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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爱    蒲杰

用我关爱的眼神，

呼唤你伤痛的心灵；

用我微笑的双手，

撑起你生命的绿荫。

我们是精神守卫的天使，

把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

伸出你的手 传递我的心，

让特别的爱托起生命的永恒。

用我博爱的真诚，

呵护你脆弱的神经；

用我奉献的真情，

挥去你心中的阴影。

我们是精神守卫的天使，

把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

敞开你的心 传递我的情，

让特别的爱托起生命的永恒。

雪中我独行   向银龙

满天的飞雪满天的信

何处觅知音

伤痛的心一片空白

风也冷漠

水也无情

茫然回首往事如烟云

烟消云散

唯留下雪中我独行

我独行

前不见旧人

后不见来者

只有自己一步一挥泪一步一脚印

看红尘人潮人海

望那远方天国灯火通明

梦幻一幕幕

伤心一幕幕

你的眼光你的笑伴我今日独行

我独行

我独行

雪中我独行

如果我不能给你幸福  张子龙

如果我不能给你幸福

也不愿意给你带来痛苦

还是挥挥手形同陌路

就此告别这没有结果的当初

放开手 远离你给我的温度

让这爱 消散成一片烟雾

回转过头 不见灯火阑珊处

直往前走 不怕前方一路孤独

缘分的深浅无人能摆布

瞬间与永远谁能抓得住

留一个定格在心间

相伴青春国度

流云飞袖   赵大国

轻柔飘逸，印在童年的梦里，

婉转旖旎，深邃少年的记忆！

一路寻寻觅觅，千古回肠荡气，

行云流水里有一种美丽让人窒息！

曼妙翻飞，轻舞婉约含蓄，

浅吟低唱，顾盼心旷神怡！

衣袂翩翩若仙，风情万千难寄，

月移花影中有一种魅力感天动地！

只想和你一起，演绎诗意传奇；

只想和你一起，缱绻红尘万里！

不离不弃不只是我的希冀，

可知道还有多少魂牵多少期许！

无愧这个时代    王永久

我愿迎早晨的朝阳，

我愿听大海的波涛。

山风呼啸，

能看到鹰的矫健。

雨中倾诉，

能感受到爱的和弦。

我愿做一个践行者，

让光明涌入心田。

成长的粮食和蔬菜，

温暖着每一个穷人。

我愿看鲜红的旗帜，

我愿听时代的号角。

与时俱进，

能看到兴奋脸庞。

开拓进取，

能感受到凝聚力量。

我愿做一个奉献者，

无愧于这个时代。

使生活更加的富裕，

最强的音唱响中国。

李芳：安徽阜阳人，主要作品《不要问

我是谁》、《儿时的故乡》、《希望的

光》、《戴贝雷帽的女兵》

士兵的微笑    李芳

都说士兵的日子很孤单，

学习是兵的家常便饭，

训练挤走了休息时间，

给人的感觉枯燥呆板。

不走进士兵的生活，

怎读懂士兵的内涵。

生活中士兵也有笑，

微笑时比那阳光还灿烂。

士兵的微笑是骄傲的笑，

庆功时歌声阵阵笑不断。

都说士兵的日子很简单，

站岗巡逻一脸的威严。

连走路都喊着一二一，

巡逻时目光有神像利剑。

没有军人的那番磨练，

怎知道士兵的另一面。

生活中士兵也有笑，

微笑时像刮春风一样暖。

士兵的微笑是青春的笑，

睡觉时微笑跑到梦里边。

啊，士兵的微笑在心间，

太阳读得懂，星星能看见！

溥杰：四川人，主要作品《凤桠山上梨

花开》、《嘉陵江我的母亲河》、《采

桑谣》、《苦乐都是歌》

向银龙：重庆石柱人，主要作品《我们是

小小雄鹰》、《相思鸟》、《雪中我独行》

张子龙：辽宁朝阳人，主要作品《唱农民工》、

《风和雨》、《咱农民工》、《重归于好》

赵大国：四川人，主要作品《兄弟》、

《爱》、《把星期天过好》、《跟彩虹

一起成长》

王永久 : 黑龙江鹤岗人，主要作品《生

命之花在春天里绽放》、《情系中国》、

《祖国在我心中》、《世纪钟声》

征  文
尊敬的会员：

2012 年 1 月，协会《会讯》推出了副刊，首次尝试搭建起了属于我们会员自己的展示作品的“专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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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境    陈功哲

傍水而居听溪流淙淙，

倚山而卧看绿野仙容，

花开花败品人情冷暖，

星移斗转识云动风轻。

都说那烽火夺天下，

谁知道静里比峥嵘？

都说那横刀策马立，

谁懂得乾坤静注定？

执子黑白观天地纵横，

书卷启合读春秋衰兴，

雁去燕来知轮番天象，

无求无欲笑得失败成。

都说那拼搏赢天下，

谁知道静里度从容？

都说那功名千秋取，

谁懂得淡泊渐佳境？

一江独钓，我忘记了耻荣，

心怀静守，笑看繁华飘摇中。

你的祝福是我唯一的行李
邓成彬

既然一切都已经过去，

我只能选择离开你，

独自回到出发的地方，

寻找人生新的开始。

既然注定这就是结局，

我只好选择了别离，

一个人踏上远行的路，

重新找回曾经的自己。

千万别说对不起，也不要有丝毫的歉意，

你的笑容是我晴朗的天气，

你的祝福是我唯一的行李。

真的不必说再见，

也不要偷偷地哭泣，

你的目光是我远去的轨迹，

你的背影是我一生的距离。

陈功哲：河北保定市人，著有歌词、散

文及政论研究等作品多篇，代表歌词《边

关月》、《士兵情怀》、《追逐梦想》等。

邓成彬 : 四川达县人，四川省作家协会理

事、重庆市音乐家协会理事。代表作《四

川人的龙门阵》、《走进石桥》、《加油，

海西》、《瓜洲行》等。

咱们中国人    程建国

摸摸兜里的富裕，

看看家园的美丽。

今天咱们中国人，

真的很扬眉吐气。

那一天东方红的晨曦，

飘扬成鲜艳的五星红旗。

那一篇春天里的故事，

把江山讲得诗情画意。

咱们中国人，不愧是龙凤的后裔。

咱们中国人，都在为中国创造奇迹。

想想经历的风雨，

说说未来的壮丽。

今天咱们中国人，

真的要继续努力。

那一条特色路的逶迤，

还需要破解那新的难题。

那一个复兴梦的展翅，

更期待子孙披荆斩棘。

咱们中国人，不愧是龙凤的后裔。

咱们中国人，都在为中国创造奇迹。

你是我千年的等待    胡玫

你是一条静静的河流，

在我的春天里徘徊。

野渡无人不是你的过错，

芳草萋萋不是你的期待。

我理解你孤独的夜晚，

我能读懂你寂寞的情怀。

天上的星辰做证啊，

你就是我千年的等待。

你是一座挺拔的山峰，

在我的季节里多彩。

树木葱茏是你的愿望，

果实累累是你的期待。

我遥望你雄伟的矗立，

我能读懂你柔软的情怀。

回荡的山风做证啊，

你就是我千年的等待。

你是一道远古的风景，

在我的注视里挂起来。

春花秋月有你的故事，

暮雨晨风雕琢你的年代。

我理解你历尽的沧桑，

我能读懂你斑斓的青苔。

海边的渔火做证啊，

你就是我千年的等待。

程建国：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湖北省

音乐文学会理事、湖北省公安文学创作

协会副主席、天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

现任湖北省天门市公安局指挥处副主

任，二级警督警衔。主要作品有《北京

舞起来》、《五环圆圆》、《美丽时辰》、

《金锣银锣》等

胡玫 : 吉林省作协会员，通化市作协副

主席，通化县作协主席。主编《情系关东》

等书籍，与家人合著诗文集《门内集》，

与刘兆福合著《关东酒王—关宝树》。

孔庆武 : 辽宁岫岩人，曾在空军航空

兵某部服役。音乐文学作品散见《词刊》、

《歌曲》等全国几十家报刊 , 现为岫岩

满族自治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你是我的幸福    孔庆武

人生像是一场旅途，

途中的风景像是一场梦幻若有若无。

唯有你的出现打开我的爱慕，

不需要太多承诺只要你把我来呵护。

一起牵手去看月光下的小路，

柔和的月光多么平淡多么朴素。

二（两）颗心儿贴在一起相互倾诉，

花朵的芬芳飘来甜蜜飘来幸福。

我说你是我的幸福，

福窝里的爱种在心里我只把你在乎。

感谢老天安排让我情有所属，

人生路也有苦乐我们牵手走过凹凸。

一起牵手去看山岗上的日出，

暖暖的阳光带来温馨带来祝福。

二（两）行脚印深深浅浅相互搀扶，

打开的册页写下你是我的幸福。

世事千变爱不变    李正身

潮水涨落起风波，

爱恨交错有分合。

日月普照天地人，

世间万物皆因果。

人心向善亮本色，

修身养性树美德。

功名利禄飘浮云，

灯红酒绿藏污浊。

人在世间踏坎坷，

历经风雨心宽阔。

爬山双脚有长路，

渡海驾船掌好舵。

几多付出见收获，

苦辣酸甜强体格。

世事千变爱不变，

岁月如歌任吆喝。

李正身 : 词作家，出版有词集《寻找成

熟的星》《临窗听雨》代表作《桥》《唢

呐朝天吹》等。

换个视角看看生活    盛茂安

换个视角看看生活，

景色也很不错，

山亦叠翠，水亦扬波，

沙漠戈壁满眼春色。

换个视角看看生活，

日子也很富足，

苗也蓬勃，果也丰硕，

简简单单把幸福勾勒。

换个视角看看生活，

人们热情许多， 

缕缕阳光，送给你我， 

张张笑脸甜透心窝。

换个视角看看生活，

精神也很快乐，

知足长乐，随遇而安， 

心中天地高远辽阔。

盛茂安 : 安徽省南陵县人，代表作有《推

着一车星光》《童心不老》《苦难是笔财富》

《蒲公英》等。

游子的梦    苏东旗

想家的时候

游子的梦是缺的

想祖国的时候

游子的梦是圆的

缺的梦如月亮

也有圆的时候

圆的梦如太阳

有热有光

想家的时候

游子的梦是甜的

想祖国的时候

游子的梦是重的

甜的梦如蜜糖

扑时故乡的怀

重的梦如泰山

责任在肩

向太阳拜年    熊明修

我们走进又一个春天，

仰望东方霞光灿烂。

倾听大地欢快的歌声，

酿造了一冬的美酒今天启坛。

我们向太阳敬酒，

我们向太阳拜年。

一年三百六十天太阳辛苦了，

把光辉和温暖送到我们身边。

啊，向太阳拜年，向太阳拜年，

天永远，地永远，太阳永远。

我们走进又一个春天，

漫步山水那一幅画卷。

城乡洋溢节日的喜气，

追寻了多年的美梦就要实现。

我们向太阳敬酒，

我们向太阳拜年。

一年三百六十天太阳辛苦了，

把平安和幸福送到我们身边。

啊，向太阳拜年，向太阳拜年，

天永远，地永远，中国永远！

苏东旗 : 现居黑龙江绥化 , 为北大荒

作家协会、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中国音

乐著作权协会会员。

熊明修 : 黄冈市作协副主席，麻城市

文联、作协名誉主席，主要写作诗和歌

词，多次在全国获诗和歌词创作奖。为

央视播出和即将播出的《天仙配》、《红

军东征》、《黄梅戏宗师传奇》、《麻

姑献寿》等五部电视剧创作主题歌和片

尾曲。

你给我的爱    周廷发

你给我的爱像风像雨，

吹乱了平静、淋湿了美丽，

我强忍着把甜蜜扶起，

可是无法在风中站立。

我试图等雨过后晾晒回忆，

可是又赶上绵绵的雨季。

我放下放不下的惦记，

我离开离不开的你；

我的心像霜打的小草，

默默地低头哭泣。

你给我的爱像潮像汐，

淹没了欢笑、卷走了往昔，

我追逐幸福不想放弃，

可是无法在水中捞起。

我企图等潮退后找回失去，

可是海上总是波浪不息。

我割断割不断的思念，

我拉住拉不住的你；

我的心像浪咬的礁石，

静静流淌着泪滴。

你给我的爱，我不能忘记，

让她永远藏在我的心底，

直到日月不再升起。

周廷发 : 内蒙古人，主要作品《保山

之歌》、《采春光》、《给你天地任你

画》、《楼兰之恋》

孩子你睡着了   汪光房

窗外鸟儿归巢，

窗前花香袅袅，

幸福的席梦思上，

孩子睡在爱的怀抱。

孩子你睡着了，

对世界的信任写满睫毛，

你天真烂漫的梦，

定然像童话一样美妙。

我为孩子祝福，

我为孩子祈祷，

愿爱神永驻人间，

夜夜守护你梦的微笑。

当新的一天来临，

整个世界都向你问好，

金色的阳光下，

为你建起一座爱的城堡。

汪光房：湖北襄阳人，诗人、词作家，

出版有浪漫抒情诗集《我给青春一个

吻》。歌曲代表作《我给青春一个吻》、

《柳絮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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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微微一笑    曹国政

我忘不了，永远忘不了，

你朝我的微微一笑，

在无人理睬我的日子里，

它像黑暗中划燃的一朵火苗，

刹间点亮了，点亮了，

我心中那根信念的灯草。

我忘不了，永远忘不了，

你朝我的微微一笑，

到冰消雪化后的日子里，

它像春风中摇曳的一朵花苞，

不断散发出，散发出，

一阵阵清香陶醉我的思潮。

啊，你去了什么地方？

我到处找都找你不到！

就像远去的飞鸽，

只留下一串撩人心弦的响哨。

曹国政：浙江湖州人，出版过长篇小说

《冰魂》、格言集《野玫瑰》、歌词集《渔

家酒》和歌曲 CD《江南风》。歌词歌

曲代表作有《杨柳青青》、《江南风》、

《姑娘村长》等。



默默    胡仁房

你默默地扶助我尘世的心愿，

我心里一千遍默默地颂赞。

我的守护神，

灵魂深处轻轻地默念，

三生的时间，

背负默默期盼。

默默地种下和平的种子，

默默地把世界眼泪擦干，

默默地洗净灰暗让天再蓝，

默默地让愁苦烦闷绽开笑脸。

我的守护神，我生命的天，

生活每一天都精神饱满。

默默提示我的每一次步伐，

默默叫好我精彩的表演。

你默默端坐于我的心田，

我会默默地祝福好人平安。

胡仁房 : 中学高级教师，歌词作品散见

于网络如红袖添香、中国作曲网。

多想    金丽珠

多想  多想听一声你的问候

温暖  温暖我疲倦的等候

多想  多想停下你匆忙的脚步

饮一杯清茶 喝一盅老酒

说说你的心语

讲讲我的追求

盼了很久很久  音信空心头

多想  多想回到从前的时候

风雨中我们一同携手

多想  多想看到你纯真的笑

唱着那歌谣  舞动着双手

唱出心中的快乐

舞去烦恼的忧愁

等了很久很久  那光阴不再有

花随秋风去  人在心中留

望茫茫夜空  月儿羞

多想  多想像从前一样

和你一起  一起数星斗

金丽珠 : 吉林人 , 现居住在深圳市。

有作品在吉林卫视、央视播出。代表作

有《挂红灯》、《因为有了你》、《生

命珍重》等。

创作背景：匆忙的脚步，常常疏远了感

情的距离，呼唤情感交流。

爱的阳光    余秀

是谁催开百花的开放，

撒满了一路芬芳。

让我的心永远像春天，

像春天一样暖风荡漾。

那是祖国的太阳，

那是爱的阳光。

是谁轻抚宽阔的海洋，

追逐着清波碧浪。

让我的心永远像大海，

像大海一样胸怀坦荡。

那是祖国的太阳，

那是爱的阳光。

爱的阳光温暖在心房，

每一颗心灵都亮亮堂堂。

爱的阳光燃烧在胸膛，

每一串脚印都匆匆忙忙。

付出开花奉献结果的时刻，

幸福一路高歌在中华大地上。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张广峰

你的存在，让那座小城更加可爱。

关注她的风景，欣赏她的风采，

我愿走近她，与你尽情开怀。

等你不来，想你的心情愈发无奈。

感受他人精彩，感觉心中空白，

我默默期待，你会悄然到来。

城市是舞台，演绎着欢喜与悲哀。

人来人往，只有你左右着我的心海。

哦，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记录下多少故事，多少感慨。

一座城市和一个人，

串联起多少记忆，多少精彩。

哦，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牵动着多少思绪，多少情怀。

一座城市和一个人，

让心灵之花在你我之间静静地盛开。

余莠 : 原名于秀，黑龙江省望奎县人，

中学高级教师。起先后在《山西教育》、

《北京教育》《江西教育》、《中国教

师报》发表作品，代表作有《母亲》、

《老伴儿》、《重庆在提速》等。

张广锋：笔名鸿羽。陕西扶风人。代表

作《铭记七月》、《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幸福三宝》、《深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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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惫的伤    曲征

夕阳西下

你的背影慢慢幻化成迷茫

刚说过的话

现在已语焉不详

心中的一丝希望

却还在街头张望

远方收获的那点行囊

无法兑换梦中的景象

你眼角的一份轻慢

掏空归来时的豪情万丈

看一眼那夕阳

收拾起一身疲惫的伤

无眠的夜

还有多少泪水流淌

街头的灯火

还有多少燃烧的能量

收拾起一身疲惫的伤

走进孤寂的门

陪伴不言不语的窗

收拾起一身疲惫的伤

不去重温曾经的时光

那些所谓的誓言

用火柴一燃

成为一缕青烟

四处飘荡

收拾起一身疲惫的伤

我明天还要去远方

这里已经没有留恋的地方

这里已经找不到爱的方向

曲征 :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万德镇中

学高级教师。

创作背景：我的一名男学生告诉我，他

外出打工，工作辛苦，工资很少，就是

这点可怜的工资老板也拖欠着，过年时

他回家，见到自己心爱的恋人，但是他

行囊空空，什么也拿不出来，致使恋情

告吹……以此事件为原型，按打工者的

口吻，笔者写了这首歌词。

蔡学柯：江西浔阳人，主要作品《永恒

的微笑》、《庐山秀》、《九江美》、《鄱

湖春晓》

邓丹心：江西南昌人，主要作品《大公

鸡》、《大海的秘密》、《井冈小竹排》、

《声音的世界》

与平安同行    蔡学柯

你与平安同行，

一帆风顺；

我与平安同行，

美梦成真。

我们一起与平安同行，

喜气盈门；

我们一起与平安同行，

屡建奇勋。

平安是根，平安是本，

平安二字值千金。

你与平安同行，

全家高兴；

我与平安同行，

大家欢欣。

我们一起与平安同行，

关爱生命；

我们一起与平安同行，

潇洒开心。

平安是福，平安是魂，

平安二字值千金。

稻草人 邓丹心  

瓜睡了，梦香喷喷，

果睡了，梦甜津津，

夏天走来了稻草人。

太阳说：

天边有朵火烧的云，

稻草人你快去躲躲荫。

月亮说：

天上的星星都困了，

稻草人你快去打个盹。

稻草人，忙不停，

守护瓜果香甜的梦，

走进夏天的欢笑声。

黄建国：湖北建始人，主要作品《土家

姑娘》、《我喜欢阳光》、《建始美》、

《人大代表之歌》

今晚最难忘   黄建国

陶醉的时候有千千万万

今晚的会聚最难相忘

一盏盏霓虹灯流光溢彩

一杯杯美酒溢馥飘香

一曲曲靓舞婀娜潇洒

一首首恋歌温婉悠扬

是浓浓的情让我们相聚

聚会在歌舞的殿堂

我们踏歌而起 我们让激情奔放

啊 朋友 亲爱的朋友

难忘今晚哟，今晚最难忘

陶醉的时候有千千万万

今晚的会聚最难相忘

一声声问候亲切甜蜜

一句句祝福沁入心房

一朵朵心花面庞绽开

一个个梦想飞向绚烂

是浓浓的情让我们相约

约会在浪漫的夜晚

是绵绵的意让我们相聚

聚会在醉人的殿堂

我们憧憬未来 我们让深情芬芳

啊 朋友 亲爱的朋友

难忘今晚哟，今晚最难忘

如果再有一次相遇    柳鸿裕

我今生最幸运的是遇见了你，

我今生最遗憾的没给予过你；

突然分别，让我措手不及，

我只有独自躲在门旁掩面哭泣；

不知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何地

——再能遇见你？！

我走过风，走过雨，走过四季，

寻找你的踪迹，

可是没有一点消息。

是谁发明了手机未免太顽皮，

换一个号码就永远成为秘密；

是谁让人类总在不停迁徙，

搬一个住处再也找不回旧桌椅；

不知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何地，

——再能遇见你？！

山不会移，人会移，移遍东西，

可有邂逅的机遇，

梦断流水望穿归期。

如果再有一次相遇，我会好好珍惜，

如果再有一次相遇，我会深深爱你，

——把我的一切全部给你。

梅花吟    老山

风雪后，杏花前，横斜疏影伴空山。

枝挂玉蕊崖上俏，林披绡帐雪中妍。

冷香十里寻春路，霜华一缕水云间。

春风桃李齐争艳，翠衣化羽上青天。

啊……

上青天 , 魂未远，留下相思待来年。

玉为魂，云作伴，松竹寒友淡尘繁。

斜枝谦谦迎君子，疏影萧萧远红颜。

雪压霜欺仍傲傲，风调雨顺不翩翩。

空山寒水蝶未到，嫩红浅粉报春还。

啊……

报春还，花欲残，留下幽香润诗笺。

爱上你不是我的错    倪永东

不要对我沉默，

这样会让我难过；

不要对我冷漠，

这是对我的折磨。

爱上你不是我的错，

你的妩媚已让我着魔，

爱上你不是我的错，

你的眼神让我难以逃脱。

付出的情越多，

人就越难以解脱；

爱得越是执着，

心就更加没着落。

告诉我应该怎样做，

才能走出这爱的困惑，

告诉我应该怎样做，

才能面对这无缘的结果。

柳鸿裕：辽宁东港人，主要作品《交警

之歌》、《山里情》、《相邀圆舞曲》、

《小小彩笔会说话》

倪永东：广东人，主要作品《台北的月

光》、《金钟敲响》、《万众一心》、《扬

帆 2008》、《湘江节日》、《飞》。

张桂山：笔名老山，内蒙古包头人，主

要作品《驼铃叮咚》、《故乡好，故人

亲》、《我是欢乐的小马驹》、《我送

农机下乡来》



童方：《中国企业之歌》副主编。历年来，在全国电视台、电台、剧院舞台、音像出版社、刊物共发表歌曲 300 余首，有 50
余首获省级、国家级奖励，5 首获全国大奖。主要作品有《情暖万家》、《昨夜的星》、《故乡的江水》、《跨越梦想》、《献
给母亲的歌》等。

陈佛新：广东兴宁人，主要作品《爱是一首歌》、《故乡的桥》、《情满人间》、《山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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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雄 : 甘肃定西人，主要作品《放飞梦想》、《格桑花开了》、《和谐家园》、《亲亲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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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希林：重庆人，主要作品有《雷锋就在我身边》、《雷锋颂歌》、《雷锋精神代代传》、《雷锋礼赞》等。



李水鱼，湖北黄冈人，主要作品有《抗洪的将军》、《山村新曲》、《请来湖北走一走》。李殿卿：北京人，主要作品有《只要祖国一声令》、《祖国最懂得》、《爷爷故事多》、《秋月弯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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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亨银：四川德阳人，主要作品有《弯弯曲曲的歌》、《祖国处处是春风》、《阳光牵着我的手》、《江南小妹》等。刘兴中：四川重庆人，主要作品有《飞吧，春燕》、《月亮与太阳》、《港口夜色》、《请到天府镇里来》等。

12 13



曾庆清，湖南郴州人。主要作品有《数不完的变化哪里来》（由中国音协举办的全国征歌评比荣获二等奖，央视播放）、《甜
甜的歌》（全国征歌比赛荣获一等奖，央视播放）、《快乐的农家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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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静：广东清新人，主要作品有《博斯腾湖放歌》、《彩云归》、《长白山之恋》、《创业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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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英：辽宁人，主要作品有《春雨是个大画家》、《歌唱祖国》、《军人的承诺》、《世界屋脊》等。 王光兴：黑龙江伊春人，主要作品有《飞吧，校园的歌》、《江山乐章》、《山歌越对情越多》、《笔耕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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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珠：山西晋城人，主要作品有：《中国与世界牵手》、《我要高飞》、《人心换人心》、《咱就这样活》、《中国农民》等。 周耀斌：江苏海门人，主要作品有《远去的沧桑》、《以奥林匹克的名义》、《赶海谣》、《柴达木的月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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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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汇俭：山东邹平县人，主要代表作有《山乡新韵》、《月光流香》、《中华好儿女》、《千古名相 . 范仲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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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清：主要作品有《爱你帅在心中》、《风铃》、《河边的姑娘》、《思念战友》、《田埂上走来一群老来俏》等 纪红：北京人，主要作品有《白云的爱》、《祖国在我心中》、《这就是我的祖国》、《故乡的河》、《红红的中国》、《中
国的名字》、《啊党旗》、《长城对我说》、《酒仙桥》、《海螺沟恋曲》、《相亲相爱一首歌》等。



24 25

高旭光：陕西佳县人，大学艺术教育丛书《金色星之歌》副主编，在全国征歌大赛中多次获奖，并颁发“优秀曲作家”铜质证书，
入编《中国音乐家辞典》（修订本）的词曲作家。



26 27

李瑛：甘肃泾川人，主要作品有《国旗》、《台湾是中国一个省》、《可怜的藏羚羊》、《老师老师我爱您》等。 王树义：陕西韩城人，主要作品有《歌唱济阳河》、《煤矿工人之歌》、《祖国吹来春天的风》、《拜年歌》等。



28 29

张干青，湖南长沙人，主要作品有《一定要把黑沟水库修好》、《超期服役多光荣》、《告别我亲爱的连队》、《不要忘记过去》
等歌曲。

单稚琛，广西扶绥县人，主要作品有：《木棉花》、《竹席竹帽编起来》、《今日农民多风流》、《三姐唱歌请客来》，舞蹈音乐《绣
春曲》、《庆丰收》等。



30 31

何国强：北京人，主要作品有《酒之恋》、《茶海吟》、《新春茶》等舞蹈音乐作品。 辛志芳：陕西西安人，主要作品有《秦安颂》、《为北京奥运歌唱》、《西安欢迎你》、《学子情怀》等。



32 33

马德生 : 湖北潜江县人，代表作《采油队长》、《故乡在驼梁》、《九寨沟之恋》等。 宋永秋，山东蓬莱人，主要作品有《夏日的海滩》、《蓬莱阁》、《我爱松竹梅》、《澎湖湾的外婆回来了》、《黄海明珠—
烟台》、《城市晨曲》、《父母中国》、《母亲的土地，母亲的河》等。



34 35

苏晨曦，内蒙古赤峰市人。巴林左旗教师进修学校音乐教师。主要作品：歌曲《早春关张十八员外》、《东方明珠放光明》等，
其中《祖国明天更美好》在中国音协出版社与南京艺术学院〈跨世纪校园歌曲〉征歌中获〈优秀曲作家奖〉。

周朋：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主要作品有《中国，我属于你》，《共和国圆舞曲》，《阳光雨露》、《心灵开出的花》等。



3736

尚永驰：吉林龙井人，主要作品有《小草和小花》、《我爱霍林河大煤田》、《淘金者之歌》、《黄山恋》等。王训军：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解放艺术团副总监、《华人歌词》副主编。主要作品《春城有条蓝色的河》、《四化美景在我心中》、
《爹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