋
节正在渐渐回归传统，回归民俗，她将引导
中华民族寻根溯源，在传统文化的浩瀚海洋
中找寻心的家园！ (王淑芹)

最美中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