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景这边独好浴
复工复产了浴

走出疫情阴霾的神州大地袁
正春暖花开袁
一派阳光普照浴

走出家门尧走上岗位尧
走进大自然的感觉真好浴
真是袁江山如此多娇袁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浴
复工复产了浴

这是降伏疫魔的宣告浴
这是向人民呈上的

最激昂的战报浴
这是奏给世界抗疫的进军号浴

风景这边独好浴
复工复产了浴
回想当初袁

疫情形势还那么的复杂严峻袁
陡然提出复工复产袁

心里还真七上八下袁疑惑不少遥
现在看来袁

是那么的及时正确浴
这情形袁大有当年袁
千里跃进大别山袁
中原突破的胆略气魄浴
也有些袁打过长江去袁
解放全中国的自豪浴

更有一种袁雄赳赳气昂昂袁
跨过鸭绿江的斗志和情操浴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袁

统筹协调袁
一个也不能少浴
一刻也不能懈怠浴
团结祥和的中国浴
复工复产的中国浴

真是袁东方欲晓袁莫道君行早遥
踏遍青山人未老袁
风景这边独好浴
风景这边独好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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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这边独好

当炊烟升起的那一刻袁 母亲就
在呼唤我了遥 这时袁 无论我是在门
口的大槐树下甩三角袁 还是在洛河
岸边割草曰 无论是在北关的地里割
麦袁 还是在东关的田里掰玉米噎噎
当看见我家房顶的炊烟升起时袁 我
就知道母亲已经在盼我回家了遥

我在炊烟里长大袁 在炊烟里回
家遥

这时的母亲袁 定然是
围着毛蓝色的粗布围裙袁
一边往灶膛里添着柴火袁
一边啪啪地拉着风箱遥 锅
里也定然是咕嘟嘟地煮着

红薯和红薯叶袁 或是南瓜
玉米糁汤遥 这些粗糙的食
物里袁 有母亲汗水的咸味袁
也有疼爱我的甜味袁 我总
是将它们一起盛在碗里袁
呼噜呼噜地填满辘辘的饥

肠遥 这时的母亲袁 会用围
裙擦擦手袁 从灶膛里窜出
的炊烟里怜惜地瞅着我袁
瞅着我噎噎

炊烟飘在记忆的天空遥
很多年后袁 我感到那炊烟
就是母亲的目光袁 就是母
亲缠缠绕绕的爱袁 时刻都
在追随着我的身影遥

儿时的小县城里家家
都有炊烟袁 好一幅 野暧暧
远人村袁 依依墟里烟冶 的
图画袁 但我一眼就能找到
母亲的炊烟遥 在我渐渐长
大的日子里袁 我愈发体会
到母亲的炊烟里的诗意袁
它让我的日子有了趣味袁
有了温暖袁 有了不尽的回忆遥

儿时的炊烟袁 一年四季都在天
空行走遥 最美是在雪后袁 天空像一
张巨大的宣纸袁 炊烟就是水墨袁 浓
浓淡淡袁 或轻轻重重袁 一直墨向天
空袁 一直洇向我渴望的远方遥 我还
会在秋天时站在院子里袁 仰望炊烟
上南飞的大雁遥 我相信是炊烟在引
导着大雁袁 我想象着大雁落下的地
方袁 是怎样的美丽袁 我多想有一双
大雁的翅膀遥

终于袁我循着炊烟的方向袁走出
了小县城袁 但我依然怀念我家房顶
的炊烟袁母亲的炊烟遥 很多时候袁我
搂着炊烟入眠袁抱着炊烟入梦遥母亲
的炊烟袁 时常在夜半时走上我的稿
笺袁继而走上报刊的版面遥母亲的炊
烟袁走向了外面的世界遥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袁 但我知道
炊烟里依然有母亲的呼唤遥

多少个黎明和黄昏袁 在风景如
画的南国水乡袁 我望着江南的炊烟

回想故乡的炊烟袁 疑是母亲的炊烟
找寻我来了遥 我怀念青砖灰瓦尧 木
槿花开的小院袁 怀念日出日落尧 月
圆月缺里袅袅的炊烟袁 怀念那炊烟
里落叶尧 豆棵尧 麦秸尧 玉米秆燃烧
的味道袁 怀念灶膛里火苗舔着锅底
的画面袁 怀念母亲被烟火呛出泪水
的眼睛袁 还有母亲擀面条时那一耸

一耸的背影噎噎这记忆袁 让
我在异乡的冬天里也感到温

暖遥
江南的炊烟有些湿重袁

很难直直地刺向天空袁 就那
样在屋脊上低低地盘旋着遥
这炊烟袁 时常让我想到故
乡袁 想到那一塘蛙声尧 一轮
明月袁 想到那一场春雨尧 一
阵秋风袁 想到母亲傍晚时喊
着我小名儿的声音袁 想到母
亲一边烧火做饭尧 一边给我
纳鞋底的情景袁 想到我家屋
顶的炊烟袁 是怎样在一帘秋
雨里渐渐地淡去尧 淡去噎噎

我去过水乡人家做客遥
他们摆上小桌袁 沏上茶水袁
盛上米饭袁 再端上一钵辣椒
炒肉尧 豆腐炖鱼头噎噎正值
冬天袁 我发现他们和我们一
样会围着灶火袁 风也会把火
苗吹得极旺遥 这时房顶的炊
烟定然是跌跌撞撞袁 那一刻
我又想起母亲的炊烟袁 我起
身出屋看着炊烟远去的方
向袁 我袁 想母亲了遥

炊烟是我对母亲的思
念遥 远离故乡的日子里袁 每
当我看到炊烟的时候就会想

到母亲袁 我知道有着锅碗瓢勺尧 烟
熏火燎的日子才是真正的人间生

活袁 我知道有着母亲的日子袁 才是
人生最好的日子遥

但如今我的父母都走了遥 只剩
下袁 我对炊烟那无尽的思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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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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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黑马的第七本诗集 叶祖国颂曳
付梓袁 嘱我为其写篇评论遥 我是搞新闻
的袁 对诗歌并不精通袁本不敢贸然评论袁
但盛情难却袁斗胆在此班门弄斧袁权作抛
砖引玉遥

作为献给共和国七十周岁生日的一
份贺礼袁叶祖国颂曳 以饱满的激情和富有
艺术感染力的语言袁 精彩地描绘出祖国
悠久的历史尧灿烂的文化尧壮丽的山河和
繁荣兴盛的现实景观袁 唱响了对祖国情
深意切的时代颂歌遥 它不是小情小调的
浅吟低唱袁不是碎屑生活的随意记录袁而

是黄钟大吕尧弦歌干扬遥读着这些富有质
感的文字袁 心头不觉荡漾起宁静恬淡而
又清新的芬芳遥

叶祖国颂曳是个主旋律的题目袁但在
诗人黑马笔下却没有一星半点儿的枯燥
无味遥真挚的情感袁最能打动人心遥而他
所独有的那些优美的辞藻尧新奇的想象尧
空灵的境界袁又让这种野打动冶更多了一
份迷人的美妙和绚丽遥

品味叶祖国颂曳袁使我对野纯粹冶和野典
雅冶这两个词袁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遥黑
马的纯粹有着来自乡土的自然和鲜活袁
他的典雅有着浓郁的书卷气和君子风袁
温和细腻袁真挚友善袁无论是写祖国尧写
故乡袁还是写历史尧写英雄尧写战争袁或健
朗雄壮袁或婉约深沉袁既温文尔雅袁又壮
怀激烈遥 他的作品在似乎对立的两极中
寻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遥 我喜爱他笔
下的那些色彩袁那些光泽袁那些骏马一样
奔突跳跃的灵感和激情遥

我们的思想尧 情感总是受到外界环
境的影响而产生袁 思想感情以诗歌形式

表达也要靠外界物象作为载体遥 在这本
诗集中袁山川风物是基本意象遥黑马将祖
国最美的风景凝于笔端袁 于是就有了
叶祖国袁 我的江南之歌曳 叶版图上的中
国曳 叶长江颂曳 叶我爱你袁 宝岛台湾曳
等佳作的出现遥

诗集由 野歌唱中国冶野励志中国冶野梦
想中国冶三个部分组成袁顾名思义袁热爱
祖国是其突出主题遥 黑马的爱国主题诗
歌就像他笔下的诗句野从扉页到封底袁写
着爱袁仿佛一束热烈的火焰冶一样袁连成
一片袁像千年不败的旖旎花朵袁又像大地
长出的温婉歌声袁 表达的爱国情感既自
然又深厚遥

比喻尧拟人尧情景串联是这本诗集的
艺术特点遥 第一次读这本诗集袁野枪声是
风口浪尖上最灿烂的桃花冶野河流像一只
金色的喇叭袁 吹奏一夜笙歌冶野沧桑的时
光永恒 辕在清晨与黄昏的眺望中 辕那是民
族骨骼深处奔出的马匹 辕依稀梦里的栈
道袁驮着历史的背影远走冶等新颖的比喻
就将我戳中袁 让人不禁生出几许共鸣和

感叹遥拟人尧象征手法的运用更是增强了
诗句的感染力袁比如野碧绿的大地上袁晃
动着镰刀的光泽 辕绿色的火焰升华成伟
人的思想 辕东方升起朝霞 辕时间的指针峰
回路转袁山高水长 辕揽着辉煌的文明解读
阳光和梦的宽广冶袁富有表现力袁延伸了
描写的内蕴袁创造出一种艺术意境袁引人
联想遥 而意象的串联袁 或者是情景的变
换袁 都加深了情感力度袁 推进了思想深
度遥如叶让我深情呼喊您的名字院中国曳袁
不仅比喻新颖袁而且将天安门尧长城尧长
江尧黄山尧黄河等意象串联起来袁不但描
摹了祖国的锦绣山川袁 还将其和国家民
族命运相联系袁演化出野我的中国袁以泪
煮雪的青春 辕气贯长虹的风袁吹着勇士不
屈的头颅 辕闪闪红星袁缝补祖国苦难的伤
口 辕在那凛冽的风中袁 镀亮的 辕是您义无
反顾尧铿锵前行的身影冶的结论遥

我是不太懂诗歌的袁但任何时候袁真
挚温暖的声音袁 都会寻找到同一频率和
节奏的共鸣遥 期盼读到黑马更多的佳篇
美诗遥

殷 叶 静

寄情祖国 蕴思深刻
要要要评黑马诗集叶祖国颂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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