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吟坛
黄山市老年大学
二 0 一九年九月

诗 词 班 主
编
中
旬 第 131 期

观天安门前升国旗有感
江

珮

号声唤醒金光耀，争看升旗众似潮。
心海扬波高万丈，泪珠盈眶思英豪。
五星闪烁五洲灿，九域长歌撼九霄。
扬我国威旗猎猎，江山如画自多娇。
七律 迎国庆抒怀
张 玲
斩棘披荆七秩时，科新板块竟雄姿。
虹桥狮吼云雷动，丝路龙吟日月痴。
北斗巡游描擘画，东风快递赋佳诗。
艰辛华为荣光耀，禹域尧天笔下驰。
贺国庆七十周年
郝锡胜
秋高气爽艳阳天，国庆周年万众欢。
开放改革成伟业，振兴科教创新尖。
太空星伙巡天地，大海蛟龙探宝渊。
华夏纵横高铁串，九州南北绣山川。
邻邦共践絲绸路，互利双赢美梦添。
国富军强民为本，同心聚力勇登攀。
七律 节日抒怀
江镇荣
建国辉煌七十年，神州遍地展新篇。
海军庆祝高歌亮，佳节来临万象妍。
休假旅游心境暢，脫贫致富战功全。
豪情创业江山秀，幸福花开众梦圆。

毛泽东

浣溪沙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
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
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黄山之巅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章秀华
豪气干云动九天，纵情传唱舞蹁跹。
尊严十月红旗谱，一曲祖国不朽篇。
高阳台·咏长城
余秀芝
万壑千峰，逶迤虎踞，纵横驰
骋如磐。关隘重重，励磨霜雨孤寒。
秦风汉月千年泪，问苍穹，何日临
安？骨铮铮，锐目凝神，倭迹详观。
改天换地乾坤朗，五星旗守望，
一览华繁。视海巡疆，铜墙铁壁层
澜。山川永固吾侠骨，展英姿，仰
视云端。卧龙腾，欲跃今朝，地阔
天宽。
祖国颂
汪美娟
笙歌一曲正秋高，万里晴空任雁翱。
潜艇凌波驰翰海，飞船绕月领风骚。
擎天放鹤云为际，砥柱题诗浪作滔。
华夏同欢迎国庆，神州共舞喜挥毫。
七律 贺国庆七十年
江新民
华夏春秋七十年，尖端科技敢争先。
嫦娥揽月传佳话，海斗擒龙写雅篇。
航母载机飞影过，动车横雨啸声旋。
神州崛起初心继，一路高歌国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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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庭芳·国庆七十周年颂

七律·国庆七十周年颂

吕爱武
擂鼓声声，旌旗猎猎，举杯同
庆辉煌。飞船腾日，航母远巡洋。
天眼高悬洞视，固疆土，铁壁铜墙。
今华夏，金龙腾跃，正振耀东方。
回眸兴复路，英贤几代，谱写
华章。领中国人民，走向康庄。醉
看神州处处，莺燕舞，美丽城乡。
初心记，同心协力， 携手更荣昌。

吕爱武
天安门上喜开天，祖国辉煌七十年。
美丽乡村千景秀，丝绸带路五州连。
军威雄壮长城固，科技腾飞好梦圆。
任尔风云多变幻，东方狮醒自岿然。
清平乐·壮丽七十年

凌月华

凌月华
辉煌壮丽，华夏迎七秩。风雨
兼程旗帜立，更喜日新月异。
曾经分崩离析，入侵洋寇强欺。
今日春华秋实，巨龙昂首雄姿。

神州高歌齐欢笑，绿水青山分外娆。

国庆七十周年感赋

高铁飞驰用时少，钢桥天堑连环绕。

周相春
七秩国旗扬，神州着锦装。
登天银兔靓，探海卧龙强。
航母巡疆界，歼机护国防。
攀登科学技，励志百年昌。

祖国骄傲

神舟遨游太空美，天宫折桂嫦娥骄。
蛟龙入海探宝藏，天眼捕捉星际描。
华为网建新科技，手机微信支付宝。
科技创新国力强，百年复兴盼来到。
念奴娇·国庆七十周年感怀
孙金枝
如歌岁月，七十载，中华翻天
复地。万众同心，步坚定，迈向社
会主义。艰苦卓绝，壮志凌云，工
业体系立。二弹一星，东方红彻天
际。
改革开放征程，科技兴国邦，
天高海阔。神舟北斗，看航母，高
铁驰正速。辉煌前路，有青山绿水，
烂漫雄秀。初心追梦，一曲还唱祖
国。

浣溪沙·翁妪迎国庆
周相春
举国欢声迎国庆，昱西翁妪更
情真。日炎排演不辞辛。
畅曲随心歌盛世，浓妆起舞映
纷缤。感恩强国护黎民。
七律 贺国庆 70 周年
江新民
雄风万里鹄腾飞，日耀星明皓月晖。
七秩民欢迎国诞，九州景美展龙威。
街头巷尾红旗舞，绿水青山赤地菲。
一曲清歌吟禹域，云蒸霞蔚壮图巍。

七绝 中华崛起七十秋(新韵)

七绝 为祖国七十周年作

余樱英
锤子镰刀旗指引,嫦娥奔月北斗星。
创新国富民欢笑,正道沧桑世界惊。

胡诚业
燕舞莺歌艳丽天，高声赞颂双百年。
山欢水笑诗情炽，细把吟心织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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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国庆七十周年

满江红·共和国七十颂

李德秀
忆昔神州，刚解放、艰难何渡？
抬望眼、万方待举，困穷无数。党
树旗顽强奋斗，推三山走翻身路。
强国凌，历曲折狂澜，心头怒！
时改革，飞跃步。撸袖干，扬
眉吐。军科商各业，睡狮醒悟。带
路共赢同命运，诚心齐筑全球富。
敌阻挡，奈滾滾潮流，由牠妒！

子 夫
屹立东方，年七十、今朝欢舞。
初建国、满苍痍目，透摇风雨。领
袖奋挥惊宇宙，神州威耀擂金鼓。
换新天、润大地红然，炎黄甫。
筑基础，犹卅努。高铁路，冲
霄弩。飞桥港珠澳，见辉煌聚。九
夏再圆中华盛梦，民心拥戴廉刀斧。
五 G 到、世界为吾歌，扬眉吐。

满江红·贺新中国七十华诞

七绝 众情高涨

吴建英
七秩春秋，征程博，呕心沥血。
山岳秀，众君欢悦，安邦团结。探
索艰难成正果，谋求富裕传新捷。
奔小康，坚定不迟疑，民心切。
新时代，贤圣洁，齐奋斗，轰
腾烈。正雄鹰展翅，碧空清澈。祝
愿国家更强盛，领航世界尤英杰。
华诞时，颂赞满人间，欢庆节。

黄美兰
快闪形成艺术花，人群鼎沸喜添加，
祖国寿诞七十整，醉美高歌越海涯。

浣溪沙·贺新中国七十华诞
张木英
日出东方华夏红，神州崛起众
贤功，民安国泰颂泽东。
科技强軍扬利剑，和平发展势
恢宏，传情带路起高风。
庆祝国庆七十周年（新韵）
李新权
七十华诞凯歌扬，盛世新颜共兆祥。
两个百年擂战鼓，民族复兴谱鸿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
徐建丽
神州大地东风起，万物繁荣沐煦辉。
跨越千山修富路，奔波万水入贫扉。
城乡巨变小车步，百姓安生大厦归。
携手高歌欢畅舞，普天同喜入云霏。

七律 贺建党九十八周年（新韵）
张木英
山河破碎激群英，地复天翻鬼怪惊。
岁月沧桑民疾苦，励精图治国昌明。
初心不改开新世，高举红旗富众生。
碧血丹心兴国志，九州崛起震天瀛。
致七一建党九十八周年
宁

靜

树帜南湖九八年，蹉跎岁月思良贤。
舍身荡寇流鲜血，解困安民赴战烟。
信念初怀强国志，征程使命赤心肩。
中华奋进繁荣路，破浪乘风勇向前。
七绝 怀念毛泽东（新韵）
张木英
饮水思源莫忘宗，感恩念祖润泽东。
万人垂泪追思痛，圆梦中华慰国公。
八一南昌起义
宁 静
猎猎军旗壮赣门，一声枪响定乾坤。
英雄城里英雄色，座座丰碑座座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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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感怀周总理

寿星明·老年大学放歌

宁 静
少年壮志誓安邦，发奋读书不畏难。
投笔从戎闹革命，为国立命闯四方。
八一起义风云起，万里长征坎坷长。
智勇双全挽乱世，毕生奋斗治国强。

江 珮
菊灿荷鲜，梅秀桃夭，浩荡东
风。看新安江畔，霓虹焕彩。老年
学子，独秀宇中。秋月春花，新枝
老树，岁岁年年亦争荣。风流竞，
胸怀尽敞，大道无穷。
年华似水流东，莫叹矣，依然
乐融融。赞夕阳争俏，情怀似酒，
舞台飞转，悦目如虹。寄意诗文，
“枫林”四卷，特色画廊碧玉丛。
示范校，把心灵滋润，万象葱茏。

怀念周恩来总理
子 夫
难忘九夏悲伤哭，更忆龙年陨石墟。
尽粹无私谋国事，鞠躬热爱子民予。
海棠花祭断魂去，音貌宛留记梦余。
典范空前明志唱，英雄后续此将除。
行香子·老年大学二十五春秋感作

御街行·立秋有感

江 珮
霞蔚云蒸，雎唱鸠鸣。二十来
年，精彩纷呈。诗书集锦，雅苑消
魂。共谱丹心，潜文海，醉传承。
新声古韵，颂之雅风。上高台，
水远山清。痴心描春，甘苦仄平。
喜逢春雨，绽新蕊，绣江城。

子 夫
维多利亚风声乱，魍魉跳、幽
灵悍。残阳如血落霞圆，西没孤烟
浮断。秋寒时近，叶黄飘至，横扫
枯枝散。
悠悠港水清波瀚，紫未变、荆
花贯。欹头斜枕夜无眠，余皱眉峰
舒婉。今皆同沐，中华明月，天阔
河星璨。

满庭芳·老年大学 25 周年校庆抒怀
毕娟娟
卄五春秋，艰辛创业，办学成
果辉煌。始租一室，专业苦难扛。
现有嵯峨大厦，普惠制，老者同庠。
师情切，无私奉献，优质课程创。
阳光，文化节，“三园”展现，
学子华堂。载歌似青年，载舞翔翔。
书法画画摄影，丰硕显，幸福洋洋。
新时代，师生携手，再续好篇章。
注：三园即终身学习的校园、
快乐健身的乐园、温馨的精神家园。
寄老年大学
程跃明
别梦依依到老大，长廊悠悠曲阑斜。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定风波·怒斥港独暴行
朱焕然
怒吼声声震绛霄，纷纷斥责港
独妖。暴力袭警摧法制，心碎，侮
旗乱国忒凶嚣。
欺诈教唆伸黑手，贼首，面纱
破露一狂嫖。铁壁铜墙为后盾，拿
稳，毒瘤铲剃在今朝。
七律 中美贸易战有感
江镇荣
风云变幻涌波涛，古老东方敢比高。
万里江山图业旺，炎黄儿女总英豪。
有人称霸王天下，唯独双赢共识牢。
世界潮流谁可挡，同奔美好幸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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