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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贺老年大学 25 周年校庆

岁月从来不负人
夕阳如意作新晨
刀耕火种千秋业
柳暗花明第几春

七律 贺四中全会召开

踏莎行·阅兵式

江新民
神州十月好葱茏，欣喜晴空万里容。
煦日高悬云影淡，微波蕩漾水光浓。
枫林红透山峦笑，秋菊香传鸟语丰。
改革复兴强国梦，条条律策暖民胸。

郑克梅
步履铿锵，雄威浩荡。三军方
阵声嘹亮。中华儿女志凌云，保疆
守土责难让。
北斗东风，国之倚仗。硬装铁
甲兵强壮！如虹彩链过天庭，战鹰
呼啸冲天上！

渔家傲·喜庆建国七十周年
徐建丽
国庆联欢飘万里，欢天喜地东
风起。习总阅兵深切意。京都里，
八方汇聚军威置。
华夏娇儿多壮志，巡航巨舰苍
茫起。展翅雄鹰千帆遂。七十至，
腾飞步伐超前瑞。
清平乐·为国庆喝彩
凌月华
恢弘盛典，满场红旗卷。七秩
阅兵操演玄，华夏高歌惊艳。
战神呼啸蓝天，铁流一往无前。
旗帜指挥铸剑，九州续写新篇。
观国庆节七十周年大阅兵盛典
汪美娟
猎猎红旗远畅扬，盈盈旭日正中央。
八方雁阵英姿爽，四面军歌气宇昂。
九派放怀抒秀句，千峰极目著华章。
乾坤一展雄风在，家国群瞻胜大唐。

沁园春·观国庆七十周年阅兵有感
朱焕然
十里长安，列阵威严，气壮九
山。看将军领队，士兵矫健；玫瑰
英武，重器轮番；歼廿凌空，胖妞
起降；晖耀云霄世界先。环球注，
赞和平崛起，抗霸中坚。
风云变幻当前。雨骤雨疏、羞
耻莫湮。叹病夫东亚，神州贫弱；
明园遗迹，致远沉渊。辛丑赔银，
马关割地，赤手华人枉怒言。今非
昔，有金戈铁马，园梦明天。
观战旗方阵
凌月华
战旗猎猎迎风展，且为忠魂血性传。
铭刻牺牲多壮志，凝心聚力铸辉煌。

历史风雷 时代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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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祖国

水龙吟·贺市老年大学建校 25 周年

孙丽君
国庆红旗处处扬，游行方阵激情昂。
东风核舰礼园护，不改初心再起航。

万春芳
新安桥畔花园，浓荫碧水轻舟
荡。遥岑远目，悠然欢悦，吟诗欣
赏。旭日盈楼，探戈交谊，军歌嘹
亮。电脑开眼界，友情借舍，感天
地、赢嘉奖。
照壁圣贤羡慕，彼为邻、学堂
宽敞。孙王阁漾，画船追浪，妪翁
舒畅。盛世年华，同台演唱，黄莺
鸿雁，停飞观望。日蒸蒸、湛蓝苍
穹璀璨，绘图时尚！

恰逢国庆桂花开
毕娟娟
十月迟来桂花香，喜迎国庆好时光。
满城缭绕芬芳味，游子纷纷赞梓桑。
太白楼黄山站迎国庆诗歌吟颂会
江 珮
揽月追云筑梦甜，巨龙中国若腾渊。
诗情逐浪几回醉，且颂且吟笑忘年。
七律贺太白楼国庆七十周年吟诗会
吴建英
暑热炎炎难阻步，太楼学会赛诗词。
讴歌盛世风云景，庆贺华年雨露施。
老媪深情吟伟绩，贤翁振奋咏神奇。
今吾挚友心胸表，祖国繁荣百姓怡。
采桑子·太白楼诗会
徐建丽
诗词福地开心读，乐聚琼楼。
乐聚琼楼，朗诵交流兴趣投。
欢声笑语今朝喜，国富民悠。
国富民悠，难忘时光醉晚秋。
十六字令四首
周相春
知，吾长国家初建期。虫虱伴，
遮体腹含饥。
知，吟唱南巡儿十几。观电视，
上学有车骑。
知，课外他乡美景迷。车迎送，
孙正少年时。
知，沧海桑田日月驰。中华赞，
豪迈镰锤旗。

七绝 赞老年大学教师
张 玲
谁持彩练舞春秋，润物无声献茂猷。
岁月如流桃李倩，黉门圣手驾方舟。
临江仙（徐昌图体）·吟坛
窦厚平
喜读诗篇如锦，回眸数日艰辛。
吟坛投笔展风神。遣词歌国学，平
仄唱民魂。
咏地群蜂争蜜，诗林众鸟鸣春。
花繁根固木流芬。凝思今美景，常
忆育苗人。
充

电

窦厚平
不甘岁月付东流，再入黉门学识求。
八载寒窗诗卷读，三更灯火砚池游。
沿唐袭宋敲平仄，觅句谋篇写喜忧。
悦己娱人传后世，今生无憾草根秋。
我爱学诗词（新韵）
吴曼华
入学莫嫌霜叶晚，诗词班里聚一堂。
良师授课造诣深，白首方为习诗狂。
平仄格律细斟酌，高手佳作频频上。
笑看晚霞迸异彩，
老有所乐书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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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乐

西江月·浙江景宁畲乡之晨

张燕孜
翰墨飘香觅雅知，黉门欣赏古今诗。
咬音嚼韵分平仄，半百人生不谓迟。

余秀芝
星夜兼程樵径，晨曦等待金乌。
峦尖曙色惹惊呼，喜极呐声震谷。
金浪层层光耀，珍珠串串丰腴。
身心醉卧牧耕图，情洒他乡山麓。

七律 诗词班座谈聚会有感
张 玲
学海轻舟奏雅弦，诗朋满座醉琼筵。
人生有梦书清句，岁月无声写彩笺。
碧水潜龙云吐气，丹山翥凤谷含烟。
黉门授业师风厚，曼妙芙蕖咏颂篇。
行香子·诗友小聚
江 珮
吟怀烂漫，绮梦翩跹。喜相逢，
一展笑颜。荷鲜菊灿，彩彻云天。
正语声软，笑声脆，歌声圆。
不悲秋至，喜驻春颜。望良辰，
胜事连连。华堂日暖，福寿双全。
祝花长盛，年长庆，国长安。
谢吟友
程德福
独坐轮椅意境悠，写诗作赋谢吟友。
病来山倒实可怕，骏马蹄伤教鞭丢。
尊听医嘱勿急躁，安心静养神效酬。
倘若一日得康复，定携贤妻苏杭游。
祝

福

张爱珠
轮椅悠悠载满情，当年执教乐中行。
心中永惦吟诗友，祝福恩师早梦迎。
七律 丽水行
江镇荣
天籁畲乡踏破田，仙都名圣已跟前。
福缘国旅飞輪速，喜赞农家服务全。
秋景初冬山水艳，采风收获万年船。
途遥肠热均欢笑，心逐瓯江远海联。

鹧鸪天·观丽水云和梯田日出
吴建英
拂晓车行九曲中。迷蒙雾气胆从容。
一帘翠竹如纱账，万亩梯田似画工。
初日灿，彩云浓。欢呼雀跃笑声融。
秋阳绽彩黄金穗，美景留连西复东。
五律 浙江丽水游(二首)
吕爱武
古堰画乡
两岸云烟起，长堤丽水环。
栳樟呈瑞霭，翠带绕青山。
古堰清溪上，瓯江墨画间。
闲心游曲径，宁静又开颜。
仙都鼎湖峰
魏巍天柱峰，奇景现无穷。
雨细自然秀，风清气象雄。
群峦环碧水，石笋刺苍穹。
走在湖边道，浮尘一扫空。
看新生军训（新韵）
朱乐宁
号令声声响校园，新生正步走三千。
追思八二初春日，军训排长我领先。
行香子·乡村十月
叶新群
水绕山村、笑满农庄。凭金风、
望月长廊。乡间十月、秋晒时光。
正椒儿红、茭儿白 、瓜儿黄。
层林微染、菊花霜雪。茶籽青、
栗果风扬。游龙宝马、淑女戎装。
著登山鞋、拾山栗、深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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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江南

贺郝局长诗词二集付梓（新韵）

刘九林
千年史，徽韵理儒倡。砚墨奇
珍华夏赞，三雕精粹世间藏，黛瓦
掩茶桑。
徽商起，诚信誉声扬。前辈辛
勤兴梓里，今人开創为民强，盛世
铸康庄。

张木英
郝公阅历博精丰，明正刚坚似劲松。
酷署寒冬无所惧，老当益壮气恢宏。
吟诗润墨心神注，京韵琴棋醉惠风。
鹤发童颜传集锦，余暉灿烂显英雄。

忆旧游·西藏见闻感抒
唐昭仁
见风餐露宿，扑磕长头，朝拜
元良。圣地门阶矮，自番僧攘攘，
绮语琅琅。荐亡谢幕天葬，含笑傲
穹苍。寄灭度重生，魂游九界，信
仰锵锵。
沧桑，守恒律，望雪域冰峰，
神宇轩昂。寺庙犹如故，更钟扬禅
院，香袅雕梁。烛光泣述终古，幽
运岂无常？悟佛在心中，归宗返本
何杳茫？
贺郝锡胜《岁月留痕》二集付梓
毕娟娟
朗朗乾坤胜境开，童颜鹤发喜幽怀。
皮黄翰墨心灵淌，摄影兴游伴诗来。
贺《岁月留痕》二集付辞(新韵)
张爱珠
好汉平生志气昂，乐与翰墨善京腔。
游玩山水家国恋，岁月留痕伴寿长。
临江仙·读《岁月留痕》第二集有感
余秀芝
昔日熔炉风骨铸，经寒历暑苍
松。勤民廉政阔襟胸。丹心本色，
步履亦从容。
有限时光无限景，山川名胜独
钟。诗篇曲韵暖秋冬。追求不止，
老骥壮心恭。

感《岁月留痕》第二集
章秀华
岁月留痕七彩色，美篇佳作溢芬芳。
梨园高亢丹青秀，诗韵抒怀翰墨芒。
为政不失曾尚武，修心未必在书房。
沧桑阅尽平常事，琴瑟天荒地老长。
江城子·回乡五味
毕娟娟
芬芳土地刻心间。水潺潺，稻
荷莲。蛙鼓喧天，欢喜兆丰年。重
返故乡心五味，田栽树，没人烟。
唐模发展上庄援。祖坟迁，建
新园。两老看门，青壮外挣钱。节
日景区人似海，文缱绻，景留连。
七绝 好秋
余樱英
隐身炎夏黄颜俏，呈现金秋硕果骄。
燕子归群云彩上，孩童蝴蝶好逍遥。
中庭小院
陈 晔
枣青榴红金桔黄，枇杷花白木犀香。
闲来荷锄理荒秽，兴至把酒悦素光。
七律 秋日晨练
王世强
风雨萧条夜作凉，水边杨柳叶趋黄。
一行白鹭冲天际，两岸高楼倒映江。
乐曲慢柔音悦耳，舞姿优美影成双。
康福别恋黄昏后，还我青春和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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