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颂诗
■ 宁颖芳（陕西）

十月，

因为一场盛宴，

群山仔细地描摹着斑斓的画卷，

湖水反复打磨着一块蓝色的水晶，

风搬来月宫里的桂花香，

云朵在缝制簇新的棉被，

葡萄在酿造醉人的美酒，

银杏在积攒着明日的黄金，

枫叶已准备好了一根根火柴！

十月，

是母亲的生日，

感谢给了我们旗帜、道路和灯盏，

给了我们故乡、姓氏和语言。

我们有种子、花朵和远方，

我们有清澈的泪水和灿烂的微笑，

我们有七彩的画笔和绚丽的图案，

我们有广阔的大地可以奔跑，

我们有璀璨的星空可以仰望。

十月，

处处张灯结彩，

枝头有果实和阳光，

心中有明月和梦境，

人间有理想国和桃花源。

黎明，孩子们正在校园里晨读，

新鲜的白菜和土豆在运往菜市场的

路上，

芬芳的鲜花刚刚插到窗前的花瓶里，

在洁白的纸笺上，我们写着美丽的

汉字……

十月，

安居在幸福的国度，

以鸟儿对天空的依恋，

以小草对大地的感恩，

在一片阳光中，写下热爱；

在一枚枫叶上，写下赤诚；

在一滴露珠里，写下纯洁；

在一缕秋风中，写下依恋；

在一块石头上，写下永远！

十月，

在这个硕果累累的季节，

让我们吟诵温暖的诗篇；

在黎明的地平线上，

放飞梦想的纸鸢；

在广袤的田野上，

建设温馨的家园；

在追梦的旅途上，

绘制缤纷的画卷！

十月，

在华美的丝绸上，

织进鲜花的绚烂；

在大地的琴弦上，

奏响奋进的凯歌。

从壮美的北国，到如画的江南，

从静谧的乡村，到繁华的都市，

从弯弯的阡陌，到宽阔的大道，

七十年漫漫长路，见证着岁月的变

迁！

十月，

让我们挂起理想的云帆，

朝着阳光的彼岸；

让我们乘着舒爽的金风，

拥抱梦想的蓝天！

让我们为七十载伟大征程点赞，

让我们为母亲七十年华诞，

送上最美好的祝愿：

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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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啊祖国，

我在海河之畔为您放歌！

如果黄河长江奔流着您的热血，

海河一样跳动着您青春的脉搏，

我像一尾鱼儿，

游动在她的怀中，

时时刻刻唱着对您的颂歌——

我歌颂您的悠久历史，地大物博，

让海河儿女生生不息，

革命历史波澜壮阔！

看今天海河源远流长，横亘北国，

两岸鲜花堆锦，中流舟船穿梭……

祖国啊祖国，

不都是您把幸福的种子尽心撒播？

祖国啊祖国，

我在津门为您放歌！

如果您是连绵不尽的山峦，

天津就是巍峨的山峰一座，

我是一只鸟儿，

栖息在她的树上，

日日夜夜唱着对您的颂歌——

我歌唱您的开放宏图，改革伟策，

让天津走向了整个世界，

也让世界知道得天津更多、更多！

看今日津门楼群栉比，车流如河，

工兴商茂，老幼欢歌……

不都是您悉心点亮领航的灯火？

祖国啊祖国，

我在渤海之滨为您放歌！

如果五洲四大洋是您辽阔的胸怀，

渤海之水也随您的呼吸漾起碧波，

我是一只小小的船儿，

用自己洁白的风帆，

分分秒秒唱着对您的颂歌——

我歌颂您的高瞻远瞩，深谋远略，

让渤海长风回荡五洲四海，

让华夏民族屹立成世界强国！

看今日渤海湾边外轮往返，宾朋远来，

中华声威，日益远播……

祖国啊祖国，

不都是您把伟大复兴的金桥用心铺设？

祖国啊祖国，

我就在这里为您放歌！

这里的沽口曾炮声整天；

这里的南开伟人曾上课；

这里的小洋楼，

昨天布满列强的足迹；

这里的滨海新区，

今天已奏响新时代的凯歌！

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

在22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和睦相处，勤奋工作，

汽车电子，航空航天，生物医药，

化工重工，人工智能，金融保理……

来自全世界的企业巨擘，

在这里并肩携手，奉献硕果……

祖国啊祖国，

我在津门为您放歌！

其实，我不仅仅为您放歌——

我会像鱼儿对水、鸟儿对山、船儿对海，

我会像儿子对母亲一样，

奉上自己的全部，

任由您取舍！

祖国啊祖国，

我在津门为您放歌！

其实，不仅仅我为您放歌——

您有十四亿儿女，

分布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当我为您放歌，

相信他们，也在应和！

祖国啊，我在津门为您放歌
■ 陈丽伟（天津）

在锦绣的大地上

我和那些庄稼一起

和那些草木一起

和金灿灿的粮食一起

致敬——向我的祖国

七十岁的祖国，意气风发

七十岁的母亲，青春正好

七十年，过激流，跨险滩

七十年，走过千难万险

七十年，铁骨铮铮

践行无声的誓言

——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带领他的人民

一步步

走向了光明

一粒种子在泥土里发言

一声召唤在阳光下

唤醒沉睡的孩子……

我的祖国

一路披荆斩棘

我的母亲

一路狂风暴雨

七十年，跋涉和征服……

七十年，升腾和超越……

在老工业基地的大车间里

我和那些钢铁

和那些机器一起

致敬——向我的祖国

七十岁的母亲

站在新时代的潮头

脊梁上镌刻誓言

掌心上种满阳光

七十年，祖国用坚韧的意志

征服泥泞

七十年，母亲用亘古的深情

拥抱她的人民

在扶贫一线的村庄里

我和刚刚脱贫的百姓一起

和他们的好日子一起

和他们的幸福一起

致敬——向我的祖国

我们做产业，强基业，干事业，兴伟业

一步步赶上来，一次次顶上去

学讲话，听报告，做笔记

七十岁的祖国

七十岁的母亲

微笑的花朵绽放在乡亲的脸上

快乐的歌谣在春风中回荡

在青山绿水间，金山银山上

我和那些浪花一起

和那些果实一起

和东升的旭日一起

致敬——向我的祖国

七十岁的母亲

七十岁的祖国

天蓝水净，人间幸福安宁

你眼眸中的热爱

你叮咛中的鼓舞

铿锵的脚步不停

奋斗的青春无悔

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伟大的祖国

——手捧阳光和希望的花朵

我们走在新征程的大路上

和谐安康的祖国

勇往直前的祖国

在高速路上，在高铁上，在大飞机上

在中国粮食里

在中国饭碗中

在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在我们奔腾的血液里

在我们激动的泪光中

致敬——

母亲，祖国！

初心，永在，请祖国放心

使命，无悔，请母亲放心

走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请祖国放心

请母亲放心——

我们一定矢志不渝

我们一定砥砺前行

努力实现中国梦——

早日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向祖国致敬
■ 赵亚东（黑龙江）

博大中国，历史渊博。从五千年前的黄

帝部落，到如今的世界强国，祖国，我要如何

把您述说……

童年时，您是一条小河，从我家门前流

过，为我唱着欢乐的歌。童年时的我，生长在

群山连绵的村落，那里天高地阔，植物丰硕，

那里的人们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我和我的小

伙伴们快乐地在那里生活。我时常在小河的

怀抱里趟河，河里有小鱼、小虾还有成群的鸭

鹅。河水漫过我的脚裸，清凉的河水，把我

痒得直乐。除了下河，连绵的群山与肥沃的

草地也是我们玩耍的场所。春天，草木吐出

嫩黄的绿色；夏天，五颜六色的野花，开满村

庄的角角落落；秋天，五颜六色的庄稼，满载

着农民的喜悦；冬天，我们围在温暖的泥炉

旁，静看窗外雪花落。我的目光时常随着小

河，弯弯曲曲跑向远方，走出村落……

上小学时，您是一把军号，吹响了我们是

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气魄。我怀着懵懂，站在

国旗下，唱着激昂的国歌。老师说，您的颜色

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们的红领巾是您的

一角，我不说话，只是轻轻地，轻轻地将您抚

摸。课本上，又将您的辉煌历史向我们诉说，

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闻一多……这些耳

熟能详的名字，一次次将我们感动到泪落，我

们深知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爷爷有一

台小广播，神奇的它，能让声音播放世界的每

个角落。爷爷每天用它听评书、相声还有好

多好听的歌，这个小东西深深吸引着我。每

天清晨，爷爷打开窗子，薄荷味清新的空气，

夹杂着好听的广播，一齐钻进我的被窝。每

晚我和爷爷睡不着的时候，爷爷就会打开广

播，听听节目听听歌，还有那些仿佛来自外太

空的不明电波，都深深吸引着我。有一次，我

们发现了一档好听的广播，可以将优秀的作

文播。爷爷听后就劝我，咱孙要是能把作文

播，一定能走出这大山，走出这村落！在爷爷

的鼓励下，我竟有些跃跃欲试了！作文很快

写好，投到邮政所。此后，我的梦里，总能梦

到我的作文飞跃千道山万条河，来到大城市，

并在那里开花结果。没想到我的梦想真的结

了果，当收音机里将我的名字播，爷爷竟也如

孩子一般快乐……

上中学时，您是一把长号，我们的羽翼

渐渐丰满，您为我们奏响了，即将翱翔的青

春之歌。懵懂的我们，变得更加健硕，我们

像羽翼渐丰的雏鹰，更加期盼看到祖国的辽

阔。当鲜亮的阳光，穿透黎明的寂寞，阳光

洒在我的书桌，我感受到了您慈爱的抚摸。

我把书本扶正，我不能辜负先辈们曾经洒下

的热血。当我用双手光荣地将共青团证书

接过，我胸前的徽章在熠熠闪烁，仿佛在告

诉我，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忘不了第一次

参加全国作文比赛，我有幸将名次斩获。当

校长在全校同学面前为我颁发获奖证书，第

一次感受到，什么是天高海阔。

梦想就像灯塔一座，在漆黑的夜里指引

着我。写作看起来容易，写起来却很难做。

刚开始写作，投出去的稿件，如石头在海中沉

默。这虽然让我很受挫，可是这击不倒我坚

毅的品格。我陷入了深深地思索，文学是一

个很庞大的部落，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领

域写作，我生性单纯，最终我选择了——儿童

文学，我想这个领域会更加适合我。多读多

写勤琢磨，经过了几年的打磨，虽然我一无所

获，但我的内心更加充实、快乐！直到有一

天，我收到一封来自编辑部的信，我颤抖着双

手，小心翼翼地打开，正是样刊一册！这是多

年来，我撒出去的种子，结出的第一颗果！一

直甜到我的心窝！此后我在越来越多的刊物

发表我的新作，当有一天我得知一家国家级

刊物发表了我的新作，我激动得像个孩子那

样快乐。更加肯定了我的选择没有错！直到

有一天，我将国家级文学大奖获得！我手捧

获奖证书，泪眼婆娑！我想到了已仙逝多年

的爷爷，我想到了故乡——那里现在一定遍

地硕果！我也想到了您——我亲爱的祖国，

如果没有您的庇护，我又怎能把梦做！我又

想到了一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

人为你负重前行！”千千万万的守护者，将祖

国的安宁紧紧守护着！

当我坐在全国青年作家培训班的讲堂

里时，学习习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再一次拉近了我和您的距离——我的

祖国！要知道，和我坐在一起学习的，都是

中国作协中的佼佼者！那是一段流光溢彩

的岁月，那是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岁月，那

是一段超越自我、锻造自我的岁月！习主席

曾说过：“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

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

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

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短短几天的

培训虽转瞬即逝，但对于我来说受益匪浅，

更加让我了解中国文化之博。

祖国啊！这么多年来，您在我心中是一

支歌：当我站在山顶，夕阳浸着我热泪盈眶

的眼睛，您又是钢琴、小提琴与大提琴的合

奏，连绵群山仿若奔腾的江河，当我坐在车

上，山里的孩子往外走，一条大河波浪宽，风

吹稻花香两岸的韵律，在我脑海响起，我第

一次感受到您的地大物博！祖国啊！当您

又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那些铿锵的韵律，

就会在我心中响起，我时常会听得忘了自

我，我知道那些韵律，会跨越祖国的山河，随

着四季，变幻着迷人的颜色！

冰心曾说过：“青年人呵！为着后来的

回忆，小心着意地描你现在的图画。”愿我们

都可以成为一个勇敢的追梦者！

做一个勇敢的追梦者
■ 于永涛(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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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滨海

配诗 滹沱 摄影 贾磊

广厦摩天耀海明，

荒滩遍野已新城。

千家掌上频留影，

万户樽中总纵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