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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海区融媒体中心

当新春的脚步临近时，国家主席
习近平2021年的新年贺词仍在我们
耳畔萦绕。时代的重任，历史的担当，
家国的情怀，在习近平主席的贺词中
得到了深刻的阐释，像亲人般针对这
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作了深情的表
白。回顾2020年，他欣慰地说：“每个
人都了不起。”面对2021年，他谆谆告
诫大家：“我们还要继续奋斗！”

在过去的一年里团泊湖副刊的广大
作者及读者朋友和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
抗击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有些作者还选
择逆行出征，不惧风险深入一线参与救
援，第一时间创作并发表了大量生动感人

的文学艺术作品，为凝聚民心鼓舞士气弘
扬新风正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体现了当
代文艺工作者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有些读者热切关注民生变化，积极参与
“爱我家乡”公益建设，赢得社会的频频点
赞，我们自豪地说：“每个人都了不起。”
“我们还要继续奋斗！”这是历史

的强音，时代的召唤。2021年，是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我们将围绕“初
心”主题，以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为宗
旨，广泛征集并刊发格调高雅、富含正
能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不断丰富和满
足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无愧于新时代的新期待。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这是我国北
方地区极具诗情的温带季风气候，也是奇
妙的大自然给予万物苍生最慷慨、最珍贵
的恩赐。人生四季，经历了雨雪风霜，体
验过耕耘稼穑，恰似一首歌。适逢新年新
岁新春之际，自己以家乡风情为题新填的
古词三百首欣然结集，分享人生感悟，觉
得作者便是歌者，无论得失，正视曾经艰
难的过往，应该认为：是淬火、是磨砺、是
修为、是福气……

一
我爱春天阳光的明媚，更爱家乡泥

土的气息。特别是2020年年初，因新冠
疫情的防控，春宵时刻，自己便时常伫立
窗前，静观天象，仰望长空，痴痴地沉浸
在浪漫感怀中，独享树的新绿、鸟的欢
唱、花的芳香。

大地尚未从沉睡中醒来，春的脚步
已经带着和煦的风、绵柔的雨，悄悄地滋
润着那无数开始复苏的生灵，寻找着开
心，享受着快乐。那嫩绿的小草，从梦乡
中醒来，在松软的田垄上轻轻地摇着头，
杨柳那万条丝绦也挂满牙黄的绿，在晴
空中漫舞轻摇，蜿蜒的溪水也唱着欢快
的歌，穿过家乡瑞霭萦绕的小村庄，奔向
远方……

春天来了，满眼的绿色着实让人感到
生机勃勃，到处莺歌燕舞，时常能闻到花
的馨香。茫茫绿野中，如云的杏花，如霞
的桃花，如火的牡丹，还有众多叫不出名
的野花，争奇斗艳，异彩纷呈。

春天，是勤劳人民播种希望、放飞梦
想的季节。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我们每

个人享受春天的机会都是平等的。春天
作为我们每个人追求梦想的起点，希望人
人从现在做起，脚踏实地，甩开膀子、撸起
袖子加油干，让人人在珍视一刻值千金
的劳动和创造中，深切地体味春的博爱，
春的深情，春的绰约，春的盎然。

二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

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
香。”唐代诗人高骈的《山亭夏日》用简
约的文字勾勒出夏日的情、景、物、象，
也精确地描述了夏日多姿多彩的季节
魅力。

当我们刚刚告别春天，初夏的风摇
曳着翠柳的柔情，野草的妩媚，伴着荷塘
边蛙儿的欢歌和花丛里蝴蝶的舞蹈，轻
轻地闯进我们的生活，揭开夏日狂热的
序幕。我开始欣赏夏天的激情和爽快。
每当炎热、沉闷、烦躁达到极限时，天上
便浓云拢聚，电破长空，或万马奔腾，惊
心动魄；那雨，来了就下，痛痛快快，而且
雨过天晴，总能给人爽心的感觉。特别
是雨过天晴，碧空如洗，七色的彩虹横跨
天际，那种壮美和绚丽，让人开心兴奋，
激动不已。

夏夜虽短，却深邃宁静，清澈迷人。
我时常填词寄情赞美这夏季的夜。对月
当空，银河灿烂，星辉耀眼，淡淡的月光映
照在湖面上，涟漪闪闪，缕缕清香和着草
丛中蛙鸣虫叫轻轻徐来，带着诗情觉得爽
心、怡人。那畅游在角落里的萤火虫打着
一盏盏小灯笼，四处寻找着白天里遗失的
梦。那碧绿的田野，那弯曲的乡路，都显

得格外静谧、神秘。
夏天，那勃发疯长的生态万物，最知

道这个季节的市相人文，是怎样的繁华与
浮躁；夏天，那绵延不绝的碧水青山，最懂
得这个季节的情与爱，最知道那情、那爱
是如何的纯真和炙热……

三
秋天的风，像五彩的梦，带着丝丝凉

意与沁香，一直渗透到人们的心扉。秋日
的云，宛如纯情的相思，乳白色的薄纱，在
蓝天飞舞，或波涛奔涌，或静谧舒展，令我
遐想，让我神往。

秋的夜万籁俱静，高高的弯月悬挂在
天幕上，素晖如水一样柔和不沾纤尘。我
钦慕秋夜的月光，那湖中的倒影更觉可爱
生趣，远处袭来的凉风荡漾着荻苇，泛起
片片的涟漪，伴随着几声鸭叫，为诗意的
夜晚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每当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心情无
比惬意，欣赏着眼前那朵朵野菊绽放的一
抹金黄与火红的枫叶交织起来的秋月盛
景，像是赋予了金色秋天别样的生命，特
别是在那晚秋霜叶轻轻飘落的瞬间，同样
让人觉得满目灿烂，美丽永恒。

对快乐的人来说，秋是勤劳者收获
的季节。春天播下的种子已硕果累累，只
待纵情采撷，尽兴享用。正如，自己在所
填的词《采桑子·新秋》：“天高云淡秋风
爽，果岭飘香。晚稻芬芳，十里河堤数绿
杨。炎催蛙鼓清波远，浅水鱼翔。深苇凫
藏，曲岸顽童钓蟹忙。”再如：《念奴娇·团
泊秋光》“登高凝目，见云迹缥缈，长空晴
碧。遍地高粱红胜火，穗穗蕴含珠粒。似

锦葵花，黄绸几缕，环绕金盘逸。泊边垂
柳，引来蛙鼓蝉笛。邀客同驾轻舟，随波
放远，逐浪推沙碛。惊起群鸥飞上下，相
伴野凫游弋。左采莲房，右擎荷叶，破阵
穿芦荻。夕阳残照，画师乘兴挥笔。”

所以，无论草木还是人，在季节的轮
回中，必须以虔诚的修为、笃定的志向和
理智的选择：站起来，强起来；必须懂得坚
忍、懂得奉献、懂得感恩，就像那沉甸甸的
谷穗，越是成熟越要谦卑地躬下身去，向
母亲般养育自己的大地、向这个风调雨顺
的好年景表示深深的谢意！

四
冬天是含蓄的、空旷的、寂静的。万

物蛰伏，韬光养晦，不惧风雪的磨砺。此
情此景便催生出我的词作《秋风清·立
冬》：“鸡入水，蜃辞秋。黄花随雨舞，红
叶伴风悠。今宵零落休回首，岑寂荒山
消旧愁。”

我爱冬日温柔的阳光，那一丝一缕
都经过了时空度化和岁月磨砺，像菩提树
一样吉祥。透过窗棂，暖暖的阳光如同母
亲慈爱的手亲昵地抚摸着我的额头，让人
感到是那么的温馨和幸福。

我爱漫天飘洒的雪花。那一朵朵洁
白无暇，像翩翩起舞的玉蝶带着美好的祝
福从天上来，那万般的柔情，把整个山川
装扮得分外妖娆，宛若一个曼妙的童话
世界。纷飞的雪花是春天的使节，给人们
对更加美好生活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人生，到了这个节点，必然会有许多
感悟在其中。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1
年新年贺词中所说：“征途漫漫，惟有奋
斗。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
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四季有轮回，人生不枉度。当春天
的钟声敲响时，正是我们的梦想放飞时。
在新年新岁的新开端，要不负韶华，为了
梦想奋斗；要尽情讴歌，为了美好生活。
即兴敬献《采桑子·早春》：风柔日暖春光
好，湖水波澄。田垄苗青，喜得天机万物
生。村头枯柳萌新绿，几只黄莺。树上争
鸣，为有佳人树下听。

日子被时间打了个结
在季节的边缘
让一年的故事在回首中反刍
珍爱生命的向往
让一种追逐如雨后春笋

沐浴新年的阳光
所有的祝福都激昂饱满
唯有攀岩而上的仰望
在钟声的回荡中越走越远
唯有节日跳荡的音符
为大地披上清新的盛装
倾听新年的钟声
所有的幸福变得红红火火
唯有放飞的希冀和向往
在这崭新的一页
把和谐的生活鲜艳起来

从新一年的期盼出发
喜悦的微笑写满脸庞
唯有虔诚的问候和祝愿
在这里铺天盖地
让万千牵挂成为一种奋进

那支久违的歌谣

随时不经意的敞开

在岁月如泣如诉的步履中
被日子坚守的防线
早已不复存在
只想沿着远方亮晶晶的视线
走进苦涩而又美丽的故乡
让一种缠绵的飞扬
成为一生一世的畅想

当新年的祝福
无声地掠过节日的氛围时
如期而至的温馨
潮湿了所有期待的情话
漫溢在朦胧的天空
宛如淡紫色的畅想
淡紫色的爱
成为滋润新年的幸福遐想

沉重的话题
在岁月的深处徘徊
是谁挥动女儿蓝的纱巾
在月亮之上
唱起那支久违的歌谣
仿佛父亲手中锃亮的镰刀
收割着大山的古朴
收割着岁月的沧桑

很久的日子，所有的风景，
都被一场雪覆盖，我始终寻找
不到，那缕被阳光摇曳的音符，
寻找不到，我们一起走过的那
条小径。

蓦然回首，昨天的记忆，依
旧在泛黄的日记中潮涨潮落，所
有关于青春的诺言，如同袅袅升
腾的炊烟，时时撩起刻骨铭心的
悠长悠远的琴声。

那是一种不变的情怀，漫过
岁月跋涉的履痕；那是一种飞翔
的渴望，在生命的脉搏中流淌；
那是一种水域的诱惑，荡漾在水
面挥之不去的涟漪。

隔着层层叠叠的薄雾，分明
有一种思念的苦涩，朦胧了雪地
上无法掩饰的伤痛。就像那尾
来回游动的小鱼，成为我一生专
注的风采。

其实，我真的知道，你没有
走远，因为我能感觉到春天拔节
的声音，我能感觉到春雨淅淅沥
沥的歌唱，我能感觉到春风中还
残留着你的味道。

也许，你不会在意一次不经
意的邂逅，就像我面对远空那轮
月亮，总会想起千年的传说，总
会想起阻隔在故事中的每一个
细节，原本就是一种缘分。

走与不走只是一个过程，就
像曾经的相逢，注定就会一首沉
默的歌谣。就算我不是草原上
最后的歌手，我也会这样为你尽
情歌唱。

当所有的轮回都没有了相
约，我依旧会是草原上一匹驰骋
的马，带着儿时的梦想，带着不
再清纯的乡音，再次走进冬日，
感受脚印的深深浅浅。

当所有的理由不再成为理
由，我依旧会沿着故乡的走向，把
手中的牧鞭再次甩响，让雪地的
瘦马注入的温柔的眼眸，让斑驳
的文字，承载冬日跑调的情歌。

走进冬日

跟随季节的脚步走进冬日，
迎面而来的雪花包裹着一起唱
过的歌谣，无声地驻足被寒风刺
痛的黑夜，读不够卖火柴女孩的
故事，所有飞翔的羽翼便有了梦
的遐想。

很想拥你走进这熟悉的小
巷，聆听从前悠长悠远的琴声，
只是那些沾满青苔的往事，早已
风化了深深浅浅的脚印，就像挂
在老墙上的红吉他，早已没有了
最初动人的旋律。

天空依旧是那片天空，村庄

依旧是记忆的走廊，但我始终未
能发现沉淀在岁月的谜底，而你
早已在风景之外，就像那轮飘逸
在湖畔的月亮，无法感知内心的
那份忧伤。

其实，原本的相逢就不是一
段情节的开始，被生命涂抹的音
符，也只是旅途的一段插曲，说
不上是谁对还是谁错。总之，而
后的日子我便有了一种涌动在
颤栗中的思念。

于是，我沿着季节的走向，
寻找花儿的绽放，寻找激情的澎
湃，寻找草地上的歌唱，寻找那失
落许久的灵魂的升华，就像我深
爱的诗歌，始终陪伴在我的左右。

于是，我沿着潮湿的掌纹，
寻找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寻找在
声音中疾走的音符，寻找流淌在
脉搏中的呼唤，就像我每一次的
别离，总把一枚枫叶夹进越来越
厚的日记。

渴望有一天，你会在不远的
地方出现，用一种多情的眼神，
撩起我被青春掩饰的爱情，撩起
我被冬日凝固的爱的涟漪。

渴望有一天，你会在我守望
的地方出现，用一种过期的诺
言，撩起我被时间藏匿的密码，
撩起我被瑞雪覆盖曾经一起走
过的那条小径。

更多的时候，我会选择择水
而居，奋力划动手中的那叶木
浆，告诉自己你是远方的那盏渔
火，你是天空的太阳，每时每刻
都有一种光芒陪伴着我。

一带一路志向明，繁荣经济求双赢。
共通共建齐发展，民族强盛大复兴。

和谐颂

人文关怀见初心，干群情深一家亲。
三江水暖春来早，华夏飘香九州新。

四季如歌
刘存发

“我们还要继续奋斗！”
——致“团泊湖”副刊的广大作者和读者朋友

从新年的期待出发（外一首）

李惠艳

强国梦
郭大山

故乡的走向（散文诗二题）

丁梅华

卞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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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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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锦绣
国泰民安

和顺致祥
幸福美满 李岐洪 书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