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里的升旗手
■ 董国宾

每到国庆节，乡亲们就会来到村子新建的
广场上升国旗。 广场位于村子南端，好大的一
片，南来北往的柏油路直通过来，路边各色花
草在秋天里释放着香气。 乡亲们神色庄重，整
齐地排成队。 父亲是升旗手，自豪地站在队列
最前面。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升起来，整
个村子沐浴在温暖的秋色里。

村子里升国旗，已有几十个年头了，是从
父亲当村长那年开始的。 当时，村里刚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秋天庄稼收获了，乡亲们
吃饱了肚子，家里还略有余粮。父亲是个老兵，
从小跟着共产党打江山， 从血与火里走过来，
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情感和挚爱。快到国庆节的
时候，父亲决定为村子做面国旗。 当时还买不
到现成的， 父亲就去镇里买来一块大红布，一
回到村子，就赶紧把几个绣工好的妇女叫来绣
国旗，母亲也参与其中。她们一针一线地绣，很
快，几个金光闪闪的五角星镶在了国旗上。 父
亲心里像喝了蜜，激动得直拍手。那时条件差，
村干部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父亲就腾出自家
的一间房子作为村干部办公室，鲜红的国旗就
在那间房子前面高高地升起来。 院子虽小，房
子虽破旧，但看着国旗迎风招展，父亲和全村
人都心怀神圣感。 那个简陋的院子里，升旗的
场面远没现在壮观，但从那以后，每年国庆节，
国旗都会在村子上空升起。

国旗下的父亲显得很精神，做起事来一点
不觉累，说话也总有种自豪感。第二年的秋天，
临近国庆节，弟弟出生了。父亲想也没想就说：

“名字就叫国庆！ ”乡亲们都觉得这个名字好，
家和国相系，够大气，都夸父亲会起名。后来谁
家生娃起名，都来找父亲。 父亲说，叫建国，叫
爱国，叫红旗……谁家结婚办喜事，父亲除送
去一份喜礼外，还一定会代表村里送上一面国
旗。 国旗悬挂在张灯结彩的院子里， 喜庆、祥
和、热烈，让人觉得做什么事都来劲。

父亲爱看报，还常到镇里去开会。 每次开
完会，就忙不迭地把村干部都叫来。 国旗在我
家院子里迎风飘扬，父亲和村干部就在国旗下
议事。 父亲总说：“国家政策好，咱有劲得使出
来，把村里的资源都利用好。 ”

现在，乡亲们走上了致富的道路，村里的自
然资源得到了开发，村子真是大变样。 漫山遍野
的野酸枣加工成了酸枣罐头，酿成了酸枣酒。 山
坡得到了合理利用，建成了千亩生态石榴园，还
开发成了旅游项目。 每年 5 月， 石榴花开红似
火，满坡吐翠，万株流丹，花红如潮。 村里因地制
宜，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编织业和特种
农业，还兴办了几家农副产品加工厂。

日子宽裕了， 家家户户都住上了大房子，
村委会也有了像样的办公楼。在如火如荼的新
农村建设中，村子面貌发生了彻底改变，处处
整洁清新，文化、娱乐、保健场所一应俱全，柏
油路四通八达，一直通到村子里。每到国庆节，
乡亲们不约而同都会来到村子新建的广场上，
唱国歌、升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热爱。高远的天
空下，国旗更红，国歌也更加嘹亮了。

父亲年老退休后，乡亲们推选弟弟国庆当
了村长，但每次升国旗，父亲还当升旗手。父亲
说，他要一直当下去。

村西那条路
■ 张庆忠

记忆中，村西有一条土路，蜿蜒到田里，
再延伸到远处的大路上。 那条路，乡亲们既爱
也恨，爱的是到地里干活方便，恨的是遇到雨
天雪天，路实在难走。

那条土路上 ，爷爷的 “千层底 ”和 “土牛
子”迎着晨露上路，踏着夜幕回归，一步步为
温饱忙碌着，却总也走不出饥饿。 当年，爷爷
和乡亲们没日没夜地奔忙， 填饱肚子是最大
的期盼。

爷爷老了， 父亲开始用他的 “地排车”、
“二混子”和自行车丈量着那条土路。 土路已
经变宽、变平坦，路边也有了一条沟渠。 沟里
有了潺潺流水和摇曳的芦苇， 路边也有了柳
树、杨树和槐树，虽稀疏，却也算是一道风景。
我们有时会到路边做“苇哨”和“柳哨”，哨音
与欢笑缠绵，吹响了童年的天空。 有时还会到
沟里摸鱼，改善一下全家的伙食。 一家人有了
温饱生活，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却没
有改观。 偶尔，父亲一杯老酒下肚说起胜利油
田的生产路，脸上露出羡慕的神情，忍不住发
句牢骚：“咱村边那条土路， 啥时候也能那么
敞亮啊！ ”

父亲老了， 我用电动车和汽车丈量着村
边的那条路。 路已经变成了沥青路， 宽阔整
洁，平坦舒适。 在沥青路通车的当天，父亲轻
轻走在上面，仿佛怕踩疼了路面，喃喃自语：
“好，好！ 比油田生产路好多了！ ”“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随父亲的农用工具一起，从

此只留在了记忆里。 一次，儿子用小手指着老
照片上父亲的 “地排车”， 好奇地问：“那是什
么？ ”在他的世界里，压根就没有这种东西。 吃
饱穿暖早已成为历史， 人们为小康生活忙碌
着。 前几年，隆隆轰鸣的工程车又开上了那条
路，对路边进行了整平，种上了生气蓬勃的花
草树木。干活的师傅说，这叫“三网绿化”，为的
是提升咱们老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

路不再仅仅是为了 “行 ”，还为了 “美 ”和
“幸福”！春有蝶飞蜂舞，鸟语花香；夏有郁郁葱
葱，蝉鸣蛙噪；秋有果红叶黄，虫儿合唱；冬有
玉树琼枝，雪花飞舞。在路上，不只是为梦想而
奔忙， 还为了欣赏生活中处处的四季风景，让
自己有一个好心情。 路上和林间，身穿橘色工
作服的养护人员，日夜忙碌，清扫着路上的垃
圾，照料着路边的花草树木，为这条路的“畅、
安、舒、美”洒着一滴滴汗水。那天，我与正在花
草间忙着除草的一位工人聊天。 他一边忙活，
一边间或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着汗。说起这条
路的美化，他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 是啊，这
条路上绿树成荫，空气清新，蓝天碧水，真让人
羡慕。

有了平坦洁美的公路， 老百姓的日子，是
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一个样。 那一条条笔直
的道路，行走在繁华城市之中，穿梭在如诗如
画的乡村里，连接着让老百姓走上幸福生活的
梦想之路。 漫步在村西的那条路边，满眼浓得
化不开的绿意， 抚平了我浮躁而纷乱的情绪。
村边路的变化在脑中升腾，祖国百年发展的脚
步声响彻在耳边，我胸潮澎湃，心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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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中国红
金国泉

南湖红船

是南湖拥抱着这条红船

还是红船亲吻着这一方南湖？
烟雨迷蒙

在迷蒙中审视日落日升

且听这湖上的波涛

每一声都是一个不屈的引擎

且看这烟雨楼上下

每一星草木都可配制一剂治病的良方

需要多大的勇气才可以取出自己的生命

需要多大的力量才可以解除

那些捆绑的枷锁与铁链

需要多大的智慧才能在枪林弹雨中

安放自己的灵魂

灵魂不朽呀

我看到了一个焦渴的民族 现在是

怎样的开阔与平静

静影沉璧

可否听一听那欸乃的桨声

桨声里有劈波斩浪的甘冽

可否品一品这群战马

马声嘶鸣 是漫漫长夜里的呐喊

可否数一数这花草的怒放 灌木的虫鸣

峰回路转 拨开荆棘

这些垂柳是正在合唱吧

手牵着手 肩并着肩

一首《高山流水》 一首《春江花月夜》
我看到这湖 这船 这桥 这楼 这古银杏

它们相互掩映 相互细数

各自砌出了多少彩虹

长征，长征

二万五千行的史诗

谁能启承转换一气呵成！
二万五千页的长卷

横竖撇点折

每一笔都劈波斩浪 气运丹田

一个梦在另一个梦里翻山越岭

一场雨在另一场雨里横空出世

亘古未有的脚步声呀

疏能跑马 密则不能插针

金沙江 大渡桥 赤水河

下笔惊 挥毫险 布局奇

是先有这些肉体还是先有这些灵魂

最初的日子那么烂漫

在烂漫中坚守

在坚守中排山倒海地前行

离天三尺三！
不可能征服的均已征服

不可能孕育的也已在此坦然孕育

记住：雪山可以擦亮你的利剑
草地可以验明你的正身

每一步都是无比的苍凉

但每一步都是无比的辉煌

隐藏于头顶的春天也隐藏于脚底深深的泥泞

它似乎能打开所有通往春天的门

冰雪皑皑之上仍有那么多行走的花朵盛开

相隔百年时空

我仍能看见泥泞中被踩踏 颤抖

却仍然昂着头的小草

它们始终拒绝命名

它们就像那千真万确的星星

让我们不断追问 追寻

南昌起义

有一种枪响仍在持续

我能看见熄灭的怒火仍然涌动

我能看见那些淡定的血迹仍然鲜红

红得与故乡的杜鹃花一起

年年盛开

一切站立都是不倒的

一切站立又都在黑黢黢的夜色中发出光芒

像一个发散性思维

四面八方先是颤栗

而后是滚动的风雷

那面旗帜上有几个弹洞？
每一个弹洞都饱含对祖国深深的爱

深藏的隐喻像远去的涛声

荒莽之上仍有疾驰的马蹄

那么饱满的马蹄

谁能揭晓三月江南的堤柳

有几条是泪几条是青丝

谁能揭晓塞北的雪

有几片在耀眼几片还在冰封

三月鸟语花香

我仔细倾听那不息的声鸣

像捷报

像澎湃的心得笔记

觉醒年代

一条真理的寻找需要一阵惊雷

晴天霹雳方可横槊赋诗

谁能绕过那一道一道的血迹

血迹里那一个又一个破碎的梦

梦中的情人

情人眼中那一颗一颗苦到绞痛的泪

每一道伤口都是一块伤疤

像荆棘 像藤蔓

但更像那颗炙热的太阳

让藤蔓翠绿

藤蔓匍匐在地 勒紧了去年的枯枝

从长袍袖口中露出来的《新青年》
苦口婆心

足可烛照学子们泥泞中凌乱的双脚

能使大地震撼的双脚

也能使星辰更加闪耀

天空垂泪呀

被闪电劈开的江河滚滚咆哮怀抱青山

青山之上有滴血的杜鹃

激情似火

火中有呼唤与凝视

所有的痛苦与不幸都像那被折断的花蕊

有挣扎有对抗有扑棱棱的香气

一路泥泞

没有一首诗可以熬成一剂良药

但一首诗足可以让一个民族

在泥泞之上彻夜不眠

风声猎猎 红旗猎猎

带着鹰隼带着沙砾

带着那荒野之中永远苍茫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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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稻米
■ 凌泽泉

在父亲的眼中， 一粒粒晶亮的大米就是闪烁
着金光的粒粒珍珠，缀在岁月的发髻之上，照亮一
个个平常的日子。

春风开犁， 父亲把用来育秧的水田翻耕耘平
后，又运来灰粪，撒上厚实的一层，再扛来大锹，从
田横头的水沟里放进一些水， 然后让关着的水在
田里浪上几日，这才挑着已催芽的稻种来到田头，
轻轻一扬手，便把一粒粒稻种，连同裹在它们身上
的晚霞，一同安放到水汪汪的温床之上。

撒完稻种后，父亲挪开箩筐，弯下腰，从草棵
里将漏下的稻种一一捡起， 然后小心地把它们送
进田里。 父亲想，每一粒稻种都将是一束沉甸甸的
稻穗，怎能让它们在出发之前就夭折了希望？

自打稻种入田之后，每天天刚蒙蒙亮，父亲便
扛起大锹，来到秧田埂，蹲下身，仔细观察着那些
细白的芽根是否亲近了泥土， 那些赭黄的稻壳是
否压住了嫩芽的头部。 这方窄窄的秧田埂，父亲每
天都要转上十来圈，有时，他还恨不得把手伸进秧
田里，将那些歪着身子的秧苗扶正，将那些露在水
里的根须摁进稀软的泥中。

当秧苗们挨挨挤挤地站满了秧田， 父亲的心
情比早起唱歌的鸟儿还要愉快。 他将大锹横在长
满巴根草的田埂上，一屁股坐在锹把上，眼睛含笑
地看着秧苗青青的眉眼。 他想，这一棵棵秧苗即将
被移栽到一个个硕大的田块， 独自撑起一方方新
天地，然后在风中分蘖，在雨中拔节，在闪电中扬
花， 在雷声中灌浆， 在秋风中再换一身金黄的戎
装，翻滚起金碧辉煌的一波波澎湃稻浪。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自从水田里插上了一
簇簇新秧，父亲就有点魂不守舍，白天，他扛着大
锹，从这条田埂转到那条田埂，仔细地察看田埂是
否渗水。 对于新堵上的田埆，父亲都要用脚底板使
劲踩实，他担心，万一田埂关不住水，那些站在骄
阳下的秧苗，嗓子眼就要干得冒烟，那向上拔节的
秸秆就会枯蔫， 大把大把的稻穗就会失去来到红
尘的机会。

金风送爽的秋日，提着镰刀的父亲，俯下身子

收割的姿势就像是在向每一束迎镰而倒的稻穗深
深地鞠躬致谢。

收割后的稻田，父亲每每要来来回回走上好几
趟，为的是把那些丢失的一根根稻穗拾起。 码过稻
把的田埂草丛中， 星星点点地落下了一粒粒稻谷，
父亲见了，便从田里抓起一把泥，捏成团，然后从落
有稻谷的草丛中滚过， 那一粒粒稻谷便粘在泥团
上，父亲将粘有稻谷的泥团放进竹篮里，在清水河
里淘洗，不大一会儿，篮底便现出了厚厚一层金黄
的稻谷。

父亲把每一粒黄澄澄的稻谷都视为珍宝，他
知道，从育秧到插秧到收割，这个过程太漫长。 多
少个日日夜夜，多少场风风雨雨，多少滴汗珠与心
血，才鼓胀起一粒粒饱满的稻谷啊。 这一粒粒稻谷
喂养着我们的身体，怎能不让人倍加珍惜。

米是人的胆，家中有米，过日子就不会担惊受
怕。父亲常说，一切从米出。米能出油盐，米能出衣
裳，米能出学费……一旦缺少米，日子就会过得心
慌，过得局促不安。

父亲对秧苗的感情、对稻谷的感情，其实就是
对土地的感情、对生活的感情。

捧起一把米，迎着窗外透过来的光亮，我分明
听到了禾苗分蘖拔节的清脆声响， 闻到纷纷扬扬
的稻花清香， 我还听到了风声雨声雷声正从尖尖
的稻芒上滚过， 看到了翻滚的稻浪正在我的眼前
铺展出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

无论天晴天雨，是亲爱的大米，养活了每一个
平常的日子。

国潮动漫“出海”令人耳目一新
吴学安

每一年的暑期档，都是动画作品的兵家必
争之地， 竞争最为激烈却也总能让人看见新
意。 刚刚过去的暑假，《白蛇 2》在多部国产动
画电影中拔得头筹， 视频网站动画片数量可
观，《天宝伏妖录》等纷纷“出海”登陆全球流媒
体平台……近几年，国内游戏厂商以及漫画平
台纷纷通过“国风”作品开拓国际市场，取得了
不错效果。 而国外厂商也嗅到了其中商机，选
取中国文化元素进行 IP 创作， 如日本索尼互
动娱乐与国内厂商联合制作《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电视游戏，并向全球推广发行。

近年来，国产动漫产业发展迅速，产量可
观，产值占比越来越大，制作水准也得到迅速
提升。 但同时，动漫作品整体质量不高，尤其
是内容上良莠不齐，一方面，中国动漫片受海
外作品影响较大， 在剧情及人物形象设计上
过于西化；另一方面，内容过于娱乐化甚至是
低俗化，传统内涵不足、教育意义缺失的现象
也受到广泛批评， 这严重影响了国产动漫片
的行业口碑和声誉， 阻碍其在国际上的传播
力与影响力。

一群欧美、 日韩的读者看过中国的漫画
后，留言表示希望尽快看到后续故事。 他们所
追更的漫画来自“快看”漫画平台。这一平台汇
聚了中国各地的漫画工作室和创作者，仅今年
一季度， 该平台就向海外分发了 109 部作品。
平台创始人透露， 今年将把海外市场作为重
点，通过借道海外平台、试水自营平台等方式，
进一步送中国漫画“出海”。

随着泛娱产业的兴起，国产动画迎来发展
的新契机。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
化积淀深厚，在思维方式、道德准则、文艺观
念、 生活态度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
这是中国动漫产品创作的精神库存和素材来

源。 国产动漫植根于民族文化，老北京的胡同

生活、江南水乡的市井生活、京剧与相声等传
统曲艺形式、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等都可以成
为优秀的创作题材。 在如今内容为王的时代，
中国动漫在进行形式创新的同时，必须确立自
身的文化特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动漫
创作，是尊重市场需要的举措，也是能否立足
更广阔市场的关键。 在今年的动漫展上，一批
“国风”动漫和游戏的集中亮相，让国潮成为展
会最引人关注的标签。 和《山海镜花》一样，这
些作品都取材自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并有意识
地将中国的文化符号融入其中。

从模仿到原创，从市场到产能，中国动漫
产业进入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当下的一些
市场数据也呈现出一种令动漫从业者兴奋的

态势。但如何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张力在动漫
产业领域进一步有效发挥，仍是亟需探索的现
实问题。国潮动漫产品创作要将传统文化的精
华与时代的总体潮流、动漫艺术本身的个性特
色进行有机融合，寻找到它们之间的对话点和
共通点，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这要求我们要充分利用好博大精深
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使之成为动漫产
业的深厚创作背景，而不可一窝蜂地向传统文
化宝库“索取”，形成肤浅、形式化的跟风浪潮。
唯有如此，动漫产业才能形成领先的、创新的、
独有的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