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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令·中国梦
□李文朝

四海九州雷动，万众舞龙歌凤。鹏举
正当时，合力鼓风相送。相送、相送，实现
复兴之梦。

甲午迎春
□欧阳鹤

漫云生肖总轮回，大好韶光去不归。
休守因循弾老调，应谋改革立新规。
年年不变终须变，事事难为定可为。
一曲高歌中国梦，嘶风万里马如飞。

重游韶山滴水洞
□赵焱森

又是新秋菊正黄，名山再造意深长。
一峰挺秀云天倚，八景争奇松竹昂。
虎啸风生威震远，龙吟雨沛国呈祥。
休言滴水无波浪，四海惊涛系此方。

咏毛泽东
□宣奉华

一阕沁园万象春，群山共仰莽昆仑。
通观史册三千载，不愧中华第一人。

【仙吕·太常引】
咏刘洋天宫一号打太极

□周成村
琼楼玉宇舞蹁跹，矫矫女婵娟。动静

如紫猿， 推搂捺气定神闲。[幺 ] 传唤青
鸟，轻呼玉兔，邀约众神仙。免收学费钱，
教尔会打太极拳。

太阳曲
□黄琳

百年求索启愚蒙，路正开头曲未终。
欲奔小康无别调，只能高唱太阳红。
从容三步画图雄，妙法先师两论中。
四海风云悬一帜，西洋也爱太阳红。

橘子洲头瞻仰毛主席塑像
□伏家芬

伟人端坐橘洲头，粪土当年万户侯。
建党兴邦驱腐恶，举旗执政主沉浮。
三分世界诚宏论，五卷经纶见伟猷。
慧眼观潮欣后浪，中华步步上层楼。

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廖奇才

百廿冥辰祝嘏时，神州万里固洪基。
春风着意催花灿，夏雨多情孕物奇。
改革岂因深水止，腾飞当慰众心期。
炎黄阔步同追梦，大梦圆时九野怡。

读《沁园春·雪》感赋
□旷瑜炎

旷世奇才擅运筹，宏词一阕震神州。
雄风吹散千峰雪，文采蜚声百代侯。
又看山原驰蜡像，哪堪人物数风流。
丰功伟业谁评说，代代红旗树岭头。

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汪德辉

尧天舜日彩旗扬，韵国繁英业绩煌。
百尺竿头期更进，腾蛟起凤竞兴邦。

读毛泽东同志诗词手迹随笔
□周海斌

笔走龙蛇砚作滩，心藏百万列雄关。
三军直捣谁能挡，四面重围我亦闲。
出海狂飚摧铁壁，倚天长剑斩冰山。
苍蝇几只环球小，浩气凝于一纸间。

访毛泽东故居
□罗雄

神州儿女向韶山，天下倾心拜楚南。
故宅缘何誉遐迩，只因伟大出平凡。

颂韶山
□曾祥永

巍峨亘古一韶山，孕育雄才在此间。
领袖故乡寻旧迹，激情迸发涌波澜。

韶山主席故居前荷塘即兴
□胡静怡

小池春水绿如蓝，遥忆鲲鱼戏浪间。
一举冲霄鹏翼展，顿教四海卷狂澜。

读毛主席《西江月·井冈山》联想
□赵乐安

吟罢西江月，罗霄梦境牵。
群峰扬义帜，一界起硝烟。
碧血丹枫染，红霞翠竹连。
燎原星火种，燃遍九州天。

韶山红日
□宁佐喜

韶峰挺立瞰东方，红日当空曜五洋。
冬月花开天下暖，黎民喜沐伟人光。

缅怀纪念
□言建忠

沧海横流主义真，横空出世整乾坤。
硝烟散尽民心聚，功过千秋自有论。

咏韶山毛泽东铜像
□赖明汉

驻足峰前望，庄严意志坚。
宽胸能抱日，巨臂可擎天。
力扫风云乱，情倾草木妍。
丛中堪应笑，梦已壮山川。

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曾建军

滴水润山冲，岁寒春意浓。
梦圆韶乐里，满目杜鹃红。

湘江·文学15２０13年12月20日 星期五

为了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由中华诗词学会、湖南省诗词协会、韶山毛泽
东纪念馆联合举办了“中国梦杯”全国诗词大
奖赛。 大赛共收到全国30多个省、 市、 区的
5000多位诗人的诗词曲作品达1万多首。在由
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后，评选出一
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9名，优秀奖50名。
入围的600首作品将会结集出版。

纵观这次全国诗词大奖赛，由于是以纪念
党和新中国的开创者，与人民水乳交融的伟大
领袖毛泽东为主轴，形成了中华大地炎黄子孙
一次规模宏大、诗意昂扬、感情真挚的诗词大
潮， 它与一般性的写景抒情诗词吟咏不同，别
具鲜明特色。

第一、 以对革命前辈开基创业的感戴之
恩， 纵情歌颂。 唐青仑的《烛影摇红·梦绕神
州———颂百花齐放方针》：“梦绕神州， 醒闻窗
外莺声脆。杜鹃啼得柳烟笼，竹影摇青翠。试问
牡丹开末？道今时，舒心吐蕊。红招蝶舞，香引
蜂飞，枝头花缀。 雨露流泉，润桃浇芷兰蕙。
人生自古总多情，把酒花丛酹。饮得海棠酣醉。
看今朝，群芳聚会，细评娇美。多谢春风，催开
花卉。”这是诗词创作的大写意，也是百花齐放
的大写意，应该说，更是人生追梦的酣畅大写
意。片片繁花，丝丝情愫，凝结在“多谢春风，催
开花卉”的结尾。读到此处，党和领袖的恩泽如
化雨甘泉，遍布神州大地，令人感到酣醉。吴万
利的七绝《伟人毛泽东》：“咏雪诗魂耀宇寰，拨
开迷雾换新天。珠峰纵使削千尺，仍是中华第
一山。”诗人以纯真的感情，平和的心态，客观
公正的眼光看待历史，看待伟人，诗意超出凡
响，有如金声玉振，具有见物见人，感天动地的
千古豪情。

第二、面对现实幸福生活，饮水思源，开怀
吟颂。 李汝启的七律写道：“汉月秦关事已湮，
今朝国事胜从前。城长万里魂犹壮，海定三沙
岛亦妍。军舰护航红海外，神舟揽月白云边。龙
腾行看蒸蒸上，好梦正圆尧舜天。”诗人从汉月
秦关想到今日的长城、三沙，再看到神舟揽月，
国势胜前，各行各业蒸蒸日上，使读者领悟到
尧天舜日的好梦正在一幕幕展现。何象贤的五
律《井冈山挹翠湖》：“圣地开新景， 高山挹翠
湖。漫将征战地，化作旅游区。杨柳翻时调，沧
桑感世殊。品茶添雅趣，围坐说毛朱。”诗人到
革命圣地井冈山，一边观赏高山平湖，战地新
装，红色旅游欣欣向荣的景色，一边品茶忆旧，
感叹世事沧桑，叙说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当年
在井冈山斗争的艰难岁月，抚今追昔，如梦如
痴。“杨柳翻时调，沧桑感世殊”之句便飞出吟
怀。“振兴华夏力千钧，大地晨光日日新。扯起
风帆追大梦，擎旗又有弄潮人。”这首七绝是杨
树奎的作品。大地晨光拂照，扯起风帆追梦，擎
旗弄潮，后继有人。诗人的感悟之心、传承之
赞，一一展现诗中。徐勋汉的七律《浏阳河》：
“十弯九曲一条河，静逸悠闲闹市过。桥上飞云
偕白鹭，舟前雪浪戏红鹅。三湘水秀污尘少，岳
麓书香故事多。信步长堤思主席，人民没忘那
支歌。”无论是浏阳河的飞云白鹭，雪浪红鹅，
以及连贯湘水秀色，岳麓书香，归结到人民对
毛主席的永恒的思念，永远高唱浏阳河这支动

人心弦的歌曲。
第三、通过追忆先贤艰苦创业精神，陶冶

自己的理想情操， 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褪
色。罗方友的《卜算子·题红叶》云：“风雨算什
么 ，霜雪都经过 。已是人生羸老时 ，犹有全身
火。 火也不烧人，只把秋来贺。待到归根叶落
天，化作千家乐。”这首词，作者巧用心思，比兴
手法十分得当。其中霜秋红叶，比喻人老心红；
归根叶落，化作千家乐，乃喻革命领袖无私无
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展示现在的
群众路线教育，领袖与群众心心相印。又如莫
利平的七绝《毛主席睡衣》：“睡衣虽破可遮身，
节俭唐尧逊几分。补好又穿穿又补，心知天下
有穷人。”其诗语言朴实，道理深邃。一代伟人，
时刻想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在我国物质匮乏时
期，领导人带头艰苦奋斗，群众的生活虽苦犹
甜，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受人民敬仰的重要原
因。陈樵哥的七律《韶山有怀》：“四时风雨一囊
收，天挺韶峰在上头。绝壁苍松穿雾出，清江明
月抱村流。图强手创千秋业，济世心轻万户侯。
今日九州同步调，沉浮自主不须忧。”诗人深怀
情感，敞开胸襟，以韶山的绝壁苍松、清江明
月，喻先贤的坚强高大和廉明清正。尤以图强
立业，济世为民，先辈们功高天挺，后来者自主
沉浮，同步登高，实为一首颂扬理想前途坚贞
不渝的佳作。

第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一往无前的
豪迈气概， 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 杨桂芳的七律咏道：“揭地掀天万古雄，一
生奋斗乐无穷。降龙伏虎干戈里，建国兴邦帷

幄中。纵是太阳存黑子，依然光焰耀苍穹。炎黄
十亿追新梦，敬献心香与昔同。”诗人纵情歌颂
革命先辈揭地掀天、降龙伏虎的胆略，运筹帷
幄、一生奋斗的智勇，同时，又以褒贬有度着
墨，客观评价先辈，更为伟大的新梦追逐者敬
献心香， 表达了在新形势下继往开来的赞颂。
苏淑坤的《蝶恋花·踏青》：“二月江南春汛早，
桃杏烧林，遍地青青草。紫燕衔花朱户绕，黄莺
隔叶清歌妙。 画里河山无限好。 微信邀朋，任
落风前帽。 兰浦竹溪情未了， 红霞挽件留新
照。”诗人落笔江南二月的无边春色，微信相邀
同俦追梦，红霞挽照，画里江山，无穷爱恋的
心，已跳跃在“中国梦”的求索之中。万梅溪的
七绝《网上弄潮》：“种田汉子弄新潮，歇罢耕锄
玩鼠标。衔接产销开绿道，互联网上架金桥。”
在改革发展中种田打土块的新式农民，过着创
业追梦的新生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新风
跃然纸上。

从这些获奖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大
赛的重要成果，更领略了广大诗人对一代伟人
毛泽东的深厚感情，更展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光辉未来。 我们有理由认为，
这次大赛之成功，必将成为历史的永恒纪念。

屈指算来，毛泽东同志已经离开我们37年
了。然而，许多往事都还宛如昨日。他的高大形
象如巍巍昆仑，耸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
面前。他在苦难深重的中国，拔地而起，顶天立
地；他挥戈跃马，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
义列强的侵略，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
座大山；他以崭新的历史观，缔造社会主义新
中国，使人民由奴隶成为主人；他坚持独立自
主，把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逐步焕发生机并领
向初步繁荣。 他的历史观是人民创造历史，人
民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一丝一毫都不脱离人
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之所以这
样深情地怀念和歌颂毛泽东，事实已明确作出
答案：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永远会得到人民的
热爱和崇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个充
满诗意和伟大理想的梦，也是炎黄子孙阔步前
进的梦。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
都在梦中。我们通过这次大赛，来纪念革命先
辈，旨在温故而知新。让我们在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同心同德，众
志成城，为早日实现富国强民的“中国梦”而阔
步前进！

巍巍昆仑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国梦杯”诗词大赛获奖作品赏析

□赵焱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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