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姻2019年 2月 11日 星期一 姻责编院温云高 校对院袁南军WEEKLY 红井水荫周 刊

诗意立春袁春天的赞歌遥
立春是二十四个循环往复的节

气里头一个节气遥 农谚云院野立春一
日袁百花回芽冶遥流传千古的叶三字经曳
里袁对野天有四时袁春秋冬夏冶袁亦作了
认识性的反映记载院 此言岁时之序
也遥 一岁之序袁分为四时袁应乎北斗袁
斗柄东指袁在寅卯辰袁万物发生袁于时
为春遥

新春好袁 万物赏春是立春的主
题遥新的一年立春袁改革开放再出发袁
相聚农历戊戌狗年大年三十袁 这一
天袁是中国人一年生活中最重要的日
子遥 相逢中国年袁人们每次站在这个
节点上袁 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四个字院
辞旧迎新袁过更好的年遥

这一天袁13 亿人们在欢乐祥和
欢度除夕的日子里袁迎来了春天遥 我
们正站在春天的起点袁也正站在新的
一年的起点袁欢欢喜喜迎新年袁此时
此刻袁大家都会体会过唐太宗在叶守
岁曳诗中野迎送一宵中冶的感觉遥

宋代王安石叶元日曳诗中说院野爆
竹声中一岁除袁春风送暖入屠苏遥 千
门万户曈曈日袁总把新桃换旧符遥冶这
首诗描写了人们欢度春节的热烈场
面遥 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袁辞去旧岁迎
来新年遥 立春与贺新年相逢袁大年三
十在这个富有诗意除夕的节日里袁载
歌载舞贺新春袁看春晚袁吃团圆饭袁尝
汤圆袁亿万人们在这春意浓郁滋润中
欢聚团圆遥

立春了袁春风化雨袁春雨下在春
风里袁 悄然无声地滋润着大地的万
物遥 田野里金黄色的油茶花打苞了袁
郁郁葱葱的麦苗拔节了遥民谚说院野春

雨贵如油冶农民喜欢春雨袁诗人也喜
欢春雨遥 杜甫的叶春夜喜雨曳所说野好
雨知时节袁当春乃发生遥随风潜入夜袁
润物细无声遥 野径云俱黑袁江船火独
明遥晓看红湿外袁花重锦官城遥 冶这首
诗细致描绘了春雨是怎样降临的遥它
在夜里静悄悄地来了袁 滋润了大地袁
催生着万物遥 最后诗人想象到袁等到
雨后天晴袁锦官城里夜色一定更为鲜
艳袁下了一场好雨袁诗人的好心情遥

朱嘉的叶春日曳诗袁野胜日寻芳泗水
滨袁 无边光景一时新遥 等闲识得东风
面袁万紫千红总是春冶遥春究竟是什么钥
它究竟是怎样的钥 我们只要从它具体
的表现来看袁就可以野等闲总得它的面
目了冶袁那生机勃勃尧万象更新的野无边
光景冶尧那盛开的野万紫千红冶的鲜花就
是春浴 最为人熟知的还是唐代孟浩然
的那首叶春晓曳袁诗中说野春眠不觉晓袁
处处闻啼鸟遥 夜来风雨声袁 花落知多
少遥 冶听着室外的风雨声袁诗人一夜却
没有睡好袁天大亮了袁他忽然被热闹的
鸟叫声惊醒袁诗人想袁夜里下了那么大
的雨袁不知道落了多少花啊浴

古人写立春的名句不少袁读来朗
朗上口遥 王安石叶泊船瓜洲曳野京口瓜
洲一水间袁钟山只隔数重山遥 春风又
绿江南岸袁明日何时照我还遥冶王安石
是宋代一位有名的政治家袁这首诗是
他离开金陵袁从京口渡江到瓜洲时写

的遥 诗中表达了他早日脱离官场袁返
回旧居的愿望遥据说这首诗第三句的
野绿冶 字袁 诗人改了很多遍袁 开始用
野到冶字袁后来改成野过冶字袁又改成
野入冶字野落冶字袁最后才选定野绿冶字遥
野春风又绿江南岸冶改得美袁春风吹绿
了长江南北袁形成了一幅秀美的山水
春光图遥

唐代白居易的词叶忆江南曳笔下的
春袁小巧新奇袁饶有情趣遥 野江南好袁风
景旧曾谙遥日出江花红胜火袁春来江水
绿如蓝遥能不忆江南冶白居易出生在北
方袁曾在江南生活和做官袁后来又回来
北方遥 这首词描绘了他记忆中的美丽
江景袁表达了他对江南生活的怀念遥

每一个节气都是一首民间小调袁
冬去春来袁 春其实是从冬天孕育出来
的袁大自然看上去无言袁实则有情袁每
当冬天走向尽头袁 就会把春天带到人
间遥 立春以后袁四季交替炎凉对接袁这
时候就等待一声春雷了袁只要一响袁早
已安排的万紫千红就会降临人间袁春
雷唤醒大地袁欣欣向荣遥清代诗人张维
屏叶新雷曳写道院野造物无言却有情袁每
于寒尽觉春生遥千红万紫安排着袁只待
新雷第一声遥 冶人们期盼着春雷袁春雷
成为万象更新的号角袁磅礴的力量袁对
春雷的等待与期望象征着人们用奋斗
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遥

春袁 正蕴含着那奔腾的奋进的节
奏袁 让每一个人用坚实的身躯充满着
新时代的温暖力量遥 讲好新时代的春
天故事袁把最美丽的诗行写在春光里袁
做春天的花袁花开天下袁做春天的蜂袁勤
奋耕耘遥 播种乡村振兴的希望袁人们开
始谋划春天遥 播种春天袁不虚度春光遥

早晚常常漫步在绵江河畔
那长长的尧 树木葱郁的人行道
上袁 尽情享受沿河两岸风情美
景袁 看着那水波粼粼的绵江水
静静而又欢快祥和地流淌着袁
我就想到了遥远处河流的精彩
历史情形遥

惨烈的湘江之战遥 1934年
11月 27日至 12月 1日袁 中央
红军在广西境内的湘江上与国
民党军苦战五昼夜袁 最终强渡
湘江袁 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
道封锁线袁 粉碎了蒋介石围歼
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遥
但是袁 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
极为惨重的代价遥 部队指战员
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
的 8 万多人锐减至 3 万余人遥
湘江一战也直接导致了 野遵义
会议冶的召开遥 从此毛泽东同志
正式登上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舞
台中央袁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
定了人事基础遥

惊险的赤水河尧大渡河遥 遵义会议重新确
立了毛主席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以后袁在毛主
席的正确指挥下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袁力图摆脱
敌人的战略包围袁围绕赤水河袁神出鬼没尧巧妙
布阵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袁声东击西袁忽
南忽北袁 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袁 驰骋于滇尧
黔尧川广大地域袁使敌人晕头转向袁疲于奔命袁
经过了四渡赤水尧飞夺泸定桥袁使红军彻底摆
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袁为完成长征奠定了胜利
的基础遥

欢快的延河水遥 从 1937年 1月至 1947年
3月袁中共中央驻在延安期间袁巍巍宝塔山就成
为了国人心目中的圣地尧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袁
吸引了大批的热血青年到来袁 为中国革命聚集
了各方面的宝贵人才袁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
了中流砥柱作用袁 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袁 曾经抚育了千千万万中国精英
和抗日将士的延河水袁至今仍然静静地流淌着袁
它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遥

百万雄师过大江遥 1949年 4月 23日袁毛主
席在得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袁以喜悦的心
情尧恢宏的气势尧铿锵的语言袁写下了一首叶七
律窑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曳 诗词院野钟山风雨起
苍黄袁百万雄师过大江遥 虎踞龙盘今胜昔袁天翻
地覆慨而慷遥 宜将剩勇追穷寇袁不可沽名学霸
王遥 天若有情天亦老袁人间正道是沧桑遥 冶表现
了人民解放军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
和决心袁表达了解放全中国的雄壮气势和必胜
的信念浴

举世无双的三峡大坝遥 这座我国湖北宜昌
段上的长江三峡大坝袁是建国以来袁首个经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而兴建的特大
水利工程袁 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工程袁也
是现今世界上建成的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遥 它
以其规模宏大尧综合效益显著尧涉及面广尧影响
深远而举世瞩目遥 它的建成是中华儿女的智慧
结晶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遥 国父孙中山先生在
叶建国方略曳中提出的修筑野三峡水坝冶和开国
领袖毛泽东野高峡出平湖冶 的梦想得以实现遥

久远神奇的人工大运河遥 我想起了我们中
国人民引以自豪的袁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
和力量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袁为世
界上最长的人工大运河袁 它是世界上开凿最
早尧 规模最大的运河遥 至今大运河已延续了
2500余年袁现在仍然在发挥航运和水利调节作
用袁 继续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默默地奉献
着遥

奠定三国鼎立的赤壁之战遥 汉代后期发生
在赤壁的著名战争袁面对曹操的大兵压境袁孙尧
刘身处险境袁 也促使了他们之间的艰难联合遥
为了破击曹操的威胁袁以求自保袁期间孙尧刘用
尽了联横之术袁 全力进行了军事抗争准备袁并
与曹操之间上演了一出出的离间尧 反间之计袁
最后周瑜的一把烈火袁大破曹军袁孙权尧刘备联
军以少胜多袁 从此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袁对
后世影响深远遥

噎噎说不完的大江大河袁 看不够的河水奔
流袁道不尽的江河传奇遥用一首叶三国演义曳电视
剧的片头歌词来做结尾吧院野滚滚长江东逝水袁
浪花淘尽英雄袁是非成败转头空袁青山依旧在袁
几度夕阳红袁白发渔樵江楮上袁惯看秋月春风袁
一壶浊酒喜相逢袁古今多少事袁都付笑谈中浴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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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新妇女之歌渊灯彩歌曲冤

自尊自信又自强袁
赣南妇女有荣光袁
当年苏区闹革命袁
送子送夫上战场遥

今日赣南新妇女袁
苏区精神大发扬袁
乡村振兴作贡献袁
助力文明有十章遥

清洁家园第一章袁
勤扫庭院和厅房袁
改变家庭脏乱差袁
整齐优美又大方遥

夫妻和睦第二章袁

家里事务同商量袁
互敬互信又互爱袁
生活美满幸福长遥

孝敬老人第三章袁
父母老了要赡养袁
善待优待老年人袁
看到老人要敬仰遥

厚养薄葬第四章袁
父母健在孝为上袁
老人去世丧事简袁
不信迷信不铺张遥

婚事简办第五章袁
男婚女嫁不排场袁

限量酒席不收礼袁
文明喜事乐鸳鸯遥

科学教子第六章袁
言传身教好榜样袁
弘扬中华好家风袁
培养孩子健康长遥

勤劳致富第七章袁
不迷网络度时光袁
远离邪恶黄赌毒袁
事农事工或经商遥

勤俭持家第八章袁
节能环保节约粮袁
节水节电俭持家袁

最美家庭要表彰遥

团结邻里第九章袁
交往连心架桥梁袁
邻里和睦亲善好袁
互爱互助互相帮遥

热心公益第十章袁
扶贫济困德无量袁
养老助残行义务袁
社会文明新风尚遥

乡村振兴号角响袁
撸起袖子干一场袁
千万赣南新妇女袁
团结奋斗跟着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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