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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編按：：19491949年年1010月月11日誕生的新中國日誕生的新中國，，以全新氣象宣佈了舊時代的滅以全新氣象宣佈了舊時代的滅

亡亡。。7070載春秋往替載春秋往替，，華夏兒女用汗水澆灌華夏兒女用汗水澆灌960960萬平方公里的富饒萬平方公里的富饒

土地土地，，用發展培養起如今屬於中華民族的自豪感與自信心用發展培養起如今屬於中華民族的自豪感與自信心！！站在站在

歷史的眼眸裡歷史的眼眸裡、、在時間的彼岸回望在時間的彼岸回望，，我們仍能隱約聽到我們仍能隱約聽到《《七子之七子之

歌歌》》 ，，在湛藍的海水中在湛藍的海水中 ，，我們還能聞到紫荊花的芬芳……我們還能聞到紫荊花的芬芳……

祖國祖國，，永遠是中華民族生命前進的動力永遠是中華民族生命前進的動力 ，，更是華夏兒女們更是華夏兒女們，，

遠航歸來後的避風港遠航歸來後的避風港 。。值此新中國成立值此新中國成立7070周年之際周年之際，，在這復興在這復興

號角吹響的春天號角吹響的春天，，世界各地的華夏兒女世界各地的華夏兒女，，他們執筆賦詩他們執筆賦詩，，在文在文

字中繾綣出對祖國母親的熱愛與思念字中繾綣出對祖國母親的熱愛與思念，，在句讀中吐訴自己心中在句讀中吐訴自己心中

對祖國母親最美的祝福對祖國母親最美的祝福：：生日快樂生日快樂，，我的祖國我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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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你祝福你 祖國祖國！！
——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華誕之際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華誕之際

作者作者：：韓長福韓長福 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加拿大加拿大
中華詩詞學會中華詩詞學會、、加拿大大華筆會成員加拿大大華筆會成員

今天是你的生日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祖國我的祖國
炎黃子孫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炎黃子孫在世界的各個角落
為你唱響同一首歌為你唱響同一首歌

如果你是大樹如果你是大樹 你已經有了足以為傲的年輪你已經有了足以為傲的年輪
如果你是大山如果你是大山 你已經有了足以撼動天地的力量你已經有了足以撼動天地的力量
但你依然延續五千年的文明但你依然延續五千年的文明 堅守自我堅守自我 不卑不亢不卑不亢

你是新時代的弄潮兒你是新時代的弄潮兒 不懼風雨不懼風雨
衝刷一次又一次新的紀錄衝刷一次又一次新的紀錄
經濟喜發展經濟喜發展 生產總值首破生產總值首破9090萬億萬億
產權大進步產權大進步 自主芯片跨入全球前列自主芯片跨入全球前列
鑽天有鑽天有「「神州神州」，」，入海有入海有「「蛟龍蛟龍」」
幹線大飛機已經翱翔藍天幹線大飛機已經翱翔藍天
首顆首顆「「墨子墨子」」科學實驗衛星科學實驗衛星 又飛向了太空又飛向了太空

保障健康保障健康 世界最大的基因庫投入運行世界最大的基因庫投入運行
神奇勘探神奇勘探 天眼射電望遠鏡正式啟用天眼射電望遠鏡正式啟用
免農稅免農稅 減雜費減雜費 義務教育義務教育
你在民生的路上正大步向前你在民生的路上正大步向前
貿易大國製造業大國貿易大國製造業大國 互聯網大國互聯網大國
你正邁入世界經濟的中央你正邁入世界經濟的中央

海外華裔海外華裔 血脈相連血脈相連 撤僑行動撤僑行動 真情湧現真情湧現
世界維和世界維和 亞丁灣護航亞丁灣護航 國際救援國際救援
處處有華夏兒女矯健的身影處處有華夏兒女矯健的身影
鮮艷的國旗飄蕩在任何需要的地方鮮艷的國旗飄蕩在任何需要的地方

祖國祖國 我親愛的祖國我親愛的祖國 你勇敢你勇敢 你堅強你堅強
你始終閃耀無可比擬的光芒你始終閃耀無可比擬的光芒

海外赤子也是一腔熱血海外赤子也是一腔熱血
融入當地融入當地 不忘祖國不忘祖國
在你七十華誕的歡慶時刻在你七十華誕的歡慶時刻
我們在遠方祝福你我們在遠方祝福你 青春永駐青春永駐 神采飛揚神采飛揚
祝福你祝福你 明天更加繁榮富強明天更加繁榮富強

我和你我和你
——我的祖國我的祖國

作者作者：：夏嫿夏嫿 海外文軒作家協會海外文軒作家協會，，北美中北美中
文作家協會文作家協會，，華美作家協會會員華美作家協會會員

輪回交替更換的四季輪回交替更換的四季
混雜我迷茫的悵然若失混雜我迷茫的悵然若失
我總是注視與你隔了半個地球的牆角野花我總是注視與你隔了半個地球的牆角野花
在時光洗過的記憶裡在時光洗過的記憶裡
思念泛起思念泛起
無法畫上休止符無法畫上休止符
而你而你——就那樣輕而易舉佔領所有的篇章就那樣輕而易舉佔領所有的篇章

人們總是興致蓬勃地談論你人們總是興致蓬勃地談論你
說你是傳說說你是傳說 聞名遐邇聞名遐邇
猶如燎原之火猶如燎原之火
五千年的智慧點燃了人類的文明五千年的智慧點燃了人類的文明
五千年的滄桑創造了矚目的輝煌五千年的滄桑創造了矚目的輝煌
你傲立在世界的東方你傲立在世界的東方
歷史上書寫下無窮的燦爛歷史上書寫下無窮的燦爛

人們又總是掩不住訝異說你是傳奇人們又總是掩不住訝異說你是傳奇 難以置信難以置信
七十年前在廢墟中重新崛起七十年前在廢墟中重新崛起
蒼涼的逆境中展開了騰飛的翅膀蒼涼的逆境中展開了騰飛的翅膀
翱翔在廣闊的天空翱翔在廣闊的天空
讓世界都仰頭看到了你雄健的身姿讓世界都仰頭看到了你雄健的身姿
造物主或許都會感嘆造物主或許都會感嘆
再華美的詞句來描繪你都顯得虛弱蒼白再華美的詞句來描繪你都顯得虛弱蒼白
而我是那隻攜微光的螢火蟲而我是那隻攜微光的螢火蟲
黑暗裡苦苦追尋你的方向黑暗裡苦苦追尋你的方向
我努力回憶你最初的模樣我努力回憶你最初的模樣
迤邐的山河風光迤邐的山河風光
淳樸善良的民風民情淳樸善良的民風民情
卻還是迷失於你排山倒海的巨變卻還是迷失於你排山倒海的巨變
你把一切塗抹了更壯麗宏偉的色彩你把一切塗抹了更壯麗宏偉的色彩

我像條魚兒在你無盡的海洋我像條魚兒在你無盡的海洋
眼裡充滿你新砌的圖畫眼裡充滿你新砌的圖畫
靜聽前所未有神奇的樂曲靜聽前所未有神奇的樂曲 被你彈起被你彈起
我無法抑制的歡呼我無法抑制的歡呼
環繞你高聲歌唱環繞你高聲歌唱
我在異國他鄉夢境的罅隙裡我在異國他鄉夢境的罅隙裡
將你擁抱仰望……將你擁抱仰望……

在加國最古老的唐人街買月餅在加國最古老的唐人街買月餅
作者作者：：和平島和平島 加拿大漂木藝術家協會會員加拿大漂木藝術家協會會員，，北美華人文學社社長北美華人文學社社長

穿過番攤裡穿過番攤裡，，這條最窄處只有這條最窄處只有00..99米的加拿大最狹窄的弄堂米的加拿大最狹窄的弄堂
聽說他聽說他，，修完太平洋鐵路之後修完太平洋鐵路之後
因交不起因交不起「「人頭稅人頭稅」，」，無法與困在鄉下的妻子團圓無法與困在鄉下的妻子團圓
擁擠在吆三喝四和烏煙瘴氣彌漫的唐人街當中擁擠在吆三喝四和烏煙瘴氣彌漫的唐人街當中

到對面的利安市場買一盒蓮蓉雙黃月餅到對面的利安市場買一盒蓮蓉雙黃月餅
再撫摸一下遠在大洋彼岸的蘇州市人民政府贈送的一對石獅子再撫摸一下遠在大洋彼岸的蘇州市人民政府贈送的一對石獅子
在它們高大在它們高大、、威武威武，，又親切的目光裡又親切的目光裡
匆匆離去匆匆離去

這是我定居在這個海島城市這是我定居在這個海島城市，，二十年來二十年來
中秋節的習慣中秋節的習慣
到家時到家時，，一輪明月剛剛從海上升起一輪明月剛剛從海上升起

牽手牽手 擁抱擁抱
作者作者：：郭飛郭飛

這是個牽手這是個牽手、、擁抱的年代擁抱的年代
網絡紛紛牽手產業網絡紛紛牽手產業
不知不覺中不知不覺中
阿里養豬阿里養豬 京東種菜京東種菜
華為大聲宣告擁抱隆平華為大聲宣告擁抱隆平

土壤農業大改造在熱烈擁抱中到來土壤農業大改造在熱烈擁抱中到來
鹽鹼地將在產業化數字化前降伏鹽鹼地將在產業化數字化前降伏
水資源短缺水資源短缺 我們用智能灌溉我們用智能灌溉
大數據射頻採集技術大數據射頻採集技術
借雲端計算分析借雲端計算分析、、決策決策、、安排安排
食品生產流程章章節節入眼來食品生產流程章章節節入眼來
更有優化全國耕地目標在更有優化全國耕地目標在
呼喚生物技術來牽手呼喚生物技術來牽手
攻克水土污染攻克水土污染、、板結指日可待板結指日可待！！

水稻之父袁隆平哦水稻之父袁隆平哦 如今你如今你
牽手華為如虎添翼更精彩牽手華為如虎添翼更精彩！！
衷心效國的科技工作者啊衷心效國的科技工作者啊
懷揣祖國的未來懷揣祖國的未來

感謝你們金子般的胸懷一代又一代感謝你們金子般的胸懷一代又一代
各路精英組合擁抱各路精英組合擁抱 我們期待我們期待！！
發展的瓶頸定被突破發展的瓶頸定被突破
披荊斬棘不畏艱難的中國人啊披荊斬棘不畏艱難的中國人啊
祖國被你們的滴滴汗水灌溉祖國被你們的滴滴汗水灌溉
且看神州子民腳踏實地征服未來且看神州子民腳踏實地征服未來！！

新農民新農民，，新農村新農村 ，，美麗新中國美麗新中國
作者作者：：岳秀紅岳秀紅 四川省作協會員四川省作協會員

這是美麗新中國這是美麗新中國，，這是美麗新農村這是美麗新農村
已沒有傳統意義的農民已沒有傳統意義的農民
美麗新農村的新農民美麗新農村的新農民
已不再耕田耙地不再揮鋤頭舞鐮刀已不再耕田耙地不再揮鋤頭舞鐮刀
不再在泥巴裡用汗水和力氣覓食不再在泥巴裡用汗水和力氣覓食
不再臉朝黃土背朝天不再小病拖大病等死不再臉朝黃土背朝天不再小病拖大病等死

這是美麗新中國這是美麗新中國，，這是美麗新農村這是美麗新農村
美麗新農村的新農民美麗新農村的新農民
有了養老金有了醫療證有了養老金有了醫療證
和城裡人一樣進入社會保障體系和城裡人一樣進入社會保障體系
與公家人一樣端摔不破的與公家人一樣端摔不破的
綠色生態農業金飯碗綠色生態農業金飯碗

這是美麗新中國這是美麗新中國，，這是美麗新農村這是美麗新農村
美麗新農村的新農民美麗新農村的新農民
是網上銷售的綠色養殖大戶是網上銷售的綠色養殖大戶
是開連鎖農家樂的老闆是開連鎖農家樂的老闆
是種花養草的農藝場主是種花養草的農藝場主
是農場股東是農產品加工新軍是農場股東是農產品加工新軍

這是美麗新中國這是美麗新中國，，這是美麗新農村這是美麗新農村
美麗新農村的新農民美麗新農村的新農民
同樣走在時代前列同樣走在時代前列
當智慧勇敢的弄潮兒當智慧勇敢的弄潮兒
玩農業科技魔方唱生態農業之歌玩農業科技魔方唱生態農業之歌
跳綠色農業之舞做城市人一樣的美麗中國夢跳綠色農業之舞做城市人一樣的美麗中國夢

我在泰晤士河邊我在泰晤士河邊，，想您想您
——寫給祖國寫給祖國7070周年華誕周年華誕

作者作者：：聽雪居士聽雪居士 英國諾丁漢大學中文講座教授英國諾丁漢大學中文講座教授、、作家作家，，英國漢語教學研英國漢語教學研
究會現任主席究會現任主席旅居英國二十年旅居英國二十年

我在泰晤士河邊我在泰晤士河邊，，想您—屈指算來想您—屈指算來，，我離開您我離開您，，已經已經2020 年了年了。。
2020年年，， 彈指一揮間彈指一揮間，，您即將迎來您即將迎來7070華誕華誕，，而我而我，， 卻已經兩鬢微霜卻已經兩鬢微霜。。

我在您懷裡出生我在您懷裡出生、、成長成長，，謝謝您敞開胸懷謝謝您敞開胸懷，，改革開放改革開放，，送我出航送我出航。。無論離無論離
開您千里萬里開您千里萬里，，都能感受到您的殷切希望都能感受到您的殷切希望。。為您增光為您增光，，成為我不懈努力的成為我不懈努力的
動力源泉動力源泉，，您一直都是我累了時候的港灣您一直都是我累了時候的港灣。。

叫我如何不想您啊叫我如何不想您啊？？我的祖國我的祖國，， 我的故鄉我的故鄉，，我的根所在的地方我的根所在的地方。。
母親的呼喚母親的呼喚，，父親的面龐父親的面龐，，師友的祝願師友的祝願，，還有啊還有啊，， 美麗的田園河流和山美麗的田園河流和山
川川，，都一遍遍在我夢中回放…都一遍遍在我夢中回放… ……

我在泰晤士河邊我在泰晤士河邊，， 想您想您
這河上的船隻和郵輪這河上的船隻和郵輪，，是不是也曾經駛進過香江和長江是不是也曾經駛進過香江和長江？？
您以自立自強您以自立自強，，換來被人尊重的黃金時代交往換來被人尊重的黃金時代交往！！

我在泰晤士河邊我在泰晤士河邊，， 想您想您
曾經的霧都曾經的霧都，，正晴空萬里正晴空萬里，，威斯敏斯特橋上威斯敏斯特橋上，，遊人絡繹遊人絡繹。。
越來越多的黃色面孔越來越多的黃色面孔，，張張都寫您的繁榮富強張張都寫您的繁榮富強！！
您日新月異的發展您日新月異的發展，「，「中國速度中國速度」」讓全世界驚嘆讓全世界驚嘆！！
儘管有時霧都的霧也會纏繞在您頭上儘管有時霧都的霧也會纏繞在您頭上，，但那是高速發展必經的過但那是高速發展必經的過
程程，，疾馳的車輪下面哪能沒有塵煙疾馳的車輪下面哪能沒有塵煙？？
相信您一定能徹底走出霧霾相信您一定能徹底走出霧霾，，華夏大地上處處都會是華夏大地上處處都會是——欣欣向榮欣欣向榮
碧水藍天碧水藍天！！

■責任編輯：張夢薇 ■版面設計：謝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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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笑迎國慶向日葵笑迎國慶
作者作者：：李洪彬李洪彬 四川農民詩人四川農民詩人

稻花用暗香拆解塵世尚未用舊的愛稻花用暗香拆解塵世尚未用舊的愛
餵養菜園長勢喜人的向日葵餵養菜園長勢喜人的向日葵，，趁和平鴿趁和平鴿
吸食五岳山花尚未長齊吸食五岳山花尚未長齊
香山帶秋天顏色的羽毛香山帶秋天顏色的羽毛，，體重還能體重還能
承受兒女虔誠的跪勢承受兒女虔誠的跪勢，，讓東南孔雀用叫聲讓東南孔雀用叫聲
浸泡月光茶一杯浸泡月光茶一杯
攙扶五十六個兄弟民族齊上復興號攙扶五十六個兄弟民族齊上復興號

趁秋老虎尚還沒用族鞭敲打海歸趁秋老虎尚還沒用族鞭敲打海歸
母親借第一縷炊煙母親借第一縷炊煙
在八仙桌上擺滿故鄉的臘味在八仙桌上擺滿故鄉的臘味
讓各民族方言匯編一道不老的情歌讓各民族方言匯編一道不老的情歌
順向日葵陽光的笑臉順向日葵陽光的笑臉
名岳山川共舉杯祝母親生日快樂名岳山川共舉杯祝母親生日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