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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春风浩荡满神州浩荡满神州
诗颂改革开放40周年

□杨志学

流动着一条大河的大中原

翻涌着最辽阔麦浪的大中原

挺立着最大铁路枢纽站的大中原

把无边能量向着四周发散的大中原

大中原民风淳朴

良好的传统如群山连绵

大中原的名胜厚重而多样

历代名人贤士更是群星璀璨

最喜四十年沧桑巨变

大中原是大中国的缩影啊

迭映着中国人最具代表性的脸

在中国强大起来的链条上

大中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大中原云集了大气象

大中原积累了大经验

该变的，一定要变

不能变的，则坚守着底线

新时代，大中原又迈开大步子

在新征程的大道上书写更加宏大的诗篇

中国人与河南人

有一位终生生活在河南的

河南籍诗人，他写了

一首诗：《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激情澎湃地歌唱了中国的伟大

以及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

这位诗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而他这首诗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我是一个漂泊多年，后来生活在

北京的河南籍诗人

我想写一首诗：《我是河南人》

我想写出河南人的忠厚，实干，坚忍

最重要的是，伴随着新时代的春风

长时间处于落后地位的河南

在全国的GDP排名一下子跃居第五

这真让人骄傲 3

没有什么比套红更喜庆的了

没有什么比套红更隆重的了

没有什么比套红

更能表达我们的激动和激情了

我们为天宫升空套红

把套红印在浩瀚宇宙的天穹

我们为蛟龙入海套红

把套红印在大海潮涌的深层

我们为国产大飞机试飞套红

把套红印在环绕地球的航程

我们为国产航母下水套红

把套红印在万里海疆的波峰

我们为“一带一路”套红

把套红印在中欧班列穿越的大漠

以及郑和下西洋迎风的帆影

我们为新时代套红

把套红印在世人仰视的时代广场的大屏

我们为十三亿人民创造的奇迹套红

把套红鲜明地打印在十三亿人民心中

我们把您放在报纸的

头版头条上套红

我们把您放在网站的

主页首页上套红

我们把您放在微博的

热门关注上套红

我们把您放在微信群的

总置顶上套红

我们把您放在客户端的

开机屏幕上套红

我们把您放在全球通的手机报上

面对全球套红

我们用甲骨文金文为您套红

如此才能表达您洪钟大吕的厚重

我们用楚辞汉赋为您套红

如此才能体现您歌呼大风歌的心胸

我们用豪放派的唐诗为您套红

如此才能展现您策马扬鞭的豪情
我们用婉约派的宋词为您套红
如此才能显示您闲庭信步的从容
我们用真草隶篆为您套红
如此才能展示您挥洒自如的遒劲
我们用《史记》《资治通鉴》为您套红
如此才能说明您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引领

祖国，我们为您套红
个个是通栏标题的套红
处处是全线飘红的套红
祖国，您本身就是世界上最醒目的那个

通栏标题的大套红 3

祖国,我们为您套红

□吴元成

我认识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榜样”！

他像黄河一样，

在我们身边不息流淌。

浪花是他的一身汗水，

风帆是他一身的风霜。

他是那么执着，

在奔流中前行，

在前行中歌唱。

唱出人间温暖，

唱出爱的力量。

我认识一群人，

他们的名字叫“榜样”！

他们像嵩山一样，

在我们身边悄悄张望。

松柏是他们的气概，

峭壁是他们的脊梁。

他们是那么伟岸，

在站立中倾听，

在倾听中丈量。

丈量道德的距离，

测量正义的分量。

啊，

四十载改革开放，

锻造了出彩的河南形象；

啊，

无数的英雄和道德模范，

就是大中原最美的雕像！

因为，只有他们，

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总能见义勇为，

总能蹈火赴汤。

向着灿烂的朝阳，

向着迷人的星光，

让我们跟着他们的步履，

踏着新时代的节奏，

一路铿锵！ 3

太阳照在
梁家河上 说到路，我就不能不想到

小时候家门口的泥巴路

后来村村通的水泥马路

现在的沥青路

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

还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

沿着这些路，南来北往的方言乡愁

大大小小的城镇乡村

聚集在一起

吮吸养分

吐绿，开花，结满硕果

说到路，我也不能不想到

上海的兴业路

井冈山的挑粮小道

二万五千里长征

南昌的小平小道

再近点就是梁家河的知青路

深圳的深南大道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

风驰电掣的京沪高铁

一条路有一千种走法

创业路、探索路、强国路、富民路……

奔梦路上，每一条都是赶考路

从起步，追赶到领跑

中国加速度

正成为民族复兴的注脚

然而这些都还不够

说到路，我怎能不想到

四十年里，整个中国

都在沿着一条路奔跑啊

陆路，水路，甚至空中之路

沿着改革开放这条路

崎岖的生活被铺成坦途

通向富裕和谐的康庄大道

中国从历史的插页里

走进世界的大封面

刷新跑道，刷新路标

到处是力争上游的景色

每一段里程都有精彩发表

而新时代的领路人

已把中国引领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次次新长征

一场场接力赛

——行稳致远再出发

中国走出了最坚定的道路

中国背影
是母亲目送游子的背影
是考生奋笔疾书的背影
是建筑工人汗流浃背的背影
是俯首大地辛勤耕作的背影
是边关岗哨昂首挺立的背影
是网络精英争分夺秒的背影
是扶贫帮困携手前行的背影
是实验室里逐梦人的背影
是商海股市弄潮儿的背影
也是国际舞台上中国从容矫健的背影
是一个背影，也是一群背影
四十年里，改革开放
这个魔术师、美容师、雕塑师
串联起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背影
一个背影就是一段历程
一个背影也是一次见证
我们目送时光的背影
也会成为别人眼里的背影

每一个奋斗的背影里
都有一个中国梦
四十年啊，在无数个中国背影里
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波澜壮阔
一个大国崛起的铮铮脊梁
和磅礴力量 3

中国道路

1
你手持枣树枝从南瑶湾追着牛犊跑来

千百年你一直心疼生养你的故园

你捧起家门前的东泗河水

巩义的一草一木汪在眼里荡漾

你从草堂来，脚沾浣花溪的清香

你从萧萧落木中来，头顶枯叶的芬芳

你从滚滚黄河来，手捧泥土泪沾裳

你从笔架山来，身背竹林月光

走向中原灯火辉煌

2
走洛阳去华州

不见曾经的满目苍凉

到处是

青山绿水 鸟语花香

从华州到吴中

不见旱魔肆虐 古道逃荒

到处是

青翠田野 座座粮仓

再走潭州经岳阳

不见雨打孤舟 凄切哀伤

到处是

溪流缠绕 百业兴旺

从甘肃陇南辗转到蜀地成都

不见妻儿老小辘辘饥肠

到处是

大美江山 国富民强

3
在洛河畔你洗洗千年奔波的风尘

在长寿山门前你与寿星佬深情对望

走山径采野果穿桃林小憩三星宫

一览广厦千万间还有新崛起的工业大走廊

在浮戏山雪花洞

你寻不到封存千年的神秘大唐

百炼成金的传统文化

凝成掷地有声的千古绝唱

在五指山大峡谷
你见不到鬼鸣猿泣 恶鹰豺狼
五彩画屏 玉笔百丈
绘就家乡天高地阔新气象
漫步“百米长廊”
林立的碑刻让你有点迷茫：
千年前苦痛的我竟是这副模样
常香玉清亮的歌喉藤一样缠住你

“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
如今没有“泪沾襟”只有高歌奔小康

4
春雨诗歌夜，你悄悄地来了
花开时节又逢君，你又悄悄地来了
你在朗朗如星的诗歌里
听到了河南走进新时代的一声声号响
你在绵绵如绸的音乐里
看到了中国这艘巨大的航母
正向着强国梦劈波斩浪
扬帆远航 3

杜甫还乡记 □丁利

□张鲜明

太阳照在梁家河上
河两岸
高耸而挺拔的黄土山梁
在天地间
奔腾成
一群像白杨树一样
向上喷射的
雕像

太阳照在梁家河上
太阳的脚步
绕着知青井，走向打谷场
在坚固而气派的梁家河小学列队
走向
知青院
照亮半个世纪前的老照片
还原
那一群北京娃娃
与当地老农一起挥锨舞锄的身影
照亮
那一张张
被陕北的太阳晒得
跟苹果和柿子一样红彤彤的脸
然后，太阳的脚步
带着参观的人流
拐进农家土窑
在老支书的宅院前
听讲解员
把发生在领袖与人民之间的故事
深情地
呢喃

太阳照在梁家河上
且歌且舞的芦苇拉起微笑的菖蒲
集结成绿色方阵
沿着大路般绵长的河床
穿过城镇似的新村
像扭秧歌那样
跑向蓝天
奔向太阳
而无边的玉米、青菜和绿草
举起满身的臂膀
和着蝉鸣
伴着虫唱
以陕北高原为舞台
在演奏着一场
梦一样的
交响

听啊，这是天地与众生的大合唱——
太阳照在梁家河上 3

□了然

白天鹅回来了

咱们的女儿回来了

排成队列，一批一批回来了

列成方阵，一群一群回来了

回到咱中原了

回到咱河南了

回到咱三门峡了

回到咱家了

三月离开时，冰刚解冻

如今归来时，红叶满山

快去迎接她们吧

记着一定要用安静的方式

用微笑迎接她们

当然可以背上相机

给咱们的天鹅多拍几张美照

和咱们的女儿多来几张合影

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回来

从寒风凛冽的北方回来

一万只白天鹅

一万个咱们日思夜盼的女儿

还是去年的模样

那么漂亮，那么可爱

如白色的精灵

如优雅的模特

白天鹅，白天鹅

在黄河滩上翱翔、展翅

在天鹅湖上漫游、起舞

似乎淡忘了旅途的劳顿和疲乏

不断用歌声表达着回家的欢乐和喜悦

哦，天如此蓝

人如此亲

阳光如此暖

咱们的家

只有白天鹅回来才完整

一万只白天鹅，一万个女儿

是咱三门峡冬天里的标配

让外面人羡慕吧

三门峡，一座诗意之城

一座梦幻之城

一座幸福之城

咱们的家

只有白天鹅回来才完美

一万只白天鹅，一万个女儿

是咱中原闪亮的名片

让外面人向往吧

河南，一个美丽大省

一个生态大省

一个希望大省

无拘无束地飞吧，白天鹅

自由自在地游吧，白天鹅

你的亲人在关注着你们

守护着你们

这圆满的时刻

已通过微信传遍了世界

这祥和的画面

正是千秋盛世最美的风景

白天鹅回来了

咱们的女儿回来了

就让她们多停留一些日子

咱要准备更干净的水草

更丰盛的粮食、更舒适的闺房

用母亲般持久的爱

引领她们年年想家

年年回家 3

最美的风景

河南好人

□木 汀

□刘静沙

□周新寰

（外一首）

（外一首）

我相信

1978年的冬日的凛冽

就是为了迎接河开冰裂的春天

我看到

中华大地徐徐春风落在每个人的脸庞

每个人的脸庞如迎春花一般的笑意缀

满树桠

落在每一寸土地上

每一寸土地都喷薄如草原般茂密的绿芽

每一株绿芽啊

都是高举着的手

托举家国的美好明天

我相信

只有共产党人的胸襟和胆略

才能洗去中华民族蒙受的百年耻辱

才能让港澳同胞从此可以挺起胸脯告

诉全世界

——我是中国人

我相信海外侨胞

当年在中国街头看到不时穿梭而过的

北京吉普时

那止不住的眼泪

是相信沉睡的雄狮已经醒来的热泪

相信自己身体里流淌着的

一个充满希望的大国和民族的鲜红血液

我相信

那位目光炯炯的老人

绝不是偶然绘出那边陲小渔村的蓝图

那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气

奏响的中华民族崛起的序曲

当无数的青春奔涌向这如荼的小城

我看到了

发生在中华大地一个又一个春天的故事

看到拓荒牛矢志奋蹄

激励着一个伟大民族日新月异的迸发

我因此相信

神舟与皎皎河汉对话

是华夏儿女对未来忠诚的表述

一次次成功发射和跃上寰宇

无疑是华夏儿女向全人类的一次次宣言

无疑是一个挺拔矗立着的民族

给予蓝天最真诚的情愫

我相信

深邃的穹宇

无疑赋予了中华航天科技以云天之志

无疑是中华宇航员

对浩瀚星空无尽奥秘的破解

我相信

那再次回响在欧亚大陆的“驼铃”

是千年丝绸之路的重启

一个友好、寻求和平的民族

以盎然的中国心

向世界书写使“一带一路”的沿途化为

热土的中国方案

我相信

奏响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

一首首铿锵之曲

是每一个华夏子孙同唱的音符

当东方之珠缀满着紫荆花蕾归来

这乐章在心中一路高亢

当高原雪野间铺就天路

这乐章从清冽的蓝天下飘来

当孩子们整齐地站在五星红旗下

庄严行礼时

这乐章便指向华彩的未来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我们始终奋进在民族复兴的强国大道上

我们用中国之光

穿透世界一道道有形和无形的屏障

我相信

中国梦的节拍和每一个音符

一定能从容谱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行曲

我相信

梦想之歌

能超越世界屋脊的高度

以此汹涌着七大洲四大洋生生不息的力量

我相信

从隆隆的中欧班列

从蛟龙号从珠港澳大桥

从乡村阡陌

从祖国的处处绿水青山

从追求美好生活的一束束自强坚定的目光

世界领悟到的改革开放

一定是只属于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坚毅

和坚持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