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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颂词
■ 林莉（江西）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奔腾不息的江河，那朵朵跳跃的水花

凝结着七十年的风风雨雨。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壮美秀丽的青山，那棵棵参天的绿树，

见证了七十年的热血传奇。

一个枝繁叶茂、锦绣辉煌

通江达海，昌盛发展的民族

正唱响世界的四面八方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火种，是繁星照亮迷途的羔羊，是闪电劈开

迟滞的河流

是阳光带来万物的恩泽，是雨滴催生出簇新

的枝叶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上下五千年辉煌历史，是容纳百川的海洋

汇聚来自五湖四海的智慧，抒写和谐繁荣

的乐章

看吧，那春天里生机勃勃的是我崭新的中国

我祝福每一棵老树都会涅槃出千万根幸福的

枝条

在金山银山的森林里梦想斑斓的是我希望的

大美中国

当“中国梦”的春风吹过神州大地，

当加快崛起的钟声敲响在新的世纪

千万个中华儿女，

又续写下继往开来的神奇。

丰富的物产资源，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坚忍不拔，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精神和作风

谱写了新的颂词和乐章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

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是永恒的主题。

以人为本，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科学发展 实干兴邦

一带一路 共建繁荣 扶贫攻坚 全面小康

续写着日新月异的“中国梦”

看吧——

我们的交通通畅了，

一条条高速公路，车辆川流不息；

我们的工业园热闹了，

一台台机器，编织出动人的旋律。

我们的城市亮丽了，

一幢幢高楼，彰显着现代都市的魅力；

我们的乡村变美了，

一个个村落，点缀出山水田园的旖丽。

看吧——

我们百姓的笑脸更多了，

一只只口袋，变得更加的殷实；

我们干部的作风更实了，

一桩桩实干，换来了群众满意的幸福感。

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神来之笔，

加速着中华民族崛起；

用又好又快的发展业绩，

为推进崛起的新跨越奠定根基。

还是这片神奇的土地，

奔腾不息的江河，将红色的传统，

融入到我们滚烫的血液。

一种红，生生不息

红是传统、根基、血脉，是厚重的史记，赤忱与

忠义

在这里，历史风云和时代潮流对接，碰撞

还是这片神奇的土地，

壮美秀丽的青山，用宽广的胸怀

托起了我们未来的希冀

一种绿，蓬勃旺盛，绿是生机、富裕、乡愁，是

奇异的国度，深沉的爱以及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科学发展、共创和谐的号召，

已吹响催人奋进的号角。

那么神奇，领来一把把金钥匙，芝麻开出西瓜

的花

满山豆荚正在嫁接甜蜜的葡萄，稻穗幸福弯腰

牛羊走在康庄大道上，劳作的人们露出喜悦

的笑脸

不忘初心，勇于担当

全民创业、富民兴国的目标，

正化为开拓创新的动力。

山河呼啸，村落装上了马蹄，希望的田野

安上激越的车轮，我们走在大路上

瓷器、丝绸、神舟飞船、航空母舰开拓出

的光芒大道，古老又年轻

中华民族的崛起，

需要我们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崛起的中华民族，

激发我们百倍的信心和勇气。

这是一条艰苦的创业之路

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发展之路

这更是一条通往辉煌的成就之路

一条路连起另一条路，一个村庄连起另一个村庄

一座山穿起另一座山，一条河连起另一条河

在城镇，在乡村

每条街衢都是这片热土的掌纹，紧紧地攫住

稻谷和炊烟

在河流，在渡口

每座桥梁都是这片热土的血管，澎湃着绵延

不绝的发展潮声

这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线条

就是幸福的轨迹，就是腾飞的希望

是怎样的生生不息和蓬勃旺盛啊

一座座山、一座座城，一群人以及无数城、镇、村

互为图腾和传奇

那就以一个盛大的春天为背景吧

神州大地被春风的画笔描摹，慢慢地

被晕染成一种精神和颂词—

世界东方，屹立着

承载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这就是我的祖国，七十华诞

我的祖国是一首唯美的诗

喜马拉雅，世界屋脊

仰望冲破极限的珠穆朗玛

那是怎样的一种巍峨

你从万年的沧桑岁月中走出

挺起脊梁，任凭风云掠过

长江黄河，万马奔腾

这孕育人类文明的古老国度

浩荡洪流，带着山的雄壮和海的博大

惊涛拍岸，奏出一个民族命运的交响

激流涌动，描绘祖国的壮丽山河

九州大地，孕育瑰丽文化

中华文明闪耀在历史的长河

炫彩的东方神韵，人文风貌

战火销烟中焠炼的伟大民族精神

历久弥新，射出永垂史册的光芒

祖国，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爱你的智慧之源和古老文明

爱你雄鸡一唱划破黎明前的夜空

爱你东方雄狮舞动神州雄风

爱你巨龙腾飞奏响律动新时代

你坚强的身躯抵住内忧外患

你伟大的民族创造了不朽功勋

你辽阔的海疆装满了我所有寄托

无论走到那里，你是一首最美的歌

无论身居何方，你是我永远的航向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爱你的每一寸土地，花朵和草木

爱你的万里长城，三山五岳

爱你的960万陆地，300万海疆

爱你的过去和今朝，更爱你的未来

怀揣中国梦，迈向新时代

中华民族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

你奋进的精神，气势磅礴

你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今天的辉煌

让我们一起：走向明天，拥抱未——来！

祖国，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 杨贵峰（宁夏）

孵梦的巢
■ 商泽军（北京）

这是一个民族的梦想

这是一个民族的支点

这是一个民族的桥梁

用钢铁搭起的温暖的巢穴

也搭起了一个彩色的梦境

和一个千百年的愿望

也许这个家

不是毛茸茸的

但它是一个民族的暖房

它是民族的高度

它是民族的交响

在这里

各种肤色和声音都可以奏鸣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大家都如鸟儿一般

在自己的羽毛下

孵出属于自己的成绩、梦幻和欢呼

这是长城脚下的鸟巢

这是故宫身旁的鸟巢

这鸟巢不是八旗子弟的鸟笼

鸟笼是八旗子弟玩物丧志

赌博消磨意志的温床

而这里的鸟巢

则是和太阳与希望一起醒来

和百鸟的啼叫与溪水的叮咚

一起醒来

一起醒来的

还有沉睡多年的梦

是呵

鸟巢的建设者也如鸟儿一样

把一根根建筑的材料

与青颜色和红颜色的砖瓦

用智慧和汗水连接

用心和情感连接

从古至今

这是人类和自然界最大的巢穴

这是博大的集聚

是山与山的集聚

是河流与河流的集聚

也是语言与语言的集聚

我们可以想象

当鸟儿开始进巢的时候

当鸟儿开始欢呼的时候

当鸟儿开始展开翅膀

展开歌喉的时候

那是怎样的景象

那是怎样的和畅

百鸟朝凤般的还巢

那绝对是声音的海洋

绝对是羽毛的展示

鸟巢是鸟的温暖的栖息地

鸟巢是中国人的梦幻的出发地

鸟巢是民族的口号

鸟巢是旗帜

有了巢穴就是有了人类的家园

有了巢穴也就有了梦

也就有了抚育的幸福

有了温暖的旅程

有了团聚

有了和平的期待

有了对抗战争的盾牌

也就有了速度

有了高度

有了广阔的视野

有了博大的胸怀

有了遨游大海的力量

有了搏击长空的翅膀

全世界的姊妹和弟兄

有了一个共同驰骋的疆场

……

写给祖国母亲的生日祝词
■ 肖尚辰（天津）

当月光洒在巡检路上

我侧耳倾听你的呼吸

只觉心潮澎湃

当晨曦划破夜空

我悄悄翻开你的日记

入目或悲或喜

当暴雨洗刷尘埃

我轻轻擦拭你斑驳的往事

不觉泪流满面

当红旗升起五星

我拥抱你复兴的土地

壮心激动不已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自有千言万语

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落日与星辰

一次次提醒我把你珍惜

那些与我并肩而立的厂房与炼塔

一次次见证我坚实的足迹

我心里装下一千亩芦花和一万只麻雀

守望你无垠的旷野一年又一年

炼塔借我一个高点

让我把你呼唤和赞美

今天是你的生日

不必要烟花和礼炮

不必要寒暄和美酒

我手握阀板站在黎明的路口

向你深鞠一躬

向七十岁的母亲道一声祝愿

我手持信念的标尺

反复测量理想的长度

任时钟敲打我体内的那块铁

以此在碱滩上书写爱之重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输送了500万吨的血液保你青春永驻

绿色工业的脉搏跳动一个时代的追求

天是蓝的，水是蓝的，黎明是有风的

鸥鸟用翅膀来热爱绿水青山

我的心紧随其后

七十年是一夜骤雨

低处的水越来越辽阔

聚起越来越深远的蓝

一些波澜相互勉励

拍打礁石、奔涌向前

辽阔奔入更宽广的辽阔

热爱融入更宽博的热爱

我用生命的笔题下一行祝词

花开有声春歌颂

万寿无疆家国情

请倾听祖国之歌从血液中唱响

从骨骼深处 从火焰之地向梦幻之境传递

大地璀璨啊 歌声一片 我是

祖国热诚而执着的歌者 在众歌的源头

雄鸡的一声啼鸣 高亢 悠长

给丰收的大地 带来第一缕霞光

我的心脏在跳动 应和着大地的节拍

今夜的星空多么辽远 今夜的月亮抱起我

端坐在幸福的山冈 远方的火焰在眸子

中跳动

雄鹰回到窠中 风中走回的一匹幼马

把流水和祝福 把吉祥的花朵

带回祖国清澈的窗棂

今夜我要带回飞鸟 带回更高的希望

带回飞翔 把天空轻轻擦洗

今夜我要使天空比往日的更纯洁 更明亮

使我们举手加额的眺望 回到亲人的身旁

今夜我要写下不朽的诗行 在黑暗中闪光

照亮大地上沉默的事物 晚归的牛羊

我歌唱祖国的词语 晶莹 剔透

散落大地中央：在草丛中是粒粒露珠

在黑暗中是盏盏灯火 他们的光华闪耀

拍动着永恒的翅膀 他们静静地

叫喊 成长 像十万个身披赤诚的儿童

在乐声中洗手 叩响祖国喜庆的门廊

我的歌声在上升 热爱光明和真理的人们

我的歌声要和你们的歌声 连成一片

秋空辽阔啊 镰刀和铁锤飞翔 像头雁

引领我们不懈前行 越过风暴和苦难

让我们抬头仰望 紧紧跟随

接受他带的：持久的力量 信念 永生的

梦想

谁不会在祖国之夜 打开身体里的馨香？

谁不会在感动和泪水之中 将整个生命

托付给祖国的胸膛 镌刻在葵花的脸庞？

大地的歌唱者被自己的声音带动 吹拂

打开灵魂倾听 祖国的宁静和辉煌

今夜 祖国之歌一唱到底 大江奔流 鲜花

开放——

祖国之歌
■ 唐力（重庆）

岁月如歌，恍如昨日，1983年国

庆节后，我从一所农村中学调入廊坊

师专（现在的廊坊师范学院）外语

系。调入高校只半年多，我的大学英

语专业教学刚刚进入角色，就接受了

翻译联合国文件的光荣任务。

多年前，我在农村的工厂接受“再

教育”。山窝窝里，我常常做祖国未来

的梦。梦想祖国的经济、文化、教育飞

速发展。我也常常做个人未来的梦，

梦想有朝一日，我面对来我国参观访

问的外宾，用流利的英语向他们介绍

我国在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梦

想在恬静的夜里，在明亮的灯光下，我

把祖国文学经典、历史典籍翻译成英

文，让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我国的灿

烂文化；梦想我站在大学的讲台上，给

学生们讲授莎士比亚和狄更斯……

现在不正是为祖国服务的好机

会吗？我要把心灯为母亲点亮，奉献

出自己的的聪明才智。

大家报名后，分配给我校的是来

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的文件，

这些文件是这个组织成员国的概况

材料，每个国家一本。让我试译的是

The Republic of Zambia （《赞比亚

共和国》），是一个44页小册子，包括

该国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自然状

况、人口资源等等，重点是农业发展

和粮食生产的状况。

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神圣而光荣

的政治任务，同时也是锻炼自己翻译

能力的好机会。我先反复阅读原文，

找出难点。难点主要是一些经济和

农业的术语，那时没有互联网，可资

参考的材料也很少，我就把这些难点

一一记下，到图书馆查阅相关的书

籍，有时一个问题解决，接下来的几

个相关问题也就解决了。开始时，翻

译得比较慢，后来越翻译越快。当我

在灯下进行翻译的时候，每克服一个

难点，或有一句佳译，自己常陶醉在

喜悦之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我用了一个多月的课余时间，把

文件翻译完毕。又经过几次修改、校

对，当时没有电脑，还要一个字一个

字抄写在稿纸上，里面原有的一些图

表，也原样绘制，全文共 45000 余汉

字。试译的结果令人满意，我荣幸地

被选为“翻译联合国文件工作人

员”。当时我所在外语系共有 20 多

位教师，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参与了这

项工作，我们这些人组成了一个“联

合国文件翻译小组”。

学校对这项工作很重视，汤吉夫

校长特意到外语系，与我们座谈，鼓

励大家精益求精、出色而圆满地完成

这项政治任务。汤校长还说，将来评

定职称，翻译联合国文件可以作为科

研成果。我们大受鼓舞。

我们把这些来自“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的文件资料翻译完成后，

由有关部门统一出版了“内部使用”

的白皮书，一个国家一本，供有关方

面参考使用。

我参与翻译联合国文件的时间

前后不到半年，它是我人生的美丽瞬

间，它已经成为我生命成长途中的一

道珍贵风景。这段生命中难忘的故

事，将在我心灵中永远闪耀着光彩。

心灯为母亲点亮
■ 李树德（河北）

主编：陈丽伟 责编：李勇 美编：关越 校对：林梅 制作：高志翔

一条路向前延伸

一条金光闪闪的路啊

向前延伸、延伸

延伸到我祖父、我父亲、我和我儿子

敞亮的灵魂深处

我祖父、我父亲，我和我的儿子

四代人，在这条路上幸福地走过

每逢金桂飘香的季节

我们都曾回望，回望一条路的辉煌

生怕记忆有半点疏忽

忘记了不该忘记的

那是一个家庭的根

祖父说，他是一个被东家驱使的长工

本以为一生都走不出长长的鞭痕

也走不出泪水淌成的河流

在祖父的意识里

长工的儿子还是长工

父亲自然也逃不出这个宿命

这个命啊

让父亲30岁也没娶上媳妇

霹雷一声震天地

一位伟人在北京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父亲和祖父的命运从此改变

一条金光闪闪的路在面前延伸

祖父含笑走的时候

他在弥留之际仍关心父亲的婚事

他哪里知道，就是这个长工的儿子

从此，在阳光普照的大路上

不仅当了干部，继而结婚生子，

风生水起的人生，把父亲的前方照得

通亮

在祖父的坟头

父亲没有下跪，没有悲伤

他笑呵呵地说：爹，我成家了

我有儿子了！

我当书记了！

父亲退休的时候

华夏大地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神州处处春意闹

祖国山河披新绿

我们家也经历了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

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了

住房鸟枪换炮了

农村有房，城里也有房

私车换了一茬又一茬

父亲九十岁走的时候

眼睛里闪着灼灼金光

他留恋地拉着我的手，儿啊

这么好的时代，我真想再活十年！

现在，面对成长的儿子

我想说，儿啊，你要用男儿的血性

为这条金光闪闪的路增光添彩

不断回望，不断前行

我老了，也会在你的后面助威

盯着你坚实的步履

是否踩出铿锵的声音

金光闪闪的路
■ 杨辉隆（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