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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青山水库”征文

小桥、流水、蓝天、白云、绿树、草
坪。

3月3日上午，久违的太阳终于露
出明媚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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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鄂南崇阳县的
大集公园广场前，不断飘出激昂悠扬
的钢琴声，随着钢琴音符响起的是嘹
亮激越的歌声。

一大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
在美丽的大集公园，从一个小男孩、一
个小女孩，到三个人、四个人，一群
人。瞬间，广场中间人们随着飘扬的
歌声整齐欢快地歌唱起来、舞动起来，
这中间有孩子，有青年，有老年人，有
男有女好不热闹。最后近 1000多人
整齐歌舞。引来很多围观的群众挥舞
起五星红旗参与其中，整个场面盛大
震撼，放声歌唱，令人激动，令人鼓舞，
异常精彩。

据了解，这是该县为了庆祝建国
70周年和“三·八”妇女节，由县委宣
传部和县新闻宣传中心共同策划组织
的《歌唱祖国》“快闪”活动。

上午 9时许，一男一女两个小孩
缓缓来到草坪上，在大型钢琴伴奏下，
稚嫩清澈的童音拉开了个《歌唱祖国》
的序幕：“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
走向繁荣富强”，刹时，千余名群众自
发加入演唱，优美的旋律、震撼的歌声
飞越崇山隽水。

参加这次快闪活动的有干部职
工，有党员群众，有八十岁的老人，也
有刚出生的婴儿，历史将记录这一刻，
大集广场成为歌唱的海洋、旗帜的海
洋，成为歌唱祖国，激动人心的海洋。

活动现场，志愿者事先向市民分
发国旗，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快
闪”活动开始后，大家纷纷掏出相机摄
影留念，歌声响起来，掌声响起来，欢
呼声响起来。

“刚来到公园就听到了美妙的歌
声，感觉很突然，然后就挺激动的。大
家一起挥动小红旗一起唱的时候，就
觉得心里特别骄傲、特别自豪，感动和
热爱的感觉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主动
参与这场“快闪”活动的市民龚沐告诉
记者。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
向繁荣富强。”合唱结束时，伴随着
《龙的传人》音乐响起，一群小朋友从
人群中冲了出来，跳起了激烈的街
舞，他们用自己丰富的肢体语言，感
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带动了全场市
民的激情。

在现场深情歌唱、演奏、舞蹈的带
动和感染下，老年合唱团、青年合唱
团、市民们掩饰不住喜悦和激动，再度
点燃内心的火热，又一次共同唱响《歌
唱祖国》，以热情激昂的歌声，为祖国
献上老中青三代最真切的祝福。

旗袍、汉秀、街舞。《歌唱祖国》大
型歌咏会中，加入时代元素，加入崇阳

元素。歌咏会大气磅礴，又不乏历史
沧桑，催人奋进中又让人充满了自豪
感。

“我宣誓，我宣誓，我宣誓 ...我志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

每一张笑脸都洋溢着祝福的闪
光，每一句歌声中都展示着真挚的情
感。“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该
县女高音歌手肖珊英一曲《党啊，亲爱
的妈妈》唱出了所有女性的心声。

激情还没褪却，情感再度爆发。
在《党啊，亲爱的妈妈》的背景旋律中，
38名女性党员面对国旗，面对入党誓
词发出慷慨有力地呐喊。“我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履行党员义务……”近年来，崇
阳妇联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带
领全县妇女建功立业，承传家风家教，
扬眉吐气，不让须眉，特别是举办系列
的“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受到了
各级各部门的点赞和喝彩。

重温入党誓词，表达了她们对建
国70周年以来伟大成就的敬仰，表达
了对党的热爱，喊出了她们新时代的
心声，也展现了不忘初心、永远奋斗的
热忱。

“比心祖国，祝福祖国！”“热泪盈
眶，自豪满满！”活动结束后，市民们纷
纷吐露自己的情感。“用‘快闪’这种形
式来歌唱祖国非常有意义，不仅新式
新颖，也和现场观众取得了很好的互
动，让人印象深刻。”在事业单位上班

的叶烨、金云清、甘攀笑着告诉记者，
通过此次活动，他们给自己定下了“小
目标”，将在接下去的工作中“撸起袖
子加油干”，以更为饱满的精神状态努
力奋进。

“我们见证了祖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伟大成就，见证了建国70周年以来
的丰功伟绩，为祖国骄傲，为祖国自
豪！”老年大学的合唱团成员石多玉老
人红着眼眶说道。

“这次‘快闪’活动，就是为了把广
大党员群众激动、振奋的精神，以自
觉、自发的快闪行为艺术表现出来，也
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党员群众‘不忘
初心、继续前行’，立足自己的岗位，用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干到底’
的精神，向建国70周年献礼！”县委宣
传部有关负责人说。“快闪”的表现手
法，让整场活动切实深入到市民，既时
髦又走心，描绘着崇阳50万人民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虽然整个过程只有六分多钟，但
所表达的“心”声就如同歌声一般明
朗，在所有参与者和观赏者的心中留
下袅袅余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崇阳步上高质量发展
快车道，崇阳的经济和社会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

三月是鲜花盛开的时节，山青水
秀的崇阳有十万亩樱花次第盛开。寒
流挡不住，春天来了，江南天府崇阳的
风景格外精彩！

大美崇阳踏歌前行
——崇阳县快闪活动引爆千人激情歌唱祖国

全媒体记者 沈二民 陶然 通讯员 李玉娥

2019年的春节，除我外的一家三
代 11人是在深圳过的。为了弥补没
有我在深圳团年的缺憾，北京的老大，
深圳的老三在元宵节前相约赶回老家
崇阳与我团聚。在家乡工作的老二特
意安排了一叶小舟，在一个风和日丽
的春日，一家人泛舟在平静如镜的青
山湖上。微风吹过水面，激起了阵阵
涟漪，我的回忆就像水面的波浪一样，
在脑海中不断地荡漾着。

那是 1969年冬天的一个清晨，17
岁的我早早吃过老母亲煮的早饭，披
着晨霜，挑着一担土箕，土箕的一头装
着一床棉被与一双“力士”球鞋，另一
头是几斤大米，几斤苕丝，一包干萝卜
丝和一把干辣椒皮。跟随上青山水库
工地的滚滚人流，走白霓堰下过铜钟
去青山的小路，抄近往水库工地走去。

上水库工地前，我居住在老家路
口区棠棣公社棠棣大队林场，我爱人
杨金云居住在相邻的油塘大队林场。
本来没有交集的我与她相识在青山水
库筑大坝的工地上。

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青春年少
的我在高强度的劳作中吃的是苕丝
饭，没油少盐用干辣椒皮调味的干萝
卜丝菜。饿急了就到附近山上摘一些
野山楂类的野果果腹充饥。杨金云看

到我十分饥饿的样子，就在劳作之余
上山，在人家挖过了红苕的地重新翻
挖一遍寻，找寻漏捡的红苕，我老家叫

“倒苕”，运气好的话一次可刨捡到八
九斤。红苕放在饭钵里蒸着或吃点生

红苕，这样，基本上解决了饿肚子的问
题，上工地也更有力气和干劲了。

那时候，水库工地广泛流传着这
样一句俗语：萝卜丝乱端，线粉自家
蒸。萝卜丝称谓大路货，人人都有，端
错了也没有关糸，苕线粉属于稀有物，
只有少数家庭好的人享用，所以不能
乱端。杨金云常蒸自家带来的苕线粉
给我吃，苕线粉上还飘着星星点点的
油花。如今回忆起来，由于她的出现，

我觉得我苦中有乐，苦中也带甜。
上水库工地前的冬天，我一直只

穿一条单裤子，1996年的冬天在崇阳
气象史上可能属于偏冷的气候，收工
后，我感觉特别冷。杨金云很细心，用
她的标工补助款去团头咀的供销合作
社分店买了一条卫生绒裤。我穿在身
上，暖在心头。

记得有一天，我把被子拆洗了，因
当时的盖被是由棉絮、包被、被心三件
缝结而成，不像现在的套子被，现成
的，只把拉练一拉，很简单。收工后的
傍晚，我开始缝定被子。

我一个大男孩哪会针线活，平时
只看见别人做过。穿好针线，我一本
正经忙起来。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跪
着，反脚反手怎么也不顺手，累得一身
汗，天渐渐黑下来，我正一筹莫展，杨
金云来了，幸亏她的及时相助，很快就
缝好了被子。

我与爱人杨金云没有花前月下，
更没有海誓山盟，五十年前相遇在青
山水库工地上，使我们相识，相知，在
艰辛的劳作中建立了朴实的恋情。转
眼就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青山
水库巍峨屹立，碧波万顷，滋养一方水
土。我的家也是开枝散叶，幸福美满，
成为拥有10多人的大家庭了。

我和爱人参加了青山水库的建
设，见证了青山水库建成后的功效，同
样青山水库也见证了我的爱情和婚
姻。崇阳是永远热恋的故乡，青山水
库是我终身留恋的地方。

青山之恋
○ 王胜桥

本报讯 通讯员庞书聘、陈
义红报道：“阳和启蜇，品物皆
春”。3月 1日上午，崇阳县“程四
红名师工作室”举行第二次集中
研讨会。

上午，涂荔青老师领学了《新
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名师工作室的陈睿、程静、庞
焓等老师分别讲述了自己在教学
过程中的教育小故事，分享了寒假
阅读心得，交流了 2019年名师工
作室个人成长计划；名师工作室主
持人程四红要求工作室每位成员
要制定两个计划、写好一个总结、

开好“悦读和教育故事分享”两个
会、组织三赛、坚持八个一。

下午，实验小学信息技术中心
甘旭飞对工作室人员进行了电子
设备的使用和微课制作的培训。

通过这次活动，搭建了教育教
学研究、阅读交流、多媒体信息技
术学习的平台，拓展了青年教师的
成长空间，真正让名师工作室成为
了一个教学研讨的平台，一个锤炼
青年教师的熔炉。

据悉，该县共有两个名师工作
室，即“程四红名师工作室”（语
文）、曾良茹名师工作室（数学）。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国文、通
讯员李春报道：锣鼓声声震天响，
喝彩句句引叫好。2月28日下午，
崇阳一中学术报告厅热闹喧天，这
里正在举行崇阳一中 2019届高三

“百日誓师”大会，1380名高三学
子、老师、家长热血沸腾，叫“好”声
不绝于耳。

誓师会上，校长吴志光与学
生探讨了大学是什么？如何才
能进入理想大学？希望老师们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蜡炬成
灰泪始干”的职业精神，也希望
家长们要以孩子前途为共识话
题。

接着，校园十佳歌手上台演唱

励志歌曲，给高三同学鼓劲加油，
唱响了青春主旋律，把同学们的激
情火焰燃烧。

三（1）全体同学猛然起立面向
三（2）班同学，齐声宣读挑战书，发
起了挑战，擂响了战鼓。三（3）班
向三（4）班，三（6）班向三（5）班、三
(15)班向三 (16)班、三 (20)班向三
(19)班发起挑战，你挑战我应战，
呐喊声助威声响彻全场，把誓师大
会推向高潮。

家长代表陈海宝鼓励孩子们
把精力投入到 100天的复习备考
中来，表示一定会做孩子的坚强后
盾，与学校、老师形成合力，共同收
获一个辉煌的六月。

崇阳一中高三年级

举行百日誓师大会

程四红名师工作室举行研讨会

分享教学小故事

(以上图片摄自快闪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