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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月春

党呀，人民这样记住您

党啊，人民这样记住您，
您是南湖上的那条小船，沉静中却凝聚
了无限生机，
当您用坚定的信念做桨，伟大的理想做帆
您乘风破浪承载起的是华夏大地沉睡
五千年的觉醒，是一个古老民族的伟大
复兴。

党啊，人民这样记住您，
您是井冈山上的火种，
当您燃烧自己的生命去燎原，
满山的映山红都是您忠诚的战士，
遍野的毛竹为您磨砺出武装斗争的
利器！

党啊，人民这样记住您，
您是遵义会议的那盏油灯，
当您拨亮灯捻的时候，
就燃烧成引领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
火炬！

党啊，人民这样记住您，
您是长征路上长鸣的号角，
当您用激昂的誓言引领那支穿着草鞋的
队伍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二万五千里，
您的壮举带给了旧中国最稀缺的养分
和启迪！

党啊！人民这样记住您，
您是延河水倒映的塔影，

是杨家岭窑洞彻夜不息的灯火
是南泥湾大生产高亢的劳动号子
是运筹帷幄间让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发动机

党啊，人民这样记住您，
您是长在巍巍太行上百折不挠的崖柏，
当豺狼来犯的时候，
您将抗日的烽火燃遍华夏大地
您指挥人民军队与革命群众熔铸成战
胜外侮的铜墙铁壁！

党啊，人民这样记住您，
您是西柏坡农家土屋里摆放的沙盘，
领袖的如缘巨笔在上面果断一挥，
军号吹响、松涛来贺，
三大战役的捷报就编织出新中国诞生
的摇篮。

党啊，人民这样记住您，
您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巍峨，是改革开
放的原动力，
当您的热血与人民幸福的笑颜、满满的
获得感融为一体，
您就是那推动新时代航船扬帆的潮汐。

党啊，人民这样记住您，
香港澳门的回归，让共和国的版图变得
愈发美丽，
神州大地高高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您走过雪山草地的步履，也将走过共和
国的每一寸土地。

党啊！人民这样记住您，
您是天上的北斗、嫦娥的笑靥、祝融的
风火圈、天问的答案！
您是抗震救灾的尖兵、抗洪抢险的铁
军、脱贫攻坚的巨掌、抗击疫情的先锋！

党啊！人民这样记住您，
您是那面镶着镰刀锤头的旗！
九千多万人的胸前别着这面旗，
孩童用蜡笔在纸上画着这面旗，
墙壁上贴着的“不忘初心”的红色海报
里印着这面旗，
每年的七月那汇聚成红色海洋的就是
千千万万面这样的旗！
党呀，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旗，
人民高高地将您举起，
不仅是因为您的英明和伟力，
更是因为您勇于刺破胸膛，
将人民深深地铭刻在您的心底！

党啊，我亲爱的党，
虽然我只是十四亿分之一，
但我却想用全世界都能听到的声音把
所有中国人民的敬意传递，
——热爱党、感恩党、跟定党，
这就是我们对建党百年华诞最好的
献礼！

很多时候,一个故事的结束又是另一个
故事的开始
延伸的岁月 是生活坦诚的结点
从春到夏,变迁的故事散落在日子之间
一种精神传承在文化里
一些文字像妙曼的轻纱
映红了四季，那些路过的痕迹
那是几代人托举起的梦想

用春来暑往的时光作证
让盘横在大地上的草遥望蓝天
也许可以听见野性的张扬
可以听得见缓缓的叙说
从一穷二白里发展起来的中国
从南到北是阳光发起对蓝天白云的向往
那些前赴后继的人
用生命和汗水建设家园
匆匆一瞥却不可以忽略历史的痕迹

冲波逆流的信念
让自己的日子每次都完美收官

你看 阳光下那一片一片的叶子绿了又黄
守护的岁月里划上淡淡的年轮 甜美而
芬芳
一些人一些事在岁月徜徉 滋润心田
点缀最绚丽的梦想 然后把一种激情
演绎成飞舞于流动的精灵
扯一片洁白的云也好
拦一缕呼啸的风也好
那一个一个普通的名字
绘就了一幅壮阔的图景

多少年了
中国人说出的话就一定可以做到
承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与夜空一起欢呼
与田野一起成长
那是对生命和初心的敬畏
那是对孤独的一种诠释
当第一声春雷响起的时候
便吹响了一往无前的号角
用双手、用智慧、用科技

追寻着正确的方向 把一个个散落的梦
想搭起来

让日子纯净
把关每一个细节如同把关自己的人生
一切都被定格 似一层轻纱将那些土掩盖
远去的历史如今没有了清晰的痕迹
多少故事成为史书上沧桑岁月
名字已经不再重要
那些故事也或许真真假假
在生活绵延 凝固成旗帜上的众志成城
让我们膜拜或者亲近

时尚覆盖着昔日的归途
谁的一声呼唤穿透时空
让我想起那些先烈 他们挥舞衣袖
在吟唱之后一起憧憬今天的生活
然后置身在月光下
接受一场乳水般的沐浴
可以重构思出历史的轮廓
那些痕迹就融进某种脉络里了
可以依稀听到前辈的说笑
可以看见时代的印痕
如今把一点一滴创造出的文化和价值
渲染多彩的气候 那些老人走过曾经的
街巷
让日子在健康的岁月里温暖
或许会在某个清晨或者黄昏醒来
风吹过历史的历练、时代的变迁
把厚重的历史书写在光阴的路上

向岁月致敬 远处悠悠的歌声萦回一次
次难忘的追寻
闭上眼 那些故事闪回
日子便瞬间明亮起来
让委婉的唱腔微醺我们的心房
让久远的传说美丽我们的想象
让日新月异的中国在交汇的目光中凝结
化作千古的浩瀚

向岁月致敬
胡庆军□

火种

王庆峰□

——献给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工人们

一百年前
火种是一簇煤炭
烧烂自己的煤炭 然后
又一块烧烂了自己
它们前赴后继
它们在寻找什么？
是风的方向
是河流的尽头
是高岗上的飘扬的旗帜......
今天 我们回眸 看
黑夜的终结
来自一簇火种
是它们，一块又一块
没有形骸的煤炭
驱动历史的火车头
驶向曙光

七十年前
火种是一炉铁水
炙灼躯体的铁水
在承受着熔与锻的过程中
是怎样的力量
让它们在骤冷中凝成了钢？
钢的意志是鸭绿江浮桥上的铆钉
是导弹飞向天空的弧线
是高楼平地起的支柱......
今天 我们回眸 看
黎明的到来
似一炉新生的铁水
滚烫四溅 点燃岁月的火光
在一炉又一炉的铁水里
没有留下徒有虚名的丰功伟业
却在平凡中
铸起了一座又一座

信念的丰碑

四十年前
火种是一涌黑金
喷薄理想的黑金
在地下沉积亿年的宝藏
什么使它们厚积薄发
成为梦的源动力？
它们经受过地壳的强烈挤压
经受过阴暗中腐朽的侵蚀
经受过海洋的波涛汹涌......
今天 我们回眸看 看
旭日的光辉下 通途万里
是用多少呕心沥血的柏油铺就
是用多少卧薪尝胆之苦浇筑
是用多少隐姓埋名的合力
才推动了生锈的车轮
跨过新的世纪

今天 我们回眸 看
为了不朽的光明
我们成为车工、钳工、铣工，成为医生、
护士
药剂师、护理师、影像师，成为贴片员、
包装员
维保员、库管员、调试员，成为灯光师、
茶艺师
雕塑家、画家、科学家……
成为保护火种的人、传递火种的人、助
燃火种的人……
为了星星之火 万家灯火 炼金的火
这信仰的火种
是超越100c°的燃烧
是不朽的光明

洪建科□

十月倾巢 香风的马蹄哒哒
秋的调色师
铺开大地的宣纸
一抹暖色洇湿的母语—祖国
缀满闪亮的露水 草木丰盈
庄稼点燃丰收的火焰
村庄陷入季节深处
——遍地鸟鸣
喊山的人 一夜未归
听曲的人 一宿未眠
我那弯如镰刀的小河
醉倒在杜牧的杏花村不省人事
天南地北的人啊
打开舌尖上的味蕾

满口的菊色 逶迤而来
中国 蹚过一条条河流
闪烁着丝绸的光芒
我走马山川、平原、乡村和城市
一个天马行空的人
曾经与一些熟稔的玉米
弹起内心的五线谱
感谢 一株株玉米扶着我
走过的苦难
江山辽阔 五千年的编钟
飘荡着遥远的回声
我饮马归来
玉米地 这盛大的音乐厅
十万株玉米 敲响大地的青铜

徐德江 摄绿屏日出

风雨兼程搏百年，
尽流血汗路维艰。
红心向党安天下，
工农夺鞭掌政权。
放目驰怀坚信念，
航船通畅破狂澜。
鲲鹏展翅雄风起，
赤帜高扬续巨篇。

倪成柏□

李国柱□

世纪光阴水逝川，
南湖风雨忆红船。
秉承马列求真理，
誓转乾坤解倒悬。
星火燎原焚恶棘，
中华浴血换人间。
英明国策除贫弱，
改革大潮翻地天。
执政为民心不忘，
清零脱困史无前。
全民抗疫惊寰宇，
圆梦振兴正百年。

开天辟地为人先。
启航红船，
奋斗百年。
神州大地换新颜。
国富民安，
世界仰叹。

时代精神铸辉煌。
建党百年，
不忘誓言。
复兴中华担在肩。
任重道远，
再继扬帆。

张雁新□

李庆华□

立党无私为至公，
前仆后继破牢笼。
红星照耀家园美，
紫气激扬景色雄。
不愧初心担重任，
直言使命傲苍穹。
斗亨豫大承平日，
颂我江山异样红。

建党百年抒怀
一

二

三

四敲响大地的青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