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吟坛
黄山市老年大学
二 0 一九年六月

诗 词 班 主
编
中
旬 第 130 期

水调歌头·庆祝建党九十八周年
余秀芝
救国拯民道，不懈索求中。硝烟弥漫
山川，热血铸丰功。旗帜城楼升起，导弹
卫星腾跃，建国赤心躬。改革辟奇径，图
富抹贫穷。
复兴路，鸿鹄志，博苍穹。清除宿疾，
廉洁身肃纪鸣钟。铁治军肌体健，狠脱贫
根基固，家国梦情浓。胸有千丘壑，掌舵
始从容。
渔家傲·庆祝建党九十八周年
吴建英
云暗天低风雨骤，九州处处遭禽兽。
跃马挥师歼恶寇，跟党走，山河遍地欢歌
奏。
修护河山重抖擞，躬耕几代宏图构。
科技高端常居首，祝党寿，复兴路上骄成
就。
建党九十八周年有感
周相春
南湖船破浪乘风，砥柱中流泰山松。
民富国强赢仰慕。共同命运地球恭。
七律

为建国七十周年祝福
江镇荣
建国欢呼七十年，万家祝福舞翩跹。
宏图再展千秋业，远景瞻前灿烂篇。
二个百年齐战鼓，一心伟绩力无边。
英明决策人民愿，日出东方众志坚。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齐天乐·建国七十周年颂
朱焕然
古稀回首千般变，污浊洗涤剺面。射
猎天狼，顽疾改废，身魁雄姿现。山河伟
岸。望南北西东，万梭如练。密砌新城，
触瑶池俯瞰飞雁。
黎殷富桃源遍。笑吟歌盛世，环宇疏
玩。重器铜墙，群压帝霸，探月蛟龙艳羡。
和平巨献。缔欧亚拉非，友朋来宴。世界
之林，立中华壮健。
庆祝建国七十周年
孙丽君
七十年峥嵘岁月，安居乐业国民欢。
创新改革宏图展，丝路繁荣世界冠。
沁园春·颂黄河
献给祖国母亲七十华诞
余秀芝
远古涛声，震地喧天，悦耳欲狂。看
兼容并蓄，穿原冲壑，迂回九曲，奔向东
方。矫健身躯，甘甜乳汁，华夏摇篮哺育
良。骄儿女，践勤劳智慧，奇迹风光。
神州锦绣华妆，广厦万千城乡瑞祥。
赞从容气质，英雄体魄，顽强性格，民族
脊梁。岁月缠磨，青春焕发，追梦今朝本
色彰。魂依旧，明霞朗日，斩浪扬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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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我中华
汪美娟
傲然华表立苍穹，一展红旗万世功。
北斗七星文曲耀，银河两界慧光崇。
古稀生诞普天庆，今盛春荣大地丰。
草长莺飞花锦簇，蜂歌蝶舞聚来鸿。
五代领袖赞
程跃明
伟大领袖毛泽东，改天换地东方红。
改革开放始邓公，三个代表华夏同。
科学发展起锦涛，强力反腐有习总。
一带一路天下通，定海神针稳乾坤。
观《永远的战友》
凌月华
热爱一生伉俪情，忠心赤胆为真诚。
腥风血雨丹心映，彪炳千秋世代尊。
喜迎祖国七十华诞
黄山市第二届旗袍·古筝艺术节
张 玲 七律一首
手鼓欢腾献寸心，追光逐影惜分阴。
旗袍炫彩娉婷舞，纸伞生香旖旎吟。
弦奏千声飘古韵，歌飞一曲颂今音。
艺坛礼赞新时代，继往开来绮梦寻。
喜迎祖国七十华诞
黄山市第二届旗袍·古筝艺术节
毕雪晴 七律一首
七秩风云赋好詩，国服国乐鼓颂辞。
筝鸣袅袅琴弦拨，丽走娇娇妩媚姿。
知性端庄仪态美，流光古韵万年芝。
倾情展演扬传统，献礼翩跹廖廓思。
汪美娟 七律一首
百筝弹奏古风诗，佳丽千名舞漫姿。
草绿盈盈花卉秀，袍红款款眼眸移。
优容梦蝶同云聚，清韵惊鸿共日驰。
文化交流华夏展，歌声传遍昱城池。
五四精神赞
胡丽萍
五四春雷惊中外，反封反帝现高潮。

青年学子人中杰，华夏英豪誓赶超。
调笑令·观海军建军 70 周年
青岛海上阅兵
朱焕然
黄海，黄海，十国艨艟异彩。艘艘
气壮山河，威风震慑美倭。倭美，倭美，
逞霸难逃作鬼。
壮哉我海军
凌月华
扬帆奋进海军兴，七秩庆生大阅兵。
逐梦深蓝担使命，劈波斩浪国安宁。
七律 贺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
张 玲
五洲聚首顺潮流，互利双赢亮眼眸。
一带传情千里月，八方寄语万山秋。
喜吟春色同追梦，尤醉驼铃共畅游。
丝路金桥连海外，丹心史笔颂绸缪。
满江红·参观中国港口博物馆而感
白

风

盛世唐朝，且看那、丝绸之路。谁
向往、各国朝贡，与唐共舞。沙漠驼声
西域远，浪涛阔海东洋渡。曾即是、何
等显辉煌，朝朝慕。
硝烟尽，淹尘土。还旧梦，声声苦。
去寒春风至，启航驰赴。海上丝绸怀二
次，同赢共享融兼顾。看繁荣、港口集
装箱，高高竖。
望江南
江 珮
无限美，花海里镶嵌。香魂追春游
客醉，彩霞千顷照红颜，能不叹“世
园”？
菩萨蛮·治沙礼赞
江 珮
甘肃八步沙林场六老汉 38 年带领子孙治沙，
造福人类，堪称时代楷模群体。

大漠漫漫怨沉寂，夕阳无奈伤心匿。
当代老愚公，势如十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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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拍岸急，三代潮头立。荒漠变
绿洲，英雄千古留。
杭州经济圈
江新民
六市互融圈，杭徽紧密连。
钱塘环境美，黄岳景观鲜。
共绘宏图业，同赢壮丽篇。
齐奔丝带路，合奏凯歌旋。
相见欢·赞杭州湾跨海大桥
孙金枝
一桥飞架南北，气如虹。迤逦七十
二里，似长龙。
联东海，接钱塘，波浪汹。自有千
般豪情，九霄重。
穿越杭州湾跨海大桥
白 风
茫茫细雨笼江烟，跨海长廊没际边。
七彩瓢虫桥上驶，两羽飞燕任凭穿。
波涛汹涌追风浪，摩塔安然定海天。
今我慕名非自赏，妪翁共睹赞心言。
杭州湾湿地公园
周相春
二十年前滩碱地，规图种景换新装。
芦围深处天鹅唱，杨柳荫中野鸭藏。
鹦鹉悠闲尤艳丽，海龟舒畅特昂扬。
清波桥楫佳人影，赏景观鱼鸟故乡。
霜天晓月·又听《保卫黄河》
朱焕然
铿锵怀寄，拨动心潮沸。浮浴血东
瀛溃。腥风再、难霄寐。
霸凌知恶意，耍阴招鬼计。磨快手
中戈戟，号奋起，豺狼制。
可笑特朗普（新韵）
叶新群
（一）
你是鲨鱼我大海，你切山路我搭桥。
你城关闭我迎客，可笑猕猴耍大刀。

（二）
高瞻远瞩往前走，根立人民亿万中。
八国联军雪耻后，东风从不惧西风。
七律 声讨野心狼
江镇荣
美帝向来野心狼，封杀华为又颠狂。
世贸规则随践踏，炎黄儿女当自強。
科技兴国号角响，全民奋力斗志昂。
时代车輪谁敢挡，合作双赢共著章。
卜算子·龙起腾飞时
（记世锦赛单打冠军马龙）
江 珮
谁不惜青春，只奈四时短。斩棘披
荆为梦来，赚得春光满。
柳浪听啼莺，春意随风转。万紫千
红占尽春，圆梦三连冠。
老来学诗书（新韵）
魏祥琴
开心进课堂，共享好时光。
平仄一声趣，诗书两鬓霜。
七十不算老，八秩亦寻常。
逾九能泼墨，人生百岁长。
菩萨蛮·开学第一课
查民权
堂前师授唐家曲，丝丝入扣思维促。
语句出华新，典章随意陈。
远追文古乐，诵读经诗卓。叟妪聚
堂聆，尊忘阑后龄。
读《赠范晔》
章秀华
春潮渐起燕初回，远见青山点点微。
红袖低眉琴不语，江南曾寄数枝梅。
赞凌徽涛书画艺术讲座
王 宁
笔下山川美，池中彩墨香。
诗书勤万卷，博苑盛名扬。
闲坐品茗
徐中凌
开壶三日勤心待，今欲持杯始试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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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盏香螺如琥珀，几丝清气似兰花。
禅音缥缈盈茶室，树影婆娑透薄纱。
月季二枝瓶里插，闲书一本手边拿。
游歙县三阳高铁站
毕娟娟
亘古清凉峰脚下，三阳坑里好人家。
粉墙黛瓦徽州画，叠翠山岚碧水佳。
山巅屹立高铁站，华夏山村只有它。
智勇双全阿庆嫂，惊看故里展奇葩。
七律 再游黄公望故居
查民权
曲径通幽一路重，沿梯踏价入高重。
小溪翠鸟千山石，新竹老松万仞峰。
涧水细流船远去，春风唤醒芳华彤。
如今四月桃花艳，且作诗成尽悦容。
七律 再登白际
汪金富
长岭尖峰险路迢，九曲玉带挂云霄。
百冲瀑布峡飞啸，古树苍虬岭隐娇。
民宿井喷游客颂，芋干名震市场翘。
环游白际金银藏，红绿同逐兴旅潮。
游碧云洞
徐建丽
弯弯石径洞庭泉，岩壁神雕入眼前。
纵览天然奇异景，朦胧世界似神仙。
郊 游
孙丽君
杨柳依依景色嘉，相邀老太去赏花。
同窗轶事开怀乐，日落西山不恋家。
永遇乐•喜登黄鹤楼
李德秀
武汉三城，长江岸矗，黄鹤楼绝。
芳草凄凄、孤帆远影，骚客名流说。龟
蛇锁镇，虹通南北，见百舸争流热。客
熙攘，车轮滚滚，居高视下参阅。
长江万里，奔腾穿越，民族精神响
彻。追昔思今，楼兴楼缺，时代沧桑涅。
回望楼阙，新修翘角 ，宏伟壮观更别。
喜今朝、神州换貌，景扬点杰。

七律 北京车耳营敬老院
万春芳
晨光照耀暖融融，喜鹊飞翔探舅公。
翁妪浇花清桌椅，姑侄种莱育青葱。
采能吐纳争先后，禅舞翩翩练静功。
绘画秧歌添乐趣，欢声笑语醉东风。
五律 忆童年
吕爱武
最忆老村前，几双小手牵。
折花南坝下，戏水藕塘边。
溪畔追蝴蝶，枝头捉哔蝉。
难寻旧时伴，好想再当年。
记得那些年
洪丽琴
小号一响红旗杨，排着队伍锄头扛。
大风大雨使劲干，小田改成大寨样。
毛选三篇天天学，愚公移山感动天。
练就一双铁脚板，坚决消灭敌修反。
贺余秀芝老师七十华诞
吴建英词《定风波》
贺爱师仁寿喜辰，余存慈爱培苗辛。
秀孝女贤妻敬姥，辛苦，芝兰清趣牧歌
淳。
七秩春秋阳曜户，和煦，十分勤快
乐园新。华岭年年松傲竖，宴聚，诞延
霞彩脱凡尘。
张爱珠词《人月圆》
春播良种勤培育，挥汗润田园。根
肥苗壮，枝繁果硕，桃李争妍。
桑榆美景，诗情画意，国粹情缘。
感恩奉献，小家大国，人月长圆。
张木英诗二首
杏坛一枝秀
倩影倚窗光万里，无声夜雨润芳华。
讲台三尺传德智，一片丹心育栋娃。
吟坛秀一枝
追梦吟坛学李杜，钟灵毓秀效苏公。
平仄音韵标新意，翰墨书香富贵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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