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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会员：

多年来，广大会员一直在表达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希望协会能拥有

自己的平台，为会员提供展示自我作品的机会。而今年年中协会《会讯》

的出炉，正是为会员搭建了一个这样的平台。每天我们都能收到来自全国

各地会员发来的各种类型的稿件，对于可以和会员产生如此积极的互动，

我们内心也充满了喜悦。为了让更多的会员作品能够有机会得以展示，我

们决定采用副刊的形式，为会员提供一片完全属于自己的“专属空间”，并

在条件成熟时将此空间扩展到协会网络平台。

《会讯》（副刊）与一般词曲刊物有所不同。我们将本着宣传、推广、

促进交流的精神，将每一期满载会员作品的《会讯》（副刊）寄发至所有会

员手中，藉此增进会员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同时，《会讯》（副刊）还将发

放给音乐产业的相关主体，我们希望让更多音乐产业人士了解会员的作品，

将更多会员作品推向大众。

实话实说，当我们满怀着热情制作每一期《会讯》时，我们遗憾地发

现每一步前进似乎都伴随着诸多不足与疏漏。虽然我们内心中希望得到您

的鼓励，但是您的批评和建议会让我们更快的提升和完善。毕竟，通过我

们的工作为您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这才是对我们的最大褒奖。在此真诚

地恳求您的参与，让我们一起来建设您的作品展示平台、推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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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小餐桌，新厨房

蓝天下，青山旁， 
我们的学校建起新厨房， 
一日三餐热乎乎， 
顿顿饭菜喷喷儿香。 
小餐桌，新厨房，校园的新厨房， 
小餐桌，新厨房，希望的新厨房。 
啦—— 
爱心温暖着我们的校园， 
祖国的关怀永不忘！ 

蓝天下，绿水旁，

我们的学校有了新厨房，

一日三餐不再难，

顿顿饭菜新花样。

小餐桌，新厨房，校园的新厨房，

小餐桌，新厨房，生长着新希望。

啦——

阳光洒满我们的校园，

幸福的小苗茁壮成长！

常春城
中国音协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中

国音协河北分会会员、邯郸市音乐文学学会顾问。代表作《老师，我总

是想起你》尚德义曲。

中国书法

晋朝有个王羲之,曲水流觞.

好一篇,<兰亭序>,飘逸俊爽!

旷胸怀,亲山水,惠风和畅.

字字如,千年酒,醇厚芬芳.

  

知白守黑,竹窗下,一格别具.

弈射日,雷收怒,江海凝光.

谐穿插,谦避让,万千姿态.

抚箫琴,鸣钟鼓,荡气回肠.

  

一展书卷.谁不闻,满袖墨香?

指腕间,流泻出,龙舞凤翔.

钢筋骨,支撑住,家国命脉.

丰神彩,凝结成,民族乐章.

啊,中国书法,博大精深,生生不息.

啊,国之瑰宝,日精月华,源远流长!      

陕西情

跳进黄河洗不清，

一辈子听不够秦腔浓。

洪钟大吕千年史，

动魄惊心长安城。

腾飞中国龙。

跳进黄河洗不清，

一辈子磨不褪陕西情。

轩辕始祖的黄土地。

陕北窑洞的豆油灯。

腾飞中国龙。

跳进黄河洗不清，

一辈子忘不了陕西行，

羊肉泡馍，玉浆酒，

碑林，雁塔、兵马俑。

腾飞中国龙。

跳进黄河洗不清，

一辈子唱不败东方红，

山川巨变，

民族奋争，

腾飞中国龙。

刘摘星
女，广东大埔县人。代表作品有《牡丹》、《走到这个时光》、《丽人行》、

《懿德太子墓》、《草》等。

创作感想
搞艺术的人，习惯于形象思维，推崇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在创作手法上，在白话歌词方

面，我力图把简约深邃的人生情感，哲理，浓缩在长歌短句中。有时我也学习民俗民歌的风韵，因为艺

术是有其地域性的。就象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名言中的道理一样，越是有地方特色的，

才越能站立起来。我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它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精髓。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我们民

族独有的声韵之回旋，其节奏之美使人一咏三叹。在写作中，我尽量使诗词的社会意象和自然意象融汇

互应，试图营造出一种强烈的情绪，用旧瓶装新酒。希望写出的东西不是一杯白开水。

创作背景：
央视《焦点访谈》播出志愿者为贵州山区小学捐赠新厨房设备，办置小

餐桌，引起县委、省委高度重视，力争在三至五年内解决山区小学生的

吃饭和住宿问题，闻此信息，我们也倍受鼓舞，特写此歌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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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之美

又到黄昏，漫步小径，

四处静谧，空气清新，

拐个弯与夕阳相逢，

丝丝喜悦油然而生。

暮色染浮云红中透金，

如朵朵玫瑰耀眼提神，

迷愣中，望嫁衣新娘飞天，

楚楚动人，一时醉得丢了心。

夕阳渐落，微风阵阵，

拱桥画圆，流水传音，

灯亮处见人影飘忽，

屏息倾听悠扬琴声。

月色泻大地万物晶莹，

乐自然宁静抚慰心灵，

慨叹余，思人生也有黄昏，

珍惜时光，一搏无悔寄豪情。

冯增清
冯增清，男，汉族，山西省文水县

人，中国音协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

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

山西省音协会员。代表作《黄河人

家》

生命是首歌

生命是首歌，活着就快乐

一路走来一路唱

心中的梦想是唱不尽的风光

春夏秋冬

轮回着人生的节拍

爱是主旋律，飞向白云蓝天

苦是休止符，消逝于风雨中

生命是首歌，活着就幸福

一路走来一路唱

远方的憧憬是唱不尽的希望

苦辣酸奶甜

变幻着生活的音符

情是基调，融入明月清风

痛是小曲，浅吟沉梦境，

生命是首歌

活着就快乐

生命是首歌

活着就幸福

付云青
女，居山西省长治市。作品曾多次

发表于《词刊》、《音乐天地》

等，代表作《海与岸》、《生命是

首歌》。

爱情天气

风，

拂起凌乱的思绪，

在云中凝聚，

点点滴滴化成雨；

雨，

附落于放纵的大地，

誓粉身碎骨，

证明爱你的勇气；

爱，

打破伤感的沉寂，

在风中飘起，

断断续续结成雨；

你，

默默消散在梦里，

杳无踪影，

让雨在云中泣。

云涌动残留的记忆，在云中逝去；

丝丝缕缕汇成风，无声无息停驻你心底。

去拨开浪漫的话语，在雨中寻觅；

迷迷蒙蒙变成风，告诉我爱情的天气！

李遂新
居河北省邯郸市，主要作品有《爱情天气》、《爱一光

年》、《流星》等。

垂钓星期天

与旭日约定从黎明，

和夕阳约定到傍晚，

请湖畔杨柳作见证，

看我怎样垂钓放松的星期天。

 

遮阳帽，头上戴；

遮阳伞，插身边。

钓具鱼饵请出来，

鱼儿呀，

我要送你诱人的美餐。

 

钓线长，钓钩弯，

静静等，默默盼。

单等鱼漂斜里偏，

鱼儿呀，

你才是我喷香的美餐。

 

从旭日初升离家门，

到夕阳落时鱼篓满。

请湖畔杨柳作见证，

看我钓回一个快乐的星期天。

孙广志
河北武安县人，代表作《班主任》、

《毕业前夕》、《荷花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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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叶红 

来匆匆，去匆匆，

来去匆匆岁月峥嵘。

童年似遥远的蝴蝶，

白发像灿烂的雪峰。

落花流水春去也，

独留正气伴苍松。

但愿人长久

一树霜叶红。

来匆匆，去匆匆，

来去匆匆山水朦胧。

高山如凌云的桂冠，

低谷是逆水的沉舟。

辉煌坎坷风尘远，

金樽对月更从容。

明天还有梦，

歌唱夕阳红。

李志
吉林省东丰县人，在《词刊》、

《长白山词刊》等发表多篇作品，

主要作品有《霜叶红》、《白发情

歌》等。

封存昨天

我把昨天放进档案

让记忆先封存一段时间

就像什么事情没有发生

永远面对第一次的新鲜

辉煌就辉煌无可炫耀

过去就过去不能留恋

进取的心一刻不能停

天还是天但不是一样的蓝

到了真正该总结的时候再总结

一生会更辉煌一辈子会更无憾

我把历史放进档案

让记忆先封存一段时间

人的一生实在是太短暂

追求创造永远是没有完

任何的松懈都不可以

任何的满足都要靠边

奋进的心一刻不能停

海还是海但不是一样的帆

到了真正该回顾的时候再回顾

一生会更丰收一辈子会更灿烂

不让昨天成包袱

不让历史成负担

放开手脚好迈步

轻轻松松好登攀

刘玉广
北京人，自由职业者，主要作

品：《不能阻隔》、《告白》、

《还是家好》等

一缕春风 一丝暖意

又见蒲公英飞起

又见浅绿染河提

缕缕春风还带着寒意

已打破了冬的沉寂

啊，一缕春风，一丝暖意

染绿山川大地

唱响生命的旋律

迸发出生命的活力

啊，一丝暖意，一伤生机

染绿山川大地

我心乘春风飞起

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戴雪湾
原名代希文，生于河北省邯郸市。代表作《最初日记》、

《走进西藏》、《黄土地上，黄土地说》、《再现楼兰》、

《达努节》等。

暮鼓晨钟

郊外传来声声暮鼓晨钟

晨钟暮鼓的语言你是否能懂。

钟声请你黎明整装上路，

暮鼓催你早点回家点亮天伦亲情。

钟鼓阴阳相谐一张一弛，

人在红尘岂能不分月落日升。

名利待到足时何时是足，

一声叹息一抔黄土息了半路人生。

阿弥陀！

佛门说人生有一百零八种烦恼，

知足者心田就会淡泊宁静，

宁静者一生平安相伴，

钟鼓悠悠是永远的叮咛——

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

丁锋
诗人，词作家，主要作品《暮鼓晨

钟》、《归期》、《逛京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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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在绿色草地上 
我躺在绿色的草地上，

头枕开满野花的湖畔。

望天边如火的云霞，

心中，升起一片片红帆。

红帆啊，红帆，

载着我的梦幻，

沿着高山翻腾的云海，

飘呀，飘到遥远的天边……

我躺在绿色草地上，

头枕着青春的石板。

用满天闪烁的星斗，

给我的童话镶上花边。

流星啊，流星，

载着我的梦幻，

沿着浪花飞卷的银河，

飞呀，飞向神秘的蓝天……

佟希仁
满族，辽宁抚顺人。出版有诗集、

童话集、散文集多部。著有歌词多

篇及儿歌集《知识童谣》、儿童剧

《放火的国王》等。

堆雪人（儿歌）

雪花飘

满地撒

一片一片像棉花

小朋友们忙的欢

一会儿堆出个胖娃娃

 

胖娃娃

笑哈哈

大大的肚子大脑袋瓜

摁个辣椒做鼻子

小嘴一张像喇叭

啦啦啦，啦啦啦

小嘴一张像喇叭

王水宽
满族，辽宁抚顺人。出版有诗集、童话集、散文集多部。著有

歌词多篇及儿歌集《知识童谣》、儿童剧《放火的国王》等。

《世界梦想》

五色的一片云飘过万水千山

是风儿推动着那远航的船舷

不同语调的语言

一样含义的诗篇

把爱和梦想在此刻一起展现

同一个世界  超越界限

有你有我的笑脸   会让爱达到无限

同一个梦想  不再遥远

手与手紧紧相连    让心化成一个圆

永不改变

    
吉祥的一道光穿过了地平线

是宇宙张开了创造奇迹的眼

每次胜利的召唤

每个精彩的瞬间

自然与生命都在记录新的起点

      
同一个世界 翱翔蓝天

有你有我的信念  会让力达到无限

同一个梦想  不会遥远

手与手紧紧相连    友谊化成一个圆

永不改变

《记忆的花园》

没有什么不能改变就像那片古老的花园
你我曾在里面肩并着肩无忧无虑地游玩
现在它已经被人拆迁只剩下鱼塘的水管
紫藤花的叶子堆成了山却再看不见花瓣

墙上的红圈写的那么的明显
地下都是玻璃的碎片
脑海里却全是完整画面

拆去的都是怀念已经看不见
散去的都是遗憾和缘分有关
发黄的照片有你拥抱的双肩
但走过了昨天今天明天
却写不下永远

不能阻挡城市的发展代替了记忆的花园
梦与现实有时无法分辨只有角色在转变
小树林里的卡通雕像没有了笑声的陪伴
我和你的故事有了结局却这么的不圆满

古老的寓言说的那么的简单
幸福传说如何实现
都像尘缘化作云烟

短信里都是抱歉发了很多遍
邮箱里除了空白只剩一个圈
曾经的约定凝固在那个瞬间
祝福你能找到更好的一半
也算是分手的句点

偶尔会再来这记忆的花园随便看一看
寻找一些甜蜜的片断
就当还一如从前

王书增
山东聊城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代表作《拥抱五环》《吵嘴情歌》

王书增



10 11

一起伸出手

别让心灵深处滚烫的渴求

孤独地燃烧在天涯的尽头

快把胸口贴近涌动的胸口

让心去感受心跳的问候

这世界期待你我拥抱携手

用热血激流书写青春风流

看云荡涛吼为我们呐喊加油

让我们一起向前走，一起伸出手！

一起伸出手

跨越喜忧参半峦，跨越重洋

跨越我们蔚蓝色的星球！

一起伸出手

跨越梦想，跨越时空

跨越天长地久，天长地久！

赵金河
居河北省黄骅市，主要作品有《中

华大豪迈》、《蚂螂谣》、《一起

伸出手》等。

秋雾推开一道朦胧的门扇，

荷塘送行一池离别的夏天：

波粼粼的涟漪划过你流浪的小船，

雨丝丝的桥畔淋湿我忧伤的泪眼，

一个爱字留在唇边漂洒在心湖，

碧绿的荷叶绽放梦萦一圈一束圆。

秋霜打开一幕晶莹的窗帘，

梅园等候一岸相思的冬天：

冰凌凌的郊野撑起你归途的小伞，

雪片片的屋檐擦亮我惊喜的笑脸，

一段情诗含在嘴里栽种在心田，

粉红的梅花吐露缘分一酸一串甜。

啊…秋天的渡口…倒转季节曾经的春天，

让萌动的初恋停泊在忏悔的夏天；

啊…秋天的驿站…追逐岁月未来的春天，

让期许的重逢启程在祝福的冬天。

朱积聚
 浙江鄞县人，词作家。个人词集《星辰的梦》、

《留住你的秋季》，代表作《小雨的季节》、

《一杯香茶洒天涯》、《小镇的月亮》等。

秋天的驿站歌唱十月

迎着镀金的阳光

十月的歌声雄壮而嘹亮

秋枫红叶  果甜花香

像大海涨潮

传递着丰收的乐章

十月的田野

垄垄棉田  雪白茫茫

熟稔的稻穗

在轻轻地歌唱

大地呈现生命蓬勃的辉煌

季节的心事

散发悠悠芬芳

春天里播种的希望

在滴滴汗水的流淌声中

丰盈一个个沉甸甸的金黄

张建国
上海奉贤人，代表作《思念》、《旗帜》、《盛世吉祥》、

《十月赞歌》、《桃花恋》等。



12 13

曲
白仑
原名陈承富，广西北海市人，著有

诗集《海韵集》，主要作品：《我

把浪头当马骑》等



14 15

曹玉章
词曲作家，代表作品：《溜溜的歌》、《妹是那飘

来的五彩霞》、《请到瑶山摆歌台》等

陈宗涛
新疆吉木萨尔人，乐队演奏员，主要作品：《载舟

覆舟歌》、《塔里木的胡杨》

陈旭光
青年词人，主要作品《关东人》、《淘气的小

妹》、《故乡的河》等



16 17

单增军
广东人，音乐爱好者，代表

作：《乡间小河》

陈欢
艺名歌声，自由作曲人，主

要作品：《爱心之旅》

丁竹
辽宁沈阳人，毕业于沈阳音

乐学院附中作曲专业，主

要作品：《祭》、《汗王

愿》、《寻根满洲》等



18 19

郝志强
歌手、主持，主要作品：

《失去爱情》、《你过得好

吗》、《男人累》等 

清泉
原名王庆泉，吉林人，作曲家，主要作品：《歌声环

球飞》、《牵挂》等

姜金富
浙江龙泉人，作曲家。主

要作品：《水乡有只小鸟

蓬》、《多想》、《生日贺

卡寄到天安门》、《“三个

代表”之歌》等



20 21

孙美娜
国家一级演员，主要作品：《奉

献之光》、《问你一声好》、

《今生有约》等

张德美
国家一级作曲家，主要作品：

《海南好》、《大海也是我的

家》、《永恒的诺言》



22 23

唐潮
毕业于新疆艺术学院美术系，代表作《新疆素描》

王聃
吉林省梨树县人，创作爱好者，主要作品：《啊，

我的祖国》、《校园之歌》、《我爱你吉林》等

田洪兰
山东肥城人，教育工作者，主要作品：《小浪花》、

《蒲公英》等



24 25

汪卫
艺名：旺吉达瓦，广州东方艺术学院声乐专业毕业，主

要作品：《欢聚》、《青藏的人》、《走进珠穆朗玛》等

王建中
笔名王剑钟，曾在多次在国

家、省、市级报刊发表作品，

代表作：《我真的那么坏》

石胜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