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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长安

马小君

兜着这场雨
我不知如何是好
深秋的每一句话都伤感
热恋的季节已过去
在收获的日子里
我不想成为一腔冷水
你望着层林尽染的山峦
把掌心那片枯叶
轻轻放飞
红，是什么样的红
黄，该怎样黄

好想兜住这场雨
用一身体温
烘干这个世界
只留一个小小的谜底
在邂逅的花雨伞下
请你打出一个站牌名

（作者单位：西曲矿选煤厂）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考入太原
七中上高中。每年 9 月开学后没几
天，校园里就热闹起来，除了上课，下
午课外活动全是队列练习——我们
要参加省城的国庆庆祝游行，年年如
是。

七中全校承担的是省城国庆游
行队伍中的少先队方阵，而且是走在
最前面的少先队仪仗队。那就不是
仅仅排着整齐的队伍往前走那么简
单，而是有许多专职任务要承担。具
体是，走在最前面的是少先队队旗 5
面，每面旗 3 个人，一名旗手，两名护
旗手。然后是 50 名初中女生穿花裙
子，各人手拉一条彩带围成一圈，中
间是“星星火炬”造型的彩车。接着
是少先队军乐队，包括 10 面大鼓，
100 面小鼓，40 名小号手。最后是我
们高中男同学 80 人，抬大字标语“我
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10个大字。每
个大字 4 个人抬，40 人前面抬，40 人
跟在后面轮换。尽管已是高中生了，
也一样穿上队服，上白下蓝，系红领
巾。整个仪仗队全由我们学校完成，
其他学校的游行队伍跟在我们后面。

那时的五一广场，在我们的心里
非常神圣，那就是太原市的天安门！
所以我们能参加国庆游行感到十分
光荣，十分自豪，连家长们都高兴，逢
人就告：“俺家小明参加游行呀！”着
急地翻箱倒柜，给准备干净队服。那
时经济还比较困难，孩子们上学一般

没有统一校服。
所以，9 月份开学后的这 20 多

天，学校里是操练多，响动大，感觉完
全淹没了课堂教学，老师们同学们都
忙得不亦乐乎。只要一下课，准有哪
个班门口走廊里，就响起号声：“哒哒
哒滴——哒、哒哒滴哒哒——”下午
课外活动，就是队列练习。“一二一、
一二一！”体育老师、音乐老师、教导
主任那嗓子都快喊哑了。9 月下旬，
在 学 校 里 进 行 连
排，到二十八九号
晚 上 就 去 广 场 彩
排，反正七中在上
马街，离广场也不
远。我想，这也是
为 什 么 七 中 年 年
都 有 参 加 国 庆 游
行任务的由来吧。

10 月 1 日，我
们早上五点半集合，6 点整队到文庙
巷、侯家巷候场。我们前面的队伍都
已经到位，是大人们，有穿工装的，有
穿农民服装的，有穿运动服装的，都
整齐划一。候场时间很长，我们就借
故离队跑到前面去看。只见五一广
场周围红旗招展，彩旗飘扬，远近街
道上停着一溜装点好的彩车。有一
辆体育彩车上，游泳运动员穿着泳装
要摆造型，早上还冷，都裹着军大衣。

10 点钟游行检阅开始。路边灯
柱上的音箱里播放着高亢的乐曲，还

有一男一女俩播音员在激情地现场
解说。大约 11 点，我们少先队的队
伍行进到广场主席台前。同学们抬
头挺胸，精神抖擞，步伐整齐，踩着军
乐队的鼓点，“哒哒哒滴——哒，哒哒
滴哒哒——”雄赳赳地通过。主席台
上的省市首长，是招手，还是鼓掌，也
没敢扭头看，只能向前向前向前。整
个游行队伍在通过主席台后，先走一
段迎泽大街，到大南门右拐，再走解

放 路 ，过 了 府 西
街口快到天主教
堂 时 解 散 ，我 们
走到那儿大概就
是 12点左右。

第 二 年 ，已
经 高 中 二 年 级
了 ，又 参 加 了 一
次游行。其他初
中班照旧少先队

方阵，我们则列入文艺表演方阵，穿
着农民服装，跳着大刀舞，在抗战歌
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伴
奏中行进。那年应该是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 20周年。

五一广场要改造了，不管是早先
的首义门，还是后来的检阅台，它在
太原人的心中始终有那么一种庄严
而神圣的感觉。对我们这代生于斯、
长于斯的过来人而言，它刻印着我们
少年时代和青春岁月的永久记忆。

（作者单位：退休干部）

国庆游行到广场 好想兜住这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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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湖海 李斌（职防所）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是金黄色的季节，更是收
获的季节；景色更像一幅油画，美丽田野，五彩斑
斓。

秋天的美是成熟的，它不像春天那么羞涩，夏
天那么炽热，冬天那么迷人。秋天的清晨最美，只
见田野的雾气笼罩着房屋、庄稼、树林，大地一片朦
朦胧胧，人们犹如进入仙境之中。秋天的晚霞也很
美啊，有时像一只金色的龙在天空飞舞，有时像一
幅写意的水墨画……随着云朵的不断变化，晚霞的
颜色越来越深，红的发紫，和深蓝的天空融为一体，
又是一番别样的景色。秋风凉丝丝的，吹拂着花草
树木，卷起的漫漫黄沙，让凋谢的叶儿漫天飞舞，在
天空中久久飘零，不肯落下；由于秋风的原因，人们
觉察不出什么时候大地的主色调变成了黄色，树上
的叶儿变得黄而稀疏，不像春天那样绿而繁茂，草
地也变成了金黄色，田野中也是一片金黄色，因此
人们称秋天为“金秋”。

尤其是菊花形态各异，色彩繁多，有的红色，似
朝霞；有的雪白，似白云；有的含苞欲放，有的亭亭
玉立，美不胜收。秋天虽然没有春天那般艳丽，可
有一种颜色是天下一绝——红：枫叶只有在遇见秋
天时才会变红，愈到深秋，愈是红艳，远远望去就像
火焰在滚动，艳得赛玫瑰；枫树林给大地铺上了红
色的地毯，秋风一吹，枫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好似
在鼓掌欢庆这丰收的景象。

在秋天的季节里，欣赏美丽景色的同时，不忘
自己的职责，以饱满的热情，朝着认定的目标，脚踏
实地，奋发有为，去收获成就，创造美好生活，不负
好时光。 （作者单位：镇城底矿选煤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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