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器尚在梦中，光已穿越无数
阴影

此后，许多老旧的事物焕然一
新

后羿留下的火种，被海风再一
次吹亮

或明或暗的岁月里，总有一些
光留下来

——长久地，不曾磨灭地
请记住你经历的明媚与黑暗，

七十年了
“阳光下没有任何古老的事

物”，你说
再古老的陶瓷，光走过也会焕

然一新

从一条近海的路开始，陶瓷里
遗忘和珍藏的一切

纷纷涌现出来。活跃，有力，
勇敢，生动

多么明亮呵，举着火把赶夜路
的人

因为一声海浪抬了抬头，那一

刻的天空
明媚如白昼，那一刻之所见
正是七十年不曾改变的意中人

渔船载着大梦，驶出沧桑与过
去，未来之路星光闪闪

七十年了，每次等待都值得，
每次耕耘

都在阳光里获得收成
巨船载不动，众多心愿如许
衣衫被海风吹得格外柔软。那

些沙子
开始学会等待与挂念，开始学

会
把最柔软的部分吐露给海鸟与

渔歌
唱晚，是唱不完的落日余晖
是漫漫长夜之海，是码头上端

着热饭满脸担忧的妻子

一些往事在改革开放后出土，
过去的经历弥足珍贵

你说，不能忘记那些开疆拓土

的前辈
不能忘记大地上走过的每一个

影子
2019 年的中国，陶器依然保

持神秘
古拙的光已把疲惫洗尽
盛水，煮茗，留住光，包容万物
黑陶在做一生坚持的事情
把心酸和委屈装进去，把朴实

和善良装进去
把华夏文明的蛛丝马迹装进去
——装进去才能留下来，你是

这样说的

七十年峥嵘岁月，七十年沧桑
巨变

蓝天，碧海，金沙滩，明晃晃
的一切

“别忘了曾经一起吃苦的人”，
你说

陶器周身的印记不会磨灭，流
过汗的土地才能硕果累累

在江浙一带，光能穿过所有黑暗
且铿锵有力
在这座以鱼米命名的城市
阳光和雨露，从来不会缺席

时光笔记
葛小明

《宁波港》（油画） 魏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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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十月献辞
（外三首）
吕付平

七十支烛光的映照，编织出
温馨连绵的十月画卷
如火车从历史中隆隆开来
过平原，越山地，穿隧道
不舍昼夜，奔跑向前
背负着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斗转星移的漫长征途
洪涝、干旱、地震，未知的困境
时刻考验车轮前行的方向
春花秋月，寒暑更迭
负重前行的道路没有坦途
砥砺前行的足迹没有终点

当谷穗走向闪亮的镰刀
丹桂把馨香涂满锦绣河山
当锤子锻打远行的铁轨
太阳把光芒洒向万里征途
奔跑的祖国，再一次拉响了
复兴号列车的嘹亮笛声

秋日

饱满丰盈之物列队而来

把忙碌和欢喜安置于新的季节
耐心等待强大气场的形成
孩童迎风雀跃，农人带着暮色

归来
街巷，高楼，田野，山川
满溢着淳朴简单的人世期望

秋日之旅还在贪婪的呼吸中
完善自我。盛大或者暗淡
都会在自然赐予的仪式中揭晓

清风相伴，落叶开始返回故乡
北方出发的雁阵，已把嘹亮的

鸣叫
印在丰腴的云朵之上

乡野

拥有这样的乡野是幸运的

当一浪一浪的金黄、靓紫和火红
入眼入怀，撬动深呼吸的贪婪

和沉醉
如一场梦做到最幸福的时刻

丰收的开幕式盛大而耀眼
在秋日的田塍上，是处处满溢

的丰腴
低头的稻子，骄傲的玉米
站在浸透了汗水的土地之上

那些丰盈如孕妇的庄稼，身负
呼之欲出的饱满，宛若临盆的

母亲
把广阔的田野当作巨大的产床
接生者磨刀霍霍，将一把把手

术刀
打磨得闪闪发亮
山川连绵，田园丰饶。植物的

心事
已托秋风邮寄。飞禽、小兽

也在山涧、峰峦、林巅摆开庆祝
的宴席

十月正汹涌而来，那种壮阔
和温暖，如母亲敞开的怀抱

众生

江南的画布上，秋色渐浓
阳光用温软宴请清风
波光熠熠的水乡，在河湖沟汊的
缠绕、分蘖中释放出沁人心脾

的清辉
山野臃肿，孕味十足。黄叶飘飞
四处报道瓜熟蒂落的喜事

丛楼林立的都市，在秋日的阳
光里

继续为自己镀上金色的光芒
车轮声，脚步声，感叹声，喝彩声
一页一页撕去过往的日历
栾树，香樟树，法国梧桐站立

路旁
努力地改写城市秋天的颜色

行人匆匆，为各自的工作草拟
腹稿

栾树鲜艳的铃果神秘而轻柔
像一串串醒世的铃铛悬于高处
它们优雅地滑翔、下坠
轻轻击中在红绿灯前发呆的行人

我们在宁波朗读，
我们朗读宁波。

我们在春色眷顾四季的天一阁朗读，
朗读线装书展开的千古雄文
和墨色依旧灵动的前朝故事。

我们在静水深流、内敛自如的三
江口朗读，

朗读每一朵浪花呈现的时间意义，
以及每一道水流奔向大海的宣言。

我们在每一条街巷闪过的面容上
朗读，

朗读各异的表情里城乡生活的
变化变故变革，以及城市发展里
他们内心固守的七情和变化的六欲。

我们在四明山深处的宁静与浩瀚
里朗读，

朗读枫叶红、银杏黄、山鸟鸣的
和谐空间，

以及春秋明艳、溪泉奔跃的自然
从容。

我们在河姆渡双鸟朝阳的巨石下
朗读，

朗读中华一脉兴衰起伏的人类简
史，

朗读汉文化的生生不息和生命哲
理。

我们在北仑港的集装箱桁架远洋
货轮边朗读，

我们在每一面高楼幕墙每一棵通
衢花树前朗读，

我们在地铁在共享单车在办公室
在车间朗读，

我们也在网遍世界的航线上朗读，
在电波，WIFI，每一朵飘过苍穹

的云朵下朗读。

我们在声音里闻到田野麦浪稻花
和着泥土的气息，

闻到外婆和母亲翻炒咸菜蒸熟馒
头的香味，

朗读宁波朗读宁波
邱邱 闳闳

给你 我的新中国
一个从田野上走来的孩子
一个赤裸裸一无所有的孩子
听见稻花与麦穗的梦呓
蛰伏狂乱的心跳和热血奔突

种过 稻子麦子
将自己也种在田里的孩子
眼巴巴望着
天下的阳光 天下的雨露
没有一点一滴 属于自己

是你 唤醒草木
以沉重的铁锤 砸向
枷锁 砸向不平

是你 磨砺日月
以镰刀的锯齿 收获
山河 收获光明
在那些木质的手柄上
无数鲜红的指印带着体温
上升成蔚蓝而自由的天空

在那些 铁质的骨骼上
也有一个孩子成长的浅浅印记
举起来呀 高高地举起
坚守头顶的明亮
坚守足下的道义

给你 我的新中国
以钢铁的铿锵 雷电的轰鸣

以头颅的坚硬 啃啮的坚忍
交织成信仰与理想的神圣
呵 宣誓那一刻的抑扬顿挫
不只是从嘴里律动的声音

曾经 背一捆枯枝草根的孩子
捧来 南湖红船的浪花桨声
捧来 井冈星火 遵义晨曦
捧来 长征播撒的种子
捧来 延安窑洞的灯

曾将 自己也种在田里的孩子
把抗击日伪的刀光剑影
把夺回江山的解放大军
把建立人民政权的第一夯
把改革开放的阵痛与清醒
把新时代担当的使命
种在追梦的一年四季

于是这个孩子 开始
与春山秋水一起成熟
开始 长几句
浅唱低吟沾着烟火味
开始 长一丛白发
任凭风狂雨急

给你给你吧
把这一切给你 我的新中国
需要阳光雨露
一样需要你呀 我的新中国
捧出阳光雨露
一样的心给你 我的新中国
请别嫌弃
一定不会嫌弃
这是——
我获得安慰的唯一

给你，我的新中国
吴百星

成群的白鹭在绿色的湿地上飘
落

向北 混凝土与斜拉索
携带着钢与铁的欲望和意志
以力之美 贯穿，构成对未来

的支撑
潮水涌涨或者退去

浑浊 苍茫 憋足了神秘和能
量的滩涂

偏僻之后的喧哗 并非我的本
意

我一次次被风浪簇拥到峰顶
又一次次被寂寞淹没在天堑

在无数的晨曦与余晖的交替里
沉沦

直到看到你的脊梁 挺立在伟
大而广阔的世纪里

时间的定义被重新界定
长三角需要一条完美之弦
弹奏太平洋的风与蔚蓝

杭州湾跨海大桥
俞 强

潮涌三江，历史的风续不完这
段故事

波涛里起伏了百年，几件行囊
背起一座城

一路风雨，一路艰难，他们
始终把名字刻在东海之滨那个

小埠头
乡愁，永远是他们最沉重的锚

一次次微弱的呼吸
一次次敲开世界的门窗
漂泊的种子，互相倚靠着捡起

阳光
他们开枝散叶，他们广播春天
他们布满伤痕，日益粗壮的根

须
不断渗出四明土壤的草木香

那是他们共同的名字，也是
一座城市的勋章和一段历史的坐标
百年宁波帮，在风浪中开花
而他们心中的岸，始终不曾远去
他们的呼吸，始终与某一阵海

风同步
那里江水滔滔向东，浩瀚的历史
只愿意清居在一卷书中

百年宁波帮
林杰荣

每一年，
寰球的目光聚焦瑞典，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
瑞典王室阖家出动，
莫扎特和柴可夫斯基的名曲奏

响，
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

文学、和平、经济学，
六大领域的人中龙凤从国王手

中接过奖章，
亦接过全人类最崇高的敬意。

那一年，
生理学医学奖，
国王弯腰颁给一位中国老太

太，
历史，自此改写，
中国科学不再羞对诺贝尔。

获奖者——
Youyou Tu，屏幕显示她的英

文名，
屠呦呦，中国人都记住她的中

文名，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一个被《诗经》祝福两千多年

的美丽名字。
地地道道的宁波女儿，
开明街跑过她的童声稚语，
姚江边屠氏聚居，
莲桥第姚宅润养，
岁月穿梭在城隍庙与天封塔，
此间的明珠，
读书种子萌芽，
遍历崇德小学，鄮西小学，器贞

中学，甬江女中，效实中学，宁波中学，
直至北京大学。

最好的年华，
挥别家乡，孤帆只影，
只带走一口灵桥牌普通话。
北上求学、留京科研，
舍小为大、隐姓埋名，
火热的青春同新中国的旋律共

舞。
一株中国小草，一剂中医古方，
千辛万苦，横空出世，
青蒿素！济世神药，
疟魔惊退，活人无算。
科学家的笑容是天使的模样。
新中国七十华诞，
历史已经刻下您的姓名：
屠呦呦，
共和国的勋章，
宁波人的荣光。

中国“小草”
车厘子

让鱼群重归海浪的洁白与自由
而我们则退回陆地
洗净双手，小心地藏匿好身上

的海腥味
以及，食物链某一环上旁出的

线头
水下峥嵘肆意，岸上放空如风
两个世界，界限分明
又不断地试探着走向彼此

风，终将卷起浪涛
搅乱设置的界限
——隐忍是暴力的美学
你看，阳光在冰面上折射出这

万章华彩
你看，万艘巨轮驶过鸥鹭齐飞

遮天蔽日
海面已经沸腾，鱼群已经迫不

及待
在长久的禁锢之后
纷纷跃过海岸线

让沉静的沉静，让热烈的热烈
让向死的向死，让向生的向生
自由
才是大自然对生命最公平的赐

予

开渔节
朱夏楠

你总是一张笑脸相迎
把太阳举过头顶
以这样的庄重敬礼
向光明看齐

越接近你
越是心里坚定
我总能看见，你
勇敢的枝头，坚挺着
不变的信念

从东边移到西边
一粒一粒，把初心

种满心田
我一直在等待，你
辉煌的到来，见证
不改的初心

抬起头，是为方向
低下头，是为寻路
你盛开的方向，成为
太阳升起的地方

向日葵
胡荣誉

宁波是什么？如果有人问我。
噢，宁波是河姆渡七千年的灿

烂稻谷，
宁波是上林湖黛色里的越窑青瓷，
宁波是大运河走出中国大陆的

最后脚步。

向海而生，踏波而行，
三江口铺展了一条辉煌的海上

丝绸之路；
船走天下，货随商贾，
天一阁的藏书楼依然有我祖先

的航海图。

如果有人问我，宁波是什么？
我眼前的茶花顷刻间就把芳华

吐露。
宁波是云蒸霞蔚的十里红妆，
宁波是化蝶双飞的一曲梁祝。

痴心的守望，浪漫的传唱，

这种植爱情的土地奇丽而富庶。
当春风掀开你历经岁月的盖头，
惊艳于世的依然是你的超凡脱俗。

我是幸福的！我在宁波，
我成长的路上时刻都有你的呵

护与叮嘱。
“知行合一”“知难而进”“知书

达礼”“知恩图报”，
——是你给了我这么多的精神

财富。

我在宁波，我是美丽的！
我在跨越杭州湾的大桥上验证

速度，
我在胸怀太平洋的北仑港放飞

歌唱，
我青春的旗帜就在你远航的巨

轮上飞舞！

我是自由的，我在宁波，

我年轻的灵感不再有任何的束
缚。

创新的思维让我在共融中破茧
成蝶，

我相信所有的孵化需要信仰的
温度。

我在宁波，我是骄傲的！
城市因为青春的集合而充满激

情，
我投身新一轮的发展仰望日

出，
而那一万亿的成绩单也有我辛

勤的付出！

我在宁波，我在“港通天下”的
开放前沿，

我在宁波，我在“书藏古今”的
思想深处。

而当你用大海来演奏新时代的
梦想曲，

我愿意是你杰出的手指，是你
最美的音符。

海纳百川，方显汪洋浩瀚的风
流，

人尽其才，就有万紫千红的画
图。

选择宁波，那是因为我选择了
未来，

爱上宁波，那是因为我听到了
梦想的招募。

来吧，年轻的朋友。让我们一起
创业为宁波加油，

让我们大步地追赶春天的脚步！
做一个精彩的自己，与宁波共

生长！
这是我们向你发出的青春邀请书。

与宁波共生长
陈云其

《宁波解放》（油画） 龚著剑

《春潮——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石浦渔港大陆与台湾民间交流》（油画） 陆琦

《杭州湾跨海大桥》（油画） 张 曦

《东海骄子——宁波帮杰出代表》（水彩） 刘 海

《春晓油气田》（油画） 周补田

（感谢宁波市文联、宁波市作家协会、宁波市美术家协会对本期
特刊的大力支持）

··礼赞礼赞 年年··7070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油画） 包泽伟

国庆特刊

《欢乐颂》（油画） 陈继武

我们在声音里听到穿越时间的远
古先民

源自船头的号子、响彻山道的吆
喝，

听到青堂瓦舍里沉重的叹息、压
抑的悲泣和断续的梦呓。

我们在声音里看到少年王阳明、
黄宗羲、万斯同

青灯伴读、激扬文字的身影，
看到包玉刚、邵逸夫、童第周、

屠呦呦
从家乡走向世界的背影，
看到红妆在鼓乐里迎来、
白幡在锣声里远去。

我们在镇海炮台、象山花岙岛、余
姚梁弄朗读，

朗读方孝孺、戚继光、张苍水，
朗读他们抵御外夷、藐视皇权的

不屈和勇毅，
朗读他们和不公的命运较量
和诡谲的大自然抗争的坚韧和果决。
他们是南方的子民，却有着
北方汉子的彪悍和刚毅。

当然我们也会在东钱湖朗读，
在王安石的雕像前思考土地和水

的关系，
在鼓楼的钟声里思考
个人梦想和城市梦想的关系，
在上林湖的碎瓷前思考
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关系，
在雪窦寺弥勒圣地前思考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

在句章鄮县明州和宁波不断演变
的历史版图上

思考这座城市更新的气象和绚烂
的样貌。

我们在宁波朗读，
我们朗读宁波。
我们朗读宁波，就是朗读一个国度，
朗读他的历史、文化和梦想，
就是朗读东方文明之城的
未来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