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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习惯以稻子为语言表达深情

七月，习惯以禾苗为馈赠敲开时序之门

南湖的七月，以一只船为引擎

牵引着中国开始世纪长征

苦难的日子终于有了光

每个人都把自己丢进火里，燃烧，淬炼，涅槃

构建出一幅幅新的山河画卷

仰望，时间的峰峦上，七月巍峨

远眺，岁月的海洋里，七月如此辽阔

黑色被一盏灯打碎，那些路矿劳动者站起来

组成早期的工人阶级森林

他们在跟旧时代扳手腕，胼手胝足挑战旧世界

七月藏在一把油纸伞中

这枚火种，就要点燃安源

你看，团结是一道多么雄伟的风景

活出尊严，活出一个人该有的模样，活出春风的色彩

七月，被无数劳动者举在头顶

那是一轮人间的太阳

赣地从来不缺少伟岸和传奇

1927年的南昌，革命者用第一声枪响

开启共产主义波澜壮阔的大幕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煤油灯下，一群没有留下姓名的乡村女子

将秋天一针一线缝进红旗

赣西和湘东，工农革命军打出了名号

一只船上的理想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联姻

写下三湾改编、进军井冈的雄文

这巍巍的山啊，也是辽阔的海

时至今日，五百里丰碑下，唱起红米饭南瓜汤

每个人依然是七月的战士

一口红井的意义是什么？是宗旨，是民心

也是山之所以绵延，水之所以长流

共和国的旗帜从瑞金出发

未曾改变初心，更未曾辜负一片红色土地

一双草鞋，走出了历史的厚重和深情

一首《十送红军》，撞响时间的回音壁

长征第一桥会记得，这镰刀和锤头下的铮铮誓言

湘江会记得，江西儿女如何盛开成映山红

七月磅礴，用血与火见证信仰

七月壮丽，记录着无数共和国缔造者的身影

小道，通往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

花香风雨路，鸟鸣用方言讲述着故事

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一个东方大国的思想船只

再次整装出发

水手总是孤独的

用苦涩的海水酿造幸福，托起红彤彤的日出

他一定记得七月南湖的梦想

他一定记得小米加步枪创造的奇迹

将春天留在大地的感觉多么美

不需要仰望，触手可及

有的爱，大音希声

有的爱，比肩高山，媲美大海

却只在夜深人静时汹涌而至

更多的七月属于新时代的乡村

从扶贫、脱贫到振兴，我们理应举手致敬

要崇高，不妨看看张桂梅、黄文秀、吴应谱和樊贞子

要美好，不妨去倾听幸福食堂里的笑声

成为一道光，是多么圣洁的事

那么多的共产党人，在和平的日子里

重新诠释着一组词语：鱼和水，国和家，使命和担当

大美不需要呐喊

答卷，依旧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七月，以百年为期，给我们

960万平方公里的惊喜和壮丽

颂词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自信，从容，笑意盎然

背景是抗洪勇士群像

闪电般的高铁动车

疫情里的温情“大白”

生逢盛世，忍不住

翻开七月这部书，日夜有慷慨之音

请记住那些为历史留香的人

请记住山间的草木与烈士

请记住每一只船在波浪里的抗争和逆行

一场场风雨后，我们重新认识了

山的巍峨、海的辽阔

在这清澈的天空下，泪流满面地唱起国歌

从上海的渔阳里

到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

从 50余名成员

到近亿人的团队

从镰刀与锤头

到飞天的太空舱

从南昌城头的第一枪

到天安门前阅兵的铁流

一百余年 泱泱山河

装满了

一个国家的宏大叙事

装满了时间的重量

七月之初

又迎来了这一个

圣洁而庄严的日子

历史的册页

以描红的喜庆与隆重

在祝福

祝福从 1921年之夏

开始叫响的一个名字

祝福

那永远奔腾着的

为 960万平方公里土地

导航定向的力量

青黄相接的水稻

在幸福地灌浆和生长

鲜艳的红旗

迎风飞扬

镰刀、锤头的意义

依然质朴地指向人民

勇于自我革命的

胸襟

一直跳动新鲜的血流

江山的委托

无限的风华总是在澎湃

澎湃

一百余年来

无数日月星辰描画的

时间的重量

七月书：巍峨与辽阔
□ 彭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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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铭刻在石库门与红船的觉醒

这，是激荡在井冈山与苏区的战鼓

这，是跳跃在枣园与西柏坡的灯火

这，是沸腾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

日出东方，其道大光——

厚重的北京时间令世界瞩目

从《共产党宣言》的扉页上走来

从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创举中走来

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转移中走来

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传承中走来

潮起东方，百舸争流——

我听见春天的故事次第开放

共产党员的誓言，总是肩并着肩

在被热血染红的每一寸土地上

勇敢的人们用生命刻下不朽的信念

那是燃烧的青春，也是冲锋的火把

像波浪推着波浪，像黎明不惧风雨

奉献的花朵纷纷怒放成光辉的史册

看吧，这巍然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便是中华儿女生生不息的脊梁

山河之上，都化作了许党爱国的种子

看吧，这高高飘扬的旗帜便是方向

便是点亮万家灯火的那一抹抹中国红

江山如画，崛起东方的道路多么宽广

当嘹亮的号角再一次传递奋进的强音

当新时代的长征再一次奏响雄浑的凯歌

铿锵的步伐，在峥嵘岁月里擘画了远方

要以初心与热血，熔铸成旗帜般殷红的爱

要以忠诚与担当，承载起实干兴邦的重托

熠熠生辉的党徽下，七月的阳光再一次出发

每一个不屈的民族，都蕴藏着披荆斩棘的基因

每一次胜利的会师，都生长着前赴后继的姿态

每一幅动人的图景，都饱含着镰刀锤头的嘱托

每一张灿烂的笑靥，都诠释着人民至上的深情

每一朵无私无畏的浪花，都来自长江、黄河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要为祖国和时代而歌

七月的神州大地是火红的，是心潮澎湃的

七月的青春中国是壮美的，是朝气蓬勃的

七月的爱淙淙，七月的爱汩汩

我在七月的怀抱里沉思、欢呼、奔跑、加速

七月自带星火，七月的阳光再一次出发

这越来越激昂的旋律，始终赓续着红色血脉

这越来越坚实的足迹，始终书写着东方故事

右拳高高举起来，您“时时放心不下”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高歌猛进吧，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个大写的中国梦，14亿张笑脸向您报到

七月的阳光
再一次出发

□ 李 晃

七月一日
很小的时候，我便记住了七月一日

这个特别的日子，记住了

一艘船的颜色和重量

平静中，有波澜壮阔

灯光下，有鲜红的底色

在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艘船

停在烟雨楼前

它迎接风暴

燃烧青春岁月，曙光就在前方

那些雪山、草地

有着生命的坚毅和

大爱。从南湖开始

从七月一日开始

一面鲜红的旗帜

在天空飘扬，一个大写的日子

在中华大地上

扎根，发芽

今天，当我面对这个日子时

内心仍然激情澎湃

仿佛一艘船

在海上冲风破浪

行 者
有些日子，烙印般地留下来了

譬如七月，那是 1921年的七月

南湖船上的桅灯还只是星星之火

镰刀与锤头擦出的火焰

照着黑暗里的背影

今天，我在 2022年的七月

做一个在天空中赶路的行者

想象一场春风浩荡

是两万五千里的路途

想象枪炮声被一颗跳动的心淹没

我相信有一条路，一走便柳暗花明

一走便惊天动地，我低头行走

不为赶路，

“也不寻找天堂的入口”

只想在天空下

做一个安静的行者

与我的祖国对饮，沉默中

接受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吻

在七月，我看到 14亿个太阳

正用 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歌唱

每一声，都是无尽的热爱

每一声，都是力撼山河的大合唱

我愿是其中的一个，在天空下

唱出一声豪壮，让身体里的

每一个细胞

都尽情张开，如野草一样

被火烧，又在春风中得到新生

星 火
金色的光，照在南湖的中央

15位汉子围坐在桌前

书写浪花淘尽英雄的诗篇

天空中划过的闪电，没有谁

能阻挡它夺目的光

巨龙正在醒来，向着

穿满弹孔的国门

向着印满兽迹的海岸

它醒来，砸碎身上的枷锁

一面旗帜冉冉升起

熟睡人的梦被点亮

伴着历史的足音

伴着回荡的桨声

倾听星火燎原的祖国

黎明的曙光，擦亮了东方的眼眸

天空高远，风浪中勇搏激流的舵手

向着浩瀚的大海前进

两万五千里的春风浩荡
想象一场春风浩荡

是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

想象着无数的脚步声，把枪炮声

淹没在春风中

汹涌澎湃的仍是春风

是一颗颗跳动的心

是头顶上耀目的天空

饥饿的岁月里，连刺刀也是饥饿的

饥饿的还有两万五千里的路途

把一个民族的探索之路无限拉伸

从一个山坡到另一个山坡

一片草地到另一片草地

所有的艰辛都是值得的

此刻，春风是一位先驱者

它的破茧是一个民族的破茧

它的浩荡是一个民族的浩荡

大写的日子
□ 柳碧青

（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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