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洞村，紧靠南海经济开

发区北园，与佛山一环、广三

高速、兴业路相邻，下辖十一

个村民小组。桃园西路、官华

公路贯穿其中，交通便利，地

理位置优越。

农业生产是罗洞村的传

统产业，以种植水稻、瓜果蔬

菜为主，是广东省无公害蔬菜

产地。村内河涌交错，水质优

良，为渔业养殖提供了良好的

条件。近年来罗洞积极引进

桂花鱼、笋壳鱼等高值养殖产

品，使鱼塘养殖业经济效益不

断提升。

罗洞村积极利用与南海

经济开发区北园接壤的地理

优势，大力整合土地资源，加

速产业转型、提升，调整发展

思路引进符合能效环保要求

企业。

乡村振兴，城乡高质量融

合，除了产业之外，环境提升

是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的重要内容。

罗洞公园与罗洞村委会

仅隔着一条数米宽的官华路，

站在罗洞村委会门前，就能看

到刻有“罗洞公园”四个大字

的景观石。

罗洞公园靠近路边的一

段新砌了仿古砖设计的围墙，

以确保群众活动安全。公园

内，保留着原有的四角凉亭，

又新设计了一个一百平方米

左右的活动平台和一些小花

圃，并新安装了健身器材。公

园焕新颜让人赏心悦目，是开

展群众户外活动的首选地。

白天吸引不少村民前来休闲、

健身，晚上一起跳广场舞。

罗洞山顶公园是一座小

山冈，是村里的制高点。这里

曾是一片荒地，乘着乡村振兴

的东风，罗洞村对其进行整治

提升。罗洞山顶公园以山冈

顶的一棵百年古榕为中心，向

四周完善设施建设。修建了

山冈顶的休闲平台，配置了休

闲的石桌石凳，铺砌了错落有

致的登山石径，种植了利于巩

固水土的大叶油草。从山冈

顶的休闲平台环顾四周，整个

公园与周边民居融为一体。

在罗洞村罗一经济社，镬

耳屋的青砖墨瓦，古韵悠悠；

雕梁画栋，气势非凡。据说，

这里原来有四间书屋，建于清

光绪八年，距今约一百多年历

史。由于当年战事，其中一间

书屋遭遇袭击，已被村民拆

除，用于建房。现存的三间书

屋为“仙岗书室”“泽明学塾”

“举鑑家塾”。昔日，族人在外

经商积累了财富便在村里建

起书屋，用于后人念书习文。

这三间书屋是村里先辈族人

重视教育投资教育的见证，历

经百余年风雨沧桑，更是村里

人的荣光。1949年到1965年

这里是村小学所在地。

2020 年，罗洞村提出了

“唤醒百年书屋”的普惠项目，

挖掘村中文化积淀，在最大程

度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对占地

近一千平方米的三间书屋进

行修葺、活化。

历时数月，罗洞村三间百

年书屋修缮完成。书屋部分

壁画是按照原来的胚临摹修

复的，壁画上有画家杨瑞石的

署名。据资料记载，杨瑞石是

清代光绪前后岭南建筑界中

绘制壁画的著名画家，师从沙

湾杰出民间艺人黎文源，擅壁

画，曾为广府地区多处祠堂、

社坛绘制壁画。光绪年间建

造的广州陈家祠的壁画，就是

由杨瑞石所主持完成。同年，

罗洞村入选镇级“十大美丽乡

村”。

荒地变公园，美了环境留

住乡愁；活化百年书屋，延续

乡村文化脉络。

生机勃勃、环境优美的罗

洞村，承载着改革开放再出发

的美好未来，承载高质量发展

的路径选择，将乡村振兴工作

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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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阳
（外一首）

◎陈怀洁

秋天的太阳

经常躲躲闪闪

在它灼热目光里发生变化

悄悄地变幻着奇异色彩

一片一垄的果实

一池一洼的碧水

在它深情的注视下变得

清幽美丽

超尘脱俗

秋天的太阳

是特殊的化妆师

用光线扫描

用情感装扮

呈现给世界

一番美妙景致

秋阳

成就大地一种纯粹的美

让人有所感悟

有所收获

秋雨
秋天的雨

是一把钥匙

它带着清凉和温柔

轻轻地 轻轻地

趁你没留意

把秋天的大门撞开

秋雨绵绵

跌落到地面

雨滴顿时飞溅起细小的雨花

落在水绣球上

一簇一簇沾满秋雨的花朵儿

压弯树枝

秋雨沙沙地下

它在演奏

奏黄一片片稻田

奏出成熟

丰收的秋色

瞬间

犹如一泓清流融入大地

融入每个人的心灵

老妈这个人特别有意思，

看 个 电 视 经 常 会“ 入 戏 太

深”。她的情绪会随着电视剧

中主角的命运而变化，有时候

陪人家哭天抹泪，有时候又陪

人家欣喜若狂。

前段时间，老妈看了个电

视剧。因为那部电视剧不是

大团圆的结局，老妈为此愤愤

不平了好久，整天唠叨：“这是

谁编这样的电视剧，好人没好

报，真是瞎编！”我见老妈如此

认真，说：“你都知道人家是瞎

编了的，干嘛如此较真？”老妈

气呼呼地说：“这样的结尾就

是太不好了，害得我这阵都心

情不好！”我摇摇头说：“妈，果

真是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

傻子。你这看戏的，可不能让

电视里的人物影响心情，不然

就太傻了！”

因为老妈容易“入戏太

深”，我便推荐她看一些幽默

轻松的喜剧。这下好了，老妈

整晚都哈哈地笑个不停。我

看着老妈投入的样子，心想老

妈虽然年纪大了，但还保留着

一份天真呢，这样也不错。

前不久，老妈看电视上一

个情感调解类节目。节目中有

对中年夫妻闹离婚，上节目让

情感专家调解来了。老妈看着

看着就入戏了。我在一旁玩手

机，老妈抢过我的手机说：“你

先看会儿这个节目，瞧瞧这个

人真不是东西，这么好的老婆

竟然想离婚！”我扫了一眼电

视，说：“妈，这些节目都是假

的，你还当真了？”老妈反驳我

说：“怎么会是假的呢？这都是

真人真事，人家节目里都说

了。这里面的人还有具体的工

作单位呢！”我“切”一声，说：

“妈，很多东西当个乐子看就行

了，不要入戏太深！”可老妈依

旧一边看节目，一边义愤填膺

地评论。看到最后，节目中的

夫妻俩和好了，老妈也跟着眉

开眼笑起来。

“入戏太深”的老妈，不仅

看电视如此，生活中也是如

此。有一段时间，老妈的一位

老姐妹跟儿媳妇闹矛盾，有一

次两个人吵了起来。老妈知

道这事之后，就像自己跟儿媳

妇吵架一样，气得不得了。那

次这位老姐妹来我家，跟老妈

抱怨儿媳妇的不是。老妈说：

“现在的年轻人太不像话了，

敢跟老人顶嘴，还跟老人吵

架，简直无法无天。要我说，

这是缺少家教，应该让她娘家

人好好教育教育她！”老妈的

口气就像是在伸张正义，可她

的老姐妹听了这话，不仅没有

排解忧愁，反而更生气了。

老妈的老姐妹走了之后，

我对老妈说：“妈，你这么处理

事可不对。要我说你这是入

戏太深了，把自己当成你那位

老姐妹了。你应该站在旁观

者的角度，帮着她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婆媳矛盾，出现

婆媳矛盾该如何处理。你入

戏太深的话，走不出来，很难

理性分析。”老妈听了我的话，

想了想说：“你说得对，我就是

容易入戏太深，容易感情用

事。这个毛病很不好，我以后

得改！”

后来我把老妈的情况跟

一位朋友说了。朋友说：“老

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你老妈容

易入戏太深，这说明她虽然年

纪大了，但活得不麻木，而且

对任何事都充满热情。但凡

事都有两面性，入戏太深有时

候会太主观，太情绪化。我们

做儿女的，要善于引导父母，

让他们彰显个性中的优势，摒

弃个性中的劣势。”

朋友的话说得很有道理，

我想好了，家有“入戏太深”的

老妈，我就经常参与到她入的

“戏”中，给予她良好的引导。

有一种红
叫国旗红

◎毕侠

中秋过后，每天清晨醒来，揉揉惺忪的睡眼，

便打开朋友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朋友们头像的

改变，有很多人都在头像的右下角点缀了一面通

红的国旗。看着那一个个带着五星红旗的头像，

就感到特别亲切，精神头一下就上来了。无论是

亲朋还是好友，是同事还是老乡，抑或是未曾谋面

的网友，那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瞬间就拉近了彼

此的距离，大家都为我们同是中国人感到骄傲。

还有些朋友的头像是那种经过特制的，把小

五星红旗贴在脸上，这种多半是女生。不管是复

古，还是美颜，白里透红的脸上平添一枚小小的国

旗，就显得更加美丽，端庄，大气。更有些朋友直

接把自己的头像隐去，换上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俨

然就是自己高举着伟大的旗帜为祖国呐喊，为母

亲祝福的气势。

出行的朋友更不忘分享自己的快乐。很多

人手里举起一枚旗帜，或大或小，在不同的景点摆

出幸福的造型，开心地看着通红的国旗在秋日的

微风里飘扬，那情景就如同他们微微上扬的嘴角

一样，无处不透露出一片祥和的景象。

大街小巷，政府机关，美丽的校园、公园、河

畔，全国各地朋友们的随手拍，像一场盛宴，如同

比赛一样，都不甘落后，争先恐后地把鲜红的旗帜

挂在醒目的位置。就连我的农民工兄弟也不忘在

开工前，用手机拍下工地上空那迎风飘扬的国旗，

和他们安全帽下的幸福温暖的笑脸。

一个老奶奶还在她的朋友圈里，高兴地说她

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她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

下，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进新世纪里幸福的

人。现在她已经赶到北京，错过七十周年国庆的

庆典，去年又因为疫情，今年一定要看看升旗仪

式，不能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她还说希望自

己能看到八十周年，九十周年，甚至一百周年的国

庆盛况。是啊！腾飞的祖国让我们骄傲，我们因

生活在五星红旗下而自豪。

朋友圈红了，我们的心也在沸腾着，我猜想那

些和我一样关注朋友圈里那一片片国旗红的人，

不管他们在祖国的哪一个角落，心情一定都是一

样激动。因为那种红是真正的中国红，支撑她的

是最美的中国梦。

妈妈 亲爱的祖国妈妈

喊您时儿子两眼满满泪花

我从远处归来

我已走遍海角天涯

风雨交加 荆棘丛生

儿子走过 啥都不怕

向往着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

我只有一个家

妈妈 亲爱的祖国妈妈

喊您时儿子两眼满满泪花

我从远处归来

我已走遍海角天涯

遍地朋友 四海为家

奋斗不止 挺起中华

任凭它山重水复我总在追随

我只有一个妈妈

只有一个妈妈
◎梁义瑞梁飞

“美丽乡村”罗洞村
◎蓝子华

“入戏太深”的老妈
◎王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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