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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哈密   季新山

张骞出使西域赞颂这里晚霞，
岁月挥毫出哈密驿站的诗画。
天山庙钟声还在悠扬传递，
汉唐公主夕阳下娇容如花。
好一个丝路重镇哈密啊，
美丽的西域咽喉如此繁华。
古城里住满过往驼队，
每座烽火台都是雄伟挺拔。
藩王的宫殿那么气派，      
左宗棠种下杨柳绿遍天涯。

康熙尝鲜京城赐名这里贡瓜，
那瓜甜五百年前就誉满华夏。
如今的果园更加郁郁葱葱，
红枣甜脆晨风里挂满枝桠。
好一座大漠绿洲哈密呀，
香甜的瓜果之乡如诗如画。
炊烟拥抱回家的羊群，
牧马汉子个个都雄姿英发。
冬不拉弹得那么欢快，
幸福的歌舞正在飞旋潇洒。

哈密啊，丝路哈密，
生动的历史美丽传奇，
今天的辉煌灿烂巍巍中华，
巍巍中华，中华。

董长民：内蒙古霍林郭勒人，主要作品

有：《霍林郭勒美》、《马头琴声》、《我

的科尔沁》等。

季新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音

乐文学协会副主席、辽宁省延安文艺学

会理事。主要作品：《守望雪的世界》、

《油海的请柬》、《季新山世纪诗选》

等诗歌集。

美丽的遗憾   董长民

走的不是从前的路
看的不是从前的天
山在脚下 风景在眼前
我问花草树木 : 你在哪一边
泪水已经干涸了多少年
我还能记住那张笑脸
那张脸上写着美丽的遗憾
美丽的遗憾是香甜的梦幻

说的不是从前的话
牵的不是从前的线
人在街上 心情在身边
我问聚散离合：等到哪一天
背影已经丢失了多少年
我还能想起那幅画卷
那幅画卷上印着美丽的遗憾
美丽的遗憾是温暖的祝愿

春天多美好   李春芳

春天

消失了冬夜黑的漫长

鸟儿在快乐自由歌唱

春天的鲜花处处开放

空气中弥漫醉人清香

春天

大自然生机盎然景象

让人有更多奇思妙想

春天的阳光洒在身上

温暖让我们快乐舒畅

春天多美好

春天多美好

只要我们去用心欣赏

世界会变得清晰明亮

心空永远是一片晴朗

春天多美好

春天多美好

只要我们有坚定信仰

世界会变得从容安详

没有什么还能够阻挡

李春芳：陕西渭南人，主要作品有：《爱

的引领》、《父亲的目光》、《节日之夜》等。

词

警魂照亮我征程 白光信 刘敬善

 （ 一） 警 魂 照 亮 我 征 程， 港 口 安 宁 是

我的生命。几十年的波涛汹涌，铸就了

公安群英，平安港口，人民为重，头戴

警徽，永远冲锋，我用热血护港城。

（二）警魂照亮我征程，航线平安职责

在我心中。紧要关头不惜生命，抛洒心

血护航线，歹徒作恶，我手腕硬，见义

勇为，身在其中，我用热血护港城。

（三）警魂照亮我征程，群众满意是我

追求的梦。廉政爱民助人为乐，事事处

处赢民心，对人民负责，对党忠诚，国

家安宁，牢记心中，我用热血护港城。

港口繁荣，百业待兴，我满怀豪情奔向

新的征程，用实际行动实现我的中国梦。

白光信，山东人，曾任临朐广电局副局

长，临朐电台、临朐电视台副台长、编辑。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发表新闻作

品上千篇。代表作有《我用三股劲笔耕

四十年》、《责任重于泰山》等。

刘敬善，山东人，山东烟台港公安局宣

传科科长

风雪夜归人   张毅

一路风尘，几番浮沉，

迎送多少个黄昏与清晨。

疲惫的精神忽然一振，

谁在生命的旅途点灯？

 

岁月无声，大雪无痕，

融化多少个瞬间与永恒。

有爱的冬天就不会冷，

谁为真情的邂逅开门？

 

我是一个风雪夜归人，

走过千山万水的旅程。

萍水相逢也许是种缘分，

爱的奇迹会不会为我而发生？ 

张毅： 湖南郴州人，主要作品有：《爱

不在就放手》、《惊涛拍岸》、《天山

之恋》等。

心中的祖国   吴岳华

五千年的文明在我心中流淌，

九万里的风光在我心中绽放，

五十六个民族在我心中花香，

十三亿的民众在我心中歌唱。

五星红旗在我心中飘扬，

特色道路在我心中宽广，

中国梦中国心在我心中飞翔，

中国魂中国情在我心中生长。

祖国下到深海我的心也去会龙王，

祖国飞到太空我的心也去探月亮，

祖国到哪里我的心就到哪里，

我的心就是祖国的小太阳小月亮。

吴岳华：江苏泰州人，主要作品有：《常

到百姓家中走走》、《喊一声老乡》、《亲

情无假》等。

几十年来，山东烟台港公安造就了一支
训练有素的精锐队伍。思想红，对党忠
诚，作风硬，敢打敢拼，连续为人民立
新功。他们的事迹，我们深受感动，即
兴写此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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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   王连生

小草在春风中抬头呼喊

柳丝纤纤轻拍着空寂栏杆

我在那桃花园里等你哟

为了这个春天不留下一丝遗憾

杨树已举起了绿色大伞

阳光的激情把一对对恋人点燃

我在那滨河堤上等你哟

为了这个夏天再增添一份浪漫

等你到秋天 看菊花淡淡把乡愁渲染

柳叶喝醉了娇媚的红颜

等你到冬寒 看雪花飘飘把大地丰满

那红梅朵朵可是你纯真的笑脸

王连生：陕西西安人，主要作品有：《八百

里秦川我的家》、《黄天厚土》、《生

活就是一支歌》等。

苏堤与焦桐   李荫保

长堤本姓土，

后人冠名苏，

无根浮萍是钱物，

青史流芳数风骨。

泡桐本无姓，

名焦从裕禄，

只要为民真付出，

世代传颂发肺腑。

杨柳青，桃花树，

游人络绎情满足，

想你的名字爱读你的书，

还有什么像苏堤名垂千古。

锁风沙，养五谷，

为了百姓不怕苦，

念你的名字走着你的路，

还有什么像焦桐崇高朴素。

李荫保：河南新乡人，主要作品有：《爱

拼赢来艳阳》、《百善孝为先》、《百

姓比天大》等。

芮彭年：上海人，主要作品有：《春天

告诉我们》、《电脑小精灵》、《红红

火火》等。

千年一梦   芮彭年

是什么让江山如此多娇

是什么让这里生生不息、蒸蒸日上。

大漠孤烟，遮不住今世的明月

长河落日，点亮着心海的星光

穿越金戈铁马的风云

我们的笑容随着五星飞扬

是什么让神州和谐吉祥

是什么让我们薪火相传、斗志昂扬

宠辱不惊，辉映出前辈的期盼

百折不挠，闪烁着年青的荣光

重塑綿延悠长的文脉

我们的双手铸就万千气象

啊，千年一梦

带着多少代的向往

捧起年青人的渴望

揣着中国梦

我们大步走向辉煌

李克山：天津人，主要作品有：《花喜鹊》、

《金色的大运河》、《雷锋时代的春风》等。

祖国的春天   李克山

栽下一棵棵小树，

把希望种在人间；

吹响一声声柳笛，

让号角响在心田；

采集一件件标本，

任喜悦飞上笑脸……

我们脚下的路程，

艰辛而又平坦；

我们远大的抱负，

比春光还要灿烂。

时刻准备着开创未来，

我们是祖国的春天。

天空的诉说   李官明

我多想，向世界敞开明净心扉，

可尘埃作祟，使我面目全非；

我多想，看山川河流生态之美，

受烟雾蒙蔽，让我难辨真伪。

是噪音，把我宁静撕得粉碎；

是污染，让我紧锁雾霾愁眉。

当飞鸟在我怀中翱翔，

也难保证晴朗相随。

是噪音，使我神态不堪疲惫 ;

是污染，让我落下酸雨泪水。

当万物在我眼前生长，

也难给予阳光抚慰。

给我爱心吧，亲密人类，

我会给你风调雨顺的回馈；

还我清白吧，友好人类，

我会给你艳阳明月的恩惠。

好哥哥   马振国

一次次回眸春风暖，

一声声真情催泪落，

一身身侠骨有柔情，

一腔腔热血为家国。

啊，好哥哥，好哥哥，

妹妹送你马鞍一座，

送你看看万里山，

送你看看天边河

信马由缰闯世界，

你有心事就回来跟妹妹说。

啊，好哥哥，好哥哥，

辽阔的草原留恋哥哥，

多情的妹妹思念哥哥，

芬芳的世界需要哥哥，

蹉跎的岁月你慢些走，

你要照看好我的好哥哥。

马振国，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

内蒙古音乐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歌

词《爬沙坨》、《天边草原》等。

分手的时候   湛泉钟

默默相送十字路口，

心既冷却不再挽留。

只愿你再陪我一段路，

揽天上明月，

折池边杨柳。

让回忆一页一页的翻，

从结尾翻到开头；

爱有多深，怨有多厚，

总忘不了你的温柔！

你的心思真难摸透，

忍心分手又何泪流？

只愿你再给我一个吻，

留嘴上甜蜜，

添心中苦愁。

让希望一丝一丝的抽，

从春夏抽到冬秋。

情有多长，恨有多久，

都冲不走我的等候

湛泉钟：重庆人，主要作品有：《慈溪

美》、《三峡美》、《问慈溪》等。

中国好人   叶连军

在茫茫的大海里，你是一滴水，

却能滋润人的心扉。

在广袤的大地上，你是一棵树，

却能挡住淒雨寒风吹。

在平凡的生活中，你是一个人，

却能让心流下感恩的眼泪。

啊，中国好人，中国好人，

奉献的精神是多么地珍贵，

好心善心都在我们的心中，

好人有好报啊，你真的很美，很美。

在迷途的人心里，你是一块碑，

却能再把真爱召回。

在无际的银河上，你是一颗星，

却能给人温暖的光辉。

在盛开的花园中，你是一朵花，

却能让梦生出幸福的滋味。

啊，中国好人，中国好人，

感人的善举是多么地可贵，

好事善事谁都不会忘记，

好人有好运啊，中国你最美。

边关   刘志毅

循着边防线，

我做边关行。

南疆热雨告诉我，

边关绿葱葱。

才闻芒果香，

又见木棉红。

问我战士何处在，

天边亮着几颗星。

拥抱边防线，

我唱边关颂。

北疆冰雪告诉我，

边关亮晶晶。

山头松柏绿，

人家笑浪涌。

欲寻战士放眼望，

高天翱翔一只鹰。

啊，边关坚如铁，

边关美如虹，

边关有我战士在，

挡住风雨御严冬。

啊，边关连万家，

边关铸长城，

战士就是边关锁，

春满家国享安宁。

靠自己   欧正中

小树在大树的荫蔽下长不高

小鱼在妈妈的嘴里长不大

我们不能总躲在爹妈的怀里

人只有站起来世界才属于你

 

人生路上有风雨 敢想敢做是真谛

命运握在我手里 为了理想去磨砺

 

不靠天，不靠地 我的人生我努力

不靠妈，不靠爹 我的人生靠自己

 

小鹰离开妈妈的翅膀才飞得高

小树必须经历风雨才长得大

我们不能总躲在爹妈的怀里

人只有站起来世界才属于你

 

战过天斗过地 人生风雨是磨砺

拼过劲竭过力 成功一定属于你

 

感谢天，感谢地 感谢人生的磨砺

赞美妈，赞美爹 赞美努力的自己 

李官明：四川成都人，主要作品有：《爱

你爱到天边边》、《不用告诉我是谁》、

《草原上的格桑梅朵》等。

叶连军：江苏连云港人，主要作品有：《警

花》、《老来伴》、《梦中的思念》等。

欧正中：四川大竹县人，主要作品有：《你

就是我幸福的天堂》、《我们的中国梦》、

《班主任之歌》等。 

刘志毅：北京人，主要作品有：《阿勒邱》、

《爱晨练的小姑娘》、《长城的月亮》等。

我们在一起   杨昭

明天的太阳会灿烂升起，

只是今天有些阴郁；

阴郁你就唏嘘，

我不介意。

我和你在一起，

就为有些暖意。

你想喝点什么？

甜橙还是苦菊，

或者我们下一盘棋，

让今天匆匆过去。

明天的太阳会灿烂升起，

请你储备些勇气；

勇气会变成奇迹，

我相信你。

我们在一起，

就是唇齿相依。

想一想人生无序，

不过河东河西。

且让我执着你的手，

轻拨吉他唱一曲。

你轻轻理了理我的发髻，

我却忍不住喜极而泣……

杨昭：北京人，主要作品有：《卢沟晓月》、

《我的都市进行曲》等。

一路坎坷一路歌   刁长育

前进路上坎坷多，

如影随形难摆脱。

它让征途更迷离，

它让前程更扑朔。 

啊，人生有几何，

此时不博何时搏 ?

不屈不挠往前闯哟，

一路坎坷一路歌！

奋斗路上多坎坷，

不期而至躲不过。

它将曙光挡外面，

它让意志受折磨。 

啊，岁月莫蹉跎，

何惧困难和阻隔？

迎难而上路开阔哟，

一路坎坷一路歌！

刁长育：山东滨州人，主要作品有：《哄

着老爸老妈》、《恋爱不需要彩排》、《肥

城三月邀桃花》等。 



0504

曲

陈 雄  甘肃兰州人，主要作品有：《采山的姑娘》、《冬天的童话》、《和谐家园》等。孙 伟  黑龙江人，主要作品有：《爱在地铁》、《牡丹江我热恋的城》、《破浪扬帆》等。



0706

林  泉  福建人，代表作《把你的潇洒亮出来》、《龙的节日》、《我爱哨所风光美》等。 陈榕生  福建漳州人，主要作品有：《吉祥安康》、《天使的承诺》、《山歌唱响新吴起》等。



0908

陈志君  广东佛山人，主要作品有：《故乡的云故乡的雾》、山村羊肠盘山道、祥光普照》等。



1110

朱若武  黑龙江佳木斯人，主要作品有：《爱不够的中国》、《爱的蜜河心中流》、《红旗下的你我》等。 胡道荣  江苏南通人，主要作品有：《阿佤姑娘》、《恋着祖国》、《水墨南通》等。



1312

胡永顺  辽宁鞍山人，主要作品有：《鞍山美》、《草原的黄昏》、《歌唱的中国》等。秋 思  本名张剑敏，新疆人，主要作品有：《爱心的祝愿》、《百姓的微笑》、《春到绿洲》等。



1514

段福培  上海人，主要作品有：《百花齐放献给祖国》、《蹦蹦跳跳》、《布谷鸟叫咕咕》等。黎 洁  本名李成杰，辽宁本溪人，主要作品有：《朝着太阳笑》、《北京时刻》、《故乡的月亮》等。



1716

董慎伦  四川泸州人，主要作品有：《草原朋友呀拉索》、《共圆中国梦》、《泸州酒醉天下》等。 邓贻照  湖南株洲人，主要作品有：《啊故乡》、《白衣天使我爱你》、《春雨淋湿小村庄》等。



1918

王福和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主要作品有：《半路夫妻》、《草原是首歌》、《当兵的故事》等。 党继志  陕西咸阳人，主要作品有：《阿尔泰的雨》、《奥运福娃》、《地球的红飘带》等。



2120

周骏山  江苏无锡人，主要作品有：《爱唱歌的夕阳》、《八荣八耻歌》、《黎寨姑娘下山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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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