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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南书堂

金色十月，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胜利
召开。大会开幕当天，我们一家人心情激
荡，围坐在电视机旁，屏息凝神目睹党的二
十大盛况。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我们跟着电
视唱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激动人
心的场面，使我充满了遐想。

目光凝视之处，一切希望都在静静地营
造，一切生机都在悄悄酝酿。这一切，怎能
不让人怦然心动？

澎湃的心，引我走近跳跃的小溪，抱着
青翠芬芳的山冈，为希望的沃野带去绿色的
乐章与诗行。那向往与希冀，那思索与梦
想，在蔚蓝色的天空中翱翔。

走近辽阔的草原，悠远而温馨的毡房
里，不时飘散出沸腾的奶香。如果有客人来
了，热情好客的主人定会捧出亲手酿制的酥
油茶，让您品尝。看啊，牧民如今把小日子

烘托得多么富足，多么温馨。
走近田野，大地铺满金黄。看啊，大

棚里正在收获着蓄积了整个春夏的希望，
田野里隆隆的机器声，仿佛在为这喜庆的
日子不停地放声歌唱。美满的生活弥漫
了一个个村庄，庄稼人的脸上写满了自
豪、幸福和吉祥。

走近湖泊，我心如湖水，澄澈如镜。这
湖泊犹如湛蓝湛蓝的杯子，盛满了醉人的玉
液琼浆，让人感受到亲切与清爽。那铮铮的
誓言，坚定的信仰和颠扑不破的真理，沁入
了我的心灵，照亮了奋进的新征程。

十月的阳光，依恋于无数心形的枝
叶。清风携着大地久远的憧憬，徐徐吹
送，掠过乡村茅屋顶上的纤草，掠过拔地
而起的巍峨群山，依傍着牧场的栅栏同牧
归的主人共话沧桑。一场新的开始，大地
在沸腾，唯有浪涛覆盖的大海，因拥抱着

活力之源而纵情激荡。
十月，我们穿着节日的盛装，五十六个

民族围成一个大花园。吉祥如意的祖国
啊，今天你最美丽。从南方的星火到北国
的礼花，从长江的合唱到黄河奔腾。祥云
朵朵，展现出的都是无比的喜悦，缤纷的鸽
群像欢乐的音符，跳荡在人群中间。十四
亿颗心，一齐为你敞开嘹亮的歌喉，献上艳
丽的花朵；人民大会堂，那博大辽远的心岸
啊，照耀我们沿着宽阔笔直的大道，心无旁
骛地前进，前进！

百鸟啼翠的十月，让每只翅膀都张
开；阳光明媚的十月，照亮每一个角落；激
昂澎湃的十月，把旋律融入每一个中国人
的心房。十月，我看到了祖国的门楣上，
贴满了一张张通红的大喜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二十大是我们

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吹响了奋进的号
角。这号角，吹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响
彻了万里边疆。祖国啊，正甩开双臂，沐
浴着新的曙光，奋力摇动着建设和效益的
桨橹，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
大海中搏击、远航！

让我们共同畅饮这阳光与春风，让党的
二十大点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神
圣礼炮，让我们在角逐未来的决赛场上，纵
情驰骋，共创辉煌。

唱 响 幸 福 之 歌唱 响 幸 福 之 歌
小小 松松

花团锦簇，红旗招展。举世瞩目，盛会空前。

十年经典，绘写画卷。百年历程，再续辉煌。

伟大祖国，人民豪迈。神州大地，气象万千。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国有万机，要在核心。两个确立，党心民心。

治国理政，领航中国。思想旗帜，凝心铸魂。

顶层设计，广听民意。国之大者，牢记心间。

大爱无疆，我将无我。丹心如画，海晏河清。

党旗引领，擘画蓝图。建党精神，使命凝聚。

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意识，四个自信。

深化改革，全面发力。破冰突围，系统集成。

治理体系，日臻完善。中国之治，世界惊叹。

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中国密码，拨云破雾。

中国方案，凝聚共识。中国智慧，活力迸发。

中国速度，追风赶月。中国质量，引领创新。

中国高度，攀登不止。中国力量，彰显担当。

天地之大，梨园为本。民生小事，急难愁盼。

人民至上，百姓为心。民生温度，感同身受。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团结奋斗，笃行不怠。共同富裕，撸袖加油。

白衣为甲，逆行出征。动态清零，抗击疫情。

精准扶贫，易地搬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南水北调，饮水长江。西电东送，点亮万家。

百姓幸福，成色十足。摆脱贫困，实现小康。

稳中求进，统筹发展。强国战略，接续实现。

中国制造，大国荣光。基建狂魔，东方传奇。

嫦娥奔月，携壤回落。北斗组网，精准导航。

羲和探日，破冰之旅。祝融落火，巡视探测。

天宫落成，载人飞翔。航天英雄，太空旅行。

大型客机，试飞成功。跨海大桥，世界惊艳。

高铁飞驰，朝发夕至。高速公路，连线成网。

航空母舰，国之重器。强军战略，佑我中华。

豪华邮轮，皇冠明珠。液化气船，明珠皇冠。

集装箱船，世界领先。中国天眼，射电望远。

深海一号，蓝海巨人。蛟龙潜海，创造纪录。

双龙探极，破冰前行。华龙一号，核电运营。

创新动力，强大引擎。新兴业态，生机勃发。

快递电商，激活市场。移动支付，规模居首。

数字经济，赋能增效。信息高速，全球领先。

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货物贸易，总额第一。

四大板块，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澎湃激荡。

雄安新区，热土一方。未来之城，水城共融。

营商环境，国际认同。钢铁驼队，日夜兼程。

外汇储备，稳居第一。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一国两制，治乱及兴。祖国统一，一定实现。

元首外交，气势恢宏。大国外交，命运共同。

民主政治，全面推进。建言献策，民主协商。

民事民议，破解难题。良法善治，长治久安。

自信务实，大国风范。从严治党，自我革命。

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刀刃向内，激浊扬清。

正风肃纪，锲而不舍。巡视利剑，明镜高悬。

道阻且行，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正道沧桑。

美丽中国，层林尽染。风调雨顺，稻浪飘香。

山水如画，鱼跃鸟飞。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双碳目标，大国担当。低碳经济，绿色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江河奔腾，黄河安澜。

民生改善，补齐短板。社会保障，织密成网。

就业优先，获得满满。安居乐业，旧宅新颜。

健康中国，人民福祉。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谷物总量，世界第一。端牢饭碗，人民幸福。

科教兴国，立德树人。核心价值，内外心行。

双奥之城，魅力无穷。冰雪五环，自信包容。

觉醒年代，追剧热潮。唐宫夜宴，网络刷屏。

国家宝藏，圈粉无数。文化自信，繁荣兴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精神谱系，壮阔百年。

红色基因，赓续传承。时代楷模，榜样引领。

扫黑除恶，打虎拍蝇。公平正义，百姓感同。

法治中国，阔步走来。平安中国，如日东升。

大道如砥，大势如潮。伟大复兴，大潮奔涌。

锚定目标，跨越发展。赶考之路，任重道远。

千秋伟业，万里河山。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埋头苦干，筑梦未来。

新 时 代 赋新 时 代 赋
王王 锋锋

在这个金桂飘香的季节，全国人民刚刚
度过了普天同庆的国庆节，又满心欢喜地迎
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如同一盏明灯，为
中国人民引领了方向，带领着全国人民一路
凯歌走向辉煌！

从小，我就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每当唱起这首歌，我的内心就充满
了无限的力量。我光荣，是因为我何其有幸
生在华夏、长在中国，我是这伟大国度中的
一名共产党员！我骄傲，为能够生活在党的
怀抱里而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有
一种自豪，叫我是中国人；有一个梦，叫中国
梦！绿色的希望，在新时代的画卷上喷薄。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人民放心，奉献有
我，服务有我！党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事关党和国家
继往开来、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带领全中国人
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推翻了长期压在中
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赶走了日本侵
略者，把旧中国建设成了今天繁荣昌盛的
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她的名字叫中

国。我们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我们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我们
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我们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她有我们人民的福托，她有我们党的引航掌
舵！抗日战争、汶川地震，让我们真切地感
受到了战争的残酷、生命的脆弱，危难时刻，
是中国共产党举起了那面鲜红的旗帜！洪
水灾害，满目疮痍、乱石堆砌、房屋倒塌，危
急关头，党的一声号令，社会各界人士、人民

子弟兵紧急救援，克服重重困难迅速恢复了
灾后重建，让昔日的旧貌换了新颜！我们亲
爱的党，总是在紧急时刻，迅速拉响警报，第
一时间吹响前进的号角！

我是一名党员，虽然时代没有赋予我
像董存瑞炸碉堡一样的使命，我也无法像
大爱有形、国士无双的钟南山爷爷一样在
抗疫中保人民平安，但我以实际行动默默
地努力着，以兢兢业业、扎实的工作作风在
无声奉献着。

共 筑 中 国 梦
屈 莉

初秋时节，和驻村的哥哥一起去村里
转转。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天空一碧如
洗，车子沿312国道一路向东，心情像极了
这秋日阳光，在车窗外那广阔的橙黄橘绿
间来回跳跃。

将近三小时后进入一条省道。由于山
势影响，几乎都是一百八十度以上的转弯，
还有好多隧道，像过山车似的。大约四十分
钟路程，车子拐上山路，要征服一座沙岭。
路面变窄，坡度加大，使我想起多年前去省
城上学翻越秦岭的经历。至山顶处，忽见竹
海森森，碧波荡漾，云雾缥缥缈缈缭绕其间，
放眼望去好不壮观。

山的另一边大片大片的竹园里有了零
零星星的住户，接着是几户、几十户人家聚
居在竹林边，家家都是两三层小楼，院边用
青砖砌了半米高的护栏，护栏里枣树上挂满
了青枣。他们说这里的村民都喜欢在院子
里种一棵枣树，有吉祥如意、财运兴旺的寓
意。偶尔还看到垒得整整齐齐的柴火。院
子里的月季开得艳艳的，一丛丛凌霄从院门
或者山墙里探出来，在竹林的绿色背景里愈
发显得娇艳欲滴。我说村里环境真是美

呀！他们说这个你可不知道，乡村振兴有一
项工作就是人居环境整治，农村环境还会越
来越美哩。

小李又指着村子外面的田地，说是村级
产业基地。远远望去，见是大片大片的药
材，经过雨水滋润，枝叶绿茸茸、亮闪闪的，
在阳光下随风摇曳。外围一道水泥路，既是
拦河坝，又是游人参观的便道。

拐了两个大弯，车子终于停了下来。一
侧是村委会院子，另一侧偌大一片空地上建
有乡村大舞台、篮球场、健身广场，尽头仍是
一片幽绿的竹林。午后还未出屋，听得有孩
童嬉闹声传来。出门来见两位少妇领着三
四个孩子在广场上玩耍。笑问少妇孩子几
岁，在哪里上学？答曰不远处有幼儿园和一
所九年制学校。又问村里外出打工人多不
多？言说挺多。再问为何她们没有外出？
均说在村里的竹编加工厂上班，乡里学校条
件也不错，在家能照看娃上学。一时心安，
这几个孩子总算不是留守儿童。

下午认识了几个村干部，老赵、老李、老
柯，还有小杨和小郭。当日哥哥过生日，吆
喝着要请客，晚间一伙人说说笑笑到了老赵

家的农家乐。农家乐隐匿在一片竹林中，一
条幽径通至院中。老赵媳妇准备了一桌丰
盛的农家菜。储存的春笋用开水焯一下，放
蒜末、红辣椒，用花椒油泼了，味道真是极好
呢。还有一种当地生长的菜，咬起来脆脆
的，以为是洋葱，他们却称作洋河姜。锅盔
夹辣子、红薯丸子都是刚出锅，炒腊肉、糊汤
面也是吃出来不同的风味。难怪老赵家的
农家乐生意这么好，在这三省交界处，常常
吸引了外省的食客。

酒过三巡，老赵话开始多起来。这个
自来卷、黑脸盘、红鼻头，肩宽背阔的农村
汉子看起来就有一身好劳力。早些年去南
方打工，人实诚，干活卖力，老板喜欢得不
得了，后来自立门户做起了生意。今天他
穿了一件粉色的T恤，已经有些许变色，穿
在身上看起来有几分滑稽。怎么也看不出
来是个大老板。

敬酒、打关，老赵不许人叫他支书，谁叫
就罚酒。脱贫攻坚开始那一年，镇上打电话
鼓励他回乡创业，老支书也多次劝他回村上
帮忙。老赵下定决心后，开始在村里筹建竹
编加工厂，又准备开个农家乐。说到这里他

停了一会儿，或许那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
决定，又或者勾起了一些难忘的记忆。

“你知道咱村里那几条路，那时候都是
土路，是不是？”老赵对老支书说。老支书点
了点头。

“当时正准备修一条通村公路，国家
给修。”他顿了顿说，“我把通往竹编厂和
农家乐的修了，工作队把产业园那条和剩
下的一条也修了。看看，光是修路，村里
就有了大变样。”

哥哥和老赵碰了一杯，说幸好之前
的基础工作做得好，如今乡村振兴工作
就顺利多了。

我也敬了老赵一杯，说像你这样回来支
持家乡建设的都是有情怀的人。老赵居然
一副害羞的样子，像个小孩子似的。

饭毕，沿水泥路漫步返回，路边小河在
月光下银光点点。走出老远仍听得到农家
乐里传出的旋律。在这寂寥的乡村里，乐声
似乎传得更加遥远，更加绵长。

沐浴在月光里，踏着斑驳的竹影，又有
丝丝缕缕的乐声萦绕，一种全新的乡村体验
让人激动、欣喜。

竹 林 深 处 有 人 家
寇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