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酉湖南抗洪
彭崇谷

谁倒瑶池暴雨逎， 洪波滚滚扰江丘。
山崩路断千村苦， 地陷楼倾万户愁。
击浪救人抒浩气， 固堤克险数风流。
三湘情义三湘汗， 不锁妖龙不罢休！

清波引 镇雨抗洪
黄义成

恨天长雨 ， 久未歇 、 漫街淹巷 。 混流浊漾 。
泽国任波荡。 万顷庄稼灭， 百里乡村成港 。 叹声
一片难停， 情依在， 志尤涨。

军民气壮 。 战洪水 、 生死早忘 。 逐舟巡防 。
岸堤垒屏障。 齐心聚群力， 勇对涝灾同抗 。 灾难
傲首扬眉， 散云镇浪。

救灾有感
文 雯

千里茫茫浊浪翻， 一旬骤雨漫天潺。
惊风虐地村村恨， 积水吞城市市难。
加固残堤凭劲旅， 筑牢危坝挽狂澜。
江山幸有中流柱， 曙色东天又报安。

三湘战洪流
周则强

雨漫星城岛变舟， 田园禾黍付东流。
军民携手屠龙剑， 不胜洪魔誓不休。

为武警勇士点赞
李文勇

� �热血男儿勇， 柔情眼底藏。
彩衣围缺口， 沙袋垒新墙。

�斗志如山岳， 初心作主张。
孽龙终得缚， 万里现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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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6月以来 ， 暴雨洪水肆虐三

湘， 各级党政军民奋起抗洪抢险， 保
卫家园。 洪峰过后， 艳阳持续， 广大
干群官兵又顶烈日冒酷暑， 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这是一场三湘人民心同在、
力同使的大会战。 诗人们纷纷用手中
的笔为一线勇士们加油鼓劲， 用真情
和激情记录时代。 本期 《湘韵》 特精
选部分抗洪诗歌， 推出抗洪专版。 谨
以此向奋战在湖南抗洪抢险一线的数
十万军民致敬。

� � � �李小军

披一身泥泞， 走进风雨里
用坚实臂膀， 抵抗洪水侵袭
挺拔的身影， 我似曾相识
想开口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背着那沙袋， 奔跑在河堤
用血肉之躯， 书写爱的传奇
疲倦的面孔， 我多么熟悉
分不清脸上的汗水和泪滴

啊， 雨中的你， 那么铿锵有力
抢险救灾， 只争朝夕
雨中的你， 早已忘了自己
前赴后继， 将希望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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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李盛

大禹的铲
沥去洪荒的魅
愚公的锹
开就子孙的基
李冰的宝瓶口、 三峡的大闸门
滔滔东流水啊
功润到当今

天地豪情惊天地
史无前例耀古今
绾定这一江东流水啊

治水的后代是传人

你看长江上的坝
你看洞庭湖的胃
你看三湘四水的堤垸
你看千万张弓箭般矗起的背
……

攥紧大禹的铲
攥紧愚公的锹
攥紧在李冰的宝瓶口、 三峡的大闸门
攥紧在千万里的湖湘上， 千万里的好家园

七月里，
那抹橄榄绿

胡巨勇

风疾为灾， 水急为患
七月， 在湘楚大地
被闪电的鞭子抽打过后
乌云的野马开始肆虐、 咆哮
沦陷的大地
洪峰冲出堤坝， 滂沱的水
淹没田野和村庄
长沙告急、 邵阳告急、 宁乡告急
……

狂风暴雨中， 电闪雷鸣里
橄榄绿在行动
迷彩服在呐喊
险情就是命令———
扛， 有着山一样的雄姿
堵， 有着海一样的气势
移动的脚步里
填满的是执着和无悔
奔忙的身影里
扎根的是无畏和使命
一抹绿， 就是
一道永不溃口的堤坝
一抹绿， 就是
一条抢救生命的通道
呵， 这就是军人的情怀
用青春的风采
抒写季节的流行色
用责任和信念
挺起民族不倒的脊梁

长沙安好、 邵阳安好、 宁乡安好
……
七月， 在湘楚大地
一抹抹橄榄绿连成移动的长城
是我眼底最美的诗行

熟悉与陌生
周 敏

熟悉的是你们的身影
被洪水衬托起来的高大
和不可逾越的高度

陌生的是你们的容貌
千篇一律的模样
整齐划一的抗洪造型

召之即来你们做到了
来之能战你们也做到了
挥之即去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销声匿迹你们是怎么隐蔽的

以至于对你们的熟悉
只有当洪水来临的时候
以至于对你们的陌生
往往都在洪水退却之后

原来熟悉伴随风起云涌
原来陌生融入万众之中

防汛（外一首）

家富

累了。 睡吧
一条终于慢下来的湘江

冷雨夜

冷
把自己抱成一团刺猬
还是觉得冷
身上的雨水也是

它们拼命地钻进我
陌生的怀里， 试图攫取一点点暖意

夜
因此显得特别漫长
像我们
正守望的洪峰
即将过境的湘江

感动
付炼

湘水泛滥成灾
橘子洲头一片汪洋大海
朋友圈滚动播报的灾情
让人揪心

花姐说老公值守大坝
几天几夜未曾合眼
她整晚提心吊胆

阿苏说他们消防支队
早已进入战备状态
通宵值班

红姐发来同事的现场实拍
我看见年轻的公安民警
一次次背着老人和小孩
趟过没膝的洪水

又有朋友即将奔赴大堤值守
天很热， 洪水还未退
我只好一再叮嘱
带上伞、 风油精， 多多保重

都说和平的年代没有英雄
我却一次次
被朋友圈的真情感动

江边
朱继忠

在泪水和雨水交融的时刻
面对洪水狰狞的面孔
我站在江边， 守在河边
看投影不断抬升， 试图抓住
一条脱缰的野马， 祈求驿道不变

发表在湘江两岸的高楼与号声
靳江被挤压， 龙王港在流泪
用脚步丈量你的速度， 那只木盆
也不允许你放肆， 惊醒一场梦境
垂柳从没低头， 与目光保持一致

各种姿势， 无数双眼睛
旗帜下凝聚的力量， 让你受戒
偶尔溅起的泥泞， 让蓝天白云
澄清， 将肩章和袖章擦得更亮
臣服于满腔的怒吼与汗水之下

退却， 是赏赐你的最好抵抗
无数坚毅的眼神， 一直在打扫
你留下的痛点和残留， 不会忘记
弱小的身躯下， 那股神奇的力量
只因为江中是你， 江边是我们

湘江依旧
徐荫湘

依旧壮阔而温情
蜻蜓与鱼追逐呓语
蝉不再枯坐树中

我们却还没有卸下昨夜重轭
警惕的奔跑， 用身体堵塞可疑管涌
赤裸筋骨筑入柔软水身
猛兽回笼， 回眸一啸

一笑发自疲惫的身影
一队队年轻的汗水
已经化为湘江的一部分
水流淙淙

雨中的你（歌词）
———致敬抗洪一线的军民

攥紧千万里的好家园

浪淘沙 星城抗洪
冯端明

瓢泼袭潇湘， 浊浪汤汤， 漫淹长岛锁桥梁。 危
及星城悬旦夕， 四面汪洋。

肆虐再猖狂， 昼夜严防， 军民奋起筑铜墙。 安
抚狂涛扶百姓， 又见晞阳。

中流砥柱赞
陈柯平

中流砥柱何方有？ 天塌潇湘狂雨后。
抢险潮头吼壮歌， 除危飞渡抢龙口。
巡查管涌夜未眠， 往返泽乡为妇叟。
百姓安危糸心头， 中华圆梦是旗手。

乡情重
易延凤

人在他乡最挂怀， 老家淫雨酿成灾。
身心径向邻居院， 那惧路长头发白。

沁园春 长沙抗洪
杜生旺

六月长沙 ， 大雨倾盆 ， 暴雨喷浇 。 望湘江水
溢， 泥流滚滚； 浏阳河满， 浊浪滔滔。 整个橘洲，
汪洋一片 ， 顿失烟花燃放娇 。 低洼地 ， 尽楼淹屋
毁， 菜损禾涝。

天灾如此糟糕， 引无数英雄抗险潮。 有党员干
部， 背童扶老， 严防死守， 堆砌砂包。 子弟兵哥，
水中抢险 ， 加固堤防汗马劳 。 捐钱物 ， 献灾区民
众， 再种新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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