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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党的十九大报告抒怀
政通挺进新时代曰
心聚迎来大复兴遥
（江苏 / 沙荣淦）
坐帐京师袁规划金桥新愿景曰
放怀国际袁绘描福路大蓝图遥
（天津 /赵厚礼）
描绘蓝图袁进军社会新时代曰
鼓吹号角袁决胜小康好生活遥
（新疆 / 徐延利）

看十九大袁群贤毕至绘新景曰
说两百年袁国运昌隆奔锦程遥
（天津 / 李国柱）
砥砺五年业绩优袁收成甚喜曰
绸缪百载蓝图伟袁美景可期遥
（江苏 / 钱 政）
党洒甘霖袁雨润三津情脉脉曰
国调异彩袁风行九水喜盈盈遥
（天津 /李清林）

举红旗袁驾红船袁齐心挺进新时代曰
擂金鼓袁圆金梦袁众手浓描强国图遥
（河南 / 张振发）
龙吟十九章袁迎来盛世好生活曰
凤翥八千里袁有了长征新目标遥
（湖北 / 朱景恢）
双百年文脉流传袁铁江山溢彩曰
十九大激情澎湃袁新愿景升华遥
(天津 /杨学敏)

题广州市从化区首届运动会
竞技争光袁健体强身兴伟业曰
组团参赛袁生龙活虎展雄风遥
（潘志民）
从龙起舞袁参赛健儿争夺冠曰
化凤腾飞袁出场选手竞登高遥
（冯杰雄）
篮球赛
转体投篮飞跃上曰

争金夺冠凯旋归遥

（谢连波）
（潘志民）

往返奔腾求合作曰
攻防盼顾要分工遥

（谢连波）

羽毛球赛
引拍飞身频展翅曰
吊球疾步任随心遥

妙盖精投分胜负曰
智冲巧截绘风云遥

(肖卫芳)

足球赛
头争脚踢袁穿射龙门称好手曰
夕练晨操袁锻成绝技铸芳名遥

举旗定向袁高歌迈进新时代曰
富国强军袁奋力谋求大目标遥
（河北 / 王树亮）
吟歌十九大袁初心永葆兴宏业曰
放眼双百年袁使命钤牢建小康遥
（广东 / 陈硕康）
一梦九州随袁继古开今兴伟业曰
百年三步走袁立身致富展雄风遥
（河北 / 郭凤林）
盛会聚民心袁全面小康袁蓝图黄卷
划时代曰
龙章瞠世目袁多方大治袁赤县苍天
耀党旗遥
(河南 / 王通路)

深怀使命袁不忘初心袁高举锤镰袁再
领人民谋大业曰
劲组新班袁还添力将袁壮凝智慧袁当
看华夏展宏图遥
（江苏 / 殷立宏）
学习十九大报告有感
东风送暖报春花袁旭日生辉焕彩霞遥
万里江山传喜讯袁千秋岁月庆光华遥
（山东 / 姚三石）
赞党的十九大
京城八月桂飘香袁四海精英聚一堂遥
紧绕核心商国是袁远瞻前景谱华章遥
群星耀彩彰勋业袁万物争荣向太阳遥
十亿神州齐奋勇袁新时代好步康庄遥
（湖南 / 罗时立）

游泳赛
清波碧水飞鱼畅曰
短道方池勇者狂遥

象棋赛
汉界楚河袁跃马横车相搏杀曰
红兵绿帅袁凝心会意巧争攻遥
（谢连波）
健身气功赛
气可从心袁贯通经络袁固本培元弘
国粹曰
功能化育袁练达品行袁助人为善振
中华遥
（钟承东）

（肖卫芳）
泳池击水袁敏捷身躯巧若燕曰
技术超群袁轻盈姿态灿如霞遥
（潘志民）
登山赛
梦在高天云作境曰
山凌绝顶我为峰遥
（张秀和）

（广州市从化区楹联学会

(肖卫芳)

陈克年作品选
南京市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华诗词
学会会员，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会员，南京印社副秘书长。
书法作品二十余次参加兰亭
奖、全国和全军展及学术论坛并获
奖。诗书画印多次同时入展西泠印
社大展，有诗集《大明庐吟稿》和书
画集多种正式出版，诗书画印熔于
一炉，有“艺臻四绝，品自上流”之
誉。
赠原中国楹联学会会长孟繁锦
繁华过眼袁宠辱无非一系念曰
锦绣藏胸袁才情岂止两行诗遥
陈克年袁 安徽含山人，现居南
赠书法家刘长平
京。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 长剑挥云千丈雨曰
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 平川纵马万重烟遥
会员，江苏省美协理论艺委会委员，

赠刘功久先生
多行善事添功德曰
久坐蒲团养佛心遥

枯枝新绿发袁黄土暗尘埋遥
冷月伤金鼎袁骚心悲壮怀遥
楚歌犹在耳袁江浪逐天排遥

题金鱼
逍遥池水浅袁吞吐意深深遥
若是真龙种袁当存江海心遥

山中夜宿
闲作栖霞客袁松风不卖钱遥
空怀忘世事袁淡意弄茶烟遥
玉苑横琴坐袁幽窗听雨眠遥
溪声闻寂寂袁山月印阶前遥

题汉画像拓片
满川秋草对苍穹袁谁念当年盖世功遥
石上残云尤猎猎袁依然汉代百家风遥
题墨竹
淡月亭前时有无袁几竿竹影入云呼遥
清风着意长随我袁恃醉高吟未用扶遥
题弈棋图
秋携爽气晚风清袁无事隐然享太平遥
半日逍遥争弈罢袁何分高下论输赢遥
过项王故里
天地英雄气袁森森手植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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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阅江楼次王守仁韵
楼登绝顶问功名袁浩浩江天飞旆旌遥
百代曾惊龙虎气袁千家长叹石头城遥
日浮云岭连山色袁浪卷烟波逝水声遥
宛转沧桑回首处袁可怜今古说幽情遥

再题王泽萼野忘我书屋冶
藏万卷百科袁任尔游山浮海曰
有先生女士袁于斯免俗脱贫遥
（重庆 / 梁志涌）
贺泉州市老年大学成立 30 周年
夕照燃云袁河山溢彩三分艳曰
年轮写意袁岁月留痕一部书浴
（福建 / 林志景）
题文峰亭
文采飞扬袁墨韵诗情浓似酒袁半杯
醉客曰
峰峦起伏袁湖光月色美如歌袁一曲
抒怀遥
（福建 / 高进宝）
致中国奥运健儿
飒爽英姿袁超凡才智袁深思之袁手巧
生威袁心平化勇曰
辉煌战果袁慷慨激情袁可喜也袁旗升
载誉袁梦想成真遥
（福建 / 陈 屋）
题长沙岳麓书院
叩其千载渊源袁 惟数代温良君子袁
言传身教袁 幸亏留下了元晦法门袁
阳明道脉曰
有此一方天地袁 放几张安静书桌袁
心慕手追袁 或可再培些黄兴肝胆袁
蔡锷精神遥
（甘肃 / 廖海洋）
商丘五老祠
春伤阏伯台袁鹃啼帝喾陵袁幸一代
名臣袁祠堂老共梅花伍曰
休说陈桥事袁懒作觚棱梦袁对千年
故土袁樽酒遥同月影三遥
（甘肃 / 王家安）

游六榕寺凑联
临寺外已参禅意三分袁其时洽会上
拈花袁云中宿鹤曰
到塔前且献清香几炷袁此地招东坡
题匾袁博士留碑遥
（广东 / 潘杰威）
贺甘肃楹联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幸斯文未坠袁四时楮墨芬芳袁正氤
氲河岳根源袁羲轩桑梓曰
喜国粹复兴袁卅载联风鼓荡袁长炳
蔚雍凉故地袁甘陇新天遥
（广西 / 韦代森）
题某山庄
凭半亩瓜藤袁几径黄花袁点缀些悠
悠日子曰
任一堤秋色袁三山松韵袁消融那滚
滚尘缘遥
（广西 / 李识经）
茉莉迎春
绿染槎城袁看沃野飞花袁香风远荡
三千里曰
梦圆古邑袁听金鸡报喜袁茶业宏开
四百春遥
（广西 / 马基兴）
题陕西省佳县征集
东方红文化产业园楼阁
豪气满佳州袁领风流万古袁春涌大
河袁喜聚民心参北斗曰
雄阁舒远目袁览锦绣千重袁天开奇
景袁高悬红日耀东方遥
（贵州 / 肖 波）
贺兴平叶楹联艺术家曳改版
兴起维艰袁却一路迎来袁始信胆肝
能耀眼曰

多景楼步曾子固原韵
山外楼台缥缈中袁江流宛转海天通遥
梵音澄澈云浮碧袁树色苍黄叶乱红遥
月照沧波波映月袁风催长浪浪随风遥
襄阳诗卷嘉清景袁慷慨平生雪里鸿遥
满庭芳窑夜写梅花
折得梅花袁瓶中供养袁几枝疏
影横空遥静闻钟响袁檐下雪初融遥夜
半帘垂示卷袁燃香篆袁茶暖烟溶遥 翻
书帖袁两行旧字袁意味总无穷遥
从容袁呵冷砚袁朝摩夕抚袁又是
深冬遥不须累浮名袁笔走苍龙遥腕底
偶然洒脱袁胭脂水袁数点轻红遥 窗前
月袁幽明案上袁枕梦洽春风遥

合鞋底遥 煌煌也祖训喜登眉袁撑起
荫凉壮阔天袁张扬史册曰
愿尽绵薄袁愿披肝胆袁万愿温馨尝
世爱遥 岁涩恨年长袁唯敬老以传薪袁
何亏祈盼浴 启蒙幸遇袁孔丘解惑如
临袁崇六艺时习耳袁总能拾趣遥 恰投
身政界袁增辉添彩旺锤镰遥 尤惦念
俯仰诗林袁痴迷画境袁精通乐理袁驰
骋联坛遥 烈烈乎家风频扑面袁撩开
儒雅妖娆景袁激越国魂遥
（河北 / 高凤瑞）
挽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
西北大星沉袁寂寞文坛袁谁向秦原
一恸哭钥
山川春月冷袁凄迷灞岸袁魂牵民瘼
尚裴回遥
（河北 / 康永恒）
怀念伟人毛泽东
八十三度春秋袁 出生入死袁 井岗播
火袁遵义正航袁揣信仰袁娇妻抛首袁爱
子捐躯袁拒特权袁舍遗产袁力主沉浮袁
但靠只身心血袁无私奉献谁能比钥
四秩一年风雨袁 破浪扬帆袁 窑洞挥
师袁京城执政袁运筹谋袁日寇屈膝袁美
联丢甲袁收珍岛袁驱印兵袁威惊世界袁
全凭满腹经纶袁有魄英雄怎敢欺浴
（河南 / 王兴平）
咏梅
态淡雅而姿秀美袁 欣观朱嘴红腮袁
瘦骨疏眉袁凌霜傲雪何妨冷曰
质清纯且性坚贞袁 独伴云魂月魄袁
凄风苦雨袁化土碾尘犹有香遥
（河南 / 孟凡国）

野五岳之外有天岳冶一字万金全国征句揭晓榜
一尧采用奖渊1 名冤
对句院 六亲其尊唯母亲

对句院九霄以下数罗霄
（陈红心）
（符卫红）

二尧入围奖渊4 名冤
对句院三皇其首是羲皇
（欧阳乐义）
对句院群经至尊唯易经
（何 柳）

对句院万山其中慕阜山
（胡

敏）

（周

方）

三尧人气奖渊2 名冤
对句院九江之中蕴南江
对句院三清之始是玉清
（彭翔鹏）

四尧入围名单渊100 名冤院
陈红心 李晓丹 张天文 胡 敏
欧阳乐义 赵庆河 徐谷平 陈选民
傅千寻 刘计红 李耦根 杨浩山
魏庆云 魏浪龙 苏建修 俞思念
郭红玲 吴 寒 李赛军 易远鹏
徐光铭 周小兵 魏彩雲 余文龙
李 会 陈裕发 黄金平 姜加平
付志稳 马可读 徐 明 胡欣欣

何泽远
念聃子
田庆友
符卫红
李湘油
王佳伟
吴 刚
宋立珍
熊俊生

冯 琪
袁 明
何 柳
韦卜超
肖晓阳
闫安生
柳汾汝
温继鹏
詹胜利

袁鸿志
周乐孝
潘建安
何逐夷
罗昱琛
魏 挺
黄兴东
方瑞根
张亚会

李邯郸
蓝英睿
饶旭丹
韦应谋
卢 勇
柳忠秧
肖聪灵
陈姝彤
李栋梁

西施
红颜每困英雄袁木渎山中袁栖
鸟时闻响屐舞曰
芳迹当寻何处袁苎萝溪畔袁潜
鱼犹畏丽人魂遥

蔡文姬
才女良时未遇袁掳持千里袁奉
帚三家袁风雨吟来皆血泪曰
君怀皓月有知袁风雨思乡袁慈
怀念子袁心扉痛彻即文章遥

王昭君
西出非本意袁黎元十万堪怜袁
遥临异地息烽火曰
东望尽愁思袁青冢千年犹是袁
长藉熏风绕紫台遥

卓文君
好一曲凤求凰袁 竟惹得蛾扑
火袁马脱缰袁弱女当垆卖酒曰
恸几回情转薄袁 终无奈月易
残袁花又谢袁何人共枕白头遥

班昭
箴言诫以修身袁兰桂芬芳袁玉
砌蓬门同仰德曰
巨笔雄而继业袁辞章彪炳袁人
间天上已留名遥

王宝钏
十八载寒窑独守袁风雨捱来袁
悦君璞玉非纨绔曰
只数天软衾新温袁香魂归去袁
笑我良人亦莽夫遥

咏荆州风景名胜野万寿园冶
□ 湖北 / 熊振文
二进门
进一重袁襟怀容浩瀚袁尽览桥
外荆山袁水间风月曰
挪两步袁眼界透烟岚袁临凭雾
中城阙袁霞里金洲遥
万寿宝塔
铃角自敲惊雨巷曰
塔窗待掩寂僧身遥
临江长廊
水面文章袁拂波看去翻千页曰

塔头明月袁掐指归来度一秋遥
信步长廊袁看途通浪静袁大江
桥袁高峡坝袁盛感今人造化曰
凝眉高塔袁问替旧嬗新袁雄楚
灭袁南梁亡袁怎思历史因由遥
游园观感
常抽抽空当袁倚岸栏尧放眼江
桥远影袁再翻旧索曰
借点点闲暇袁咏清曲尧吟怀津
渡今朝袁叙此良宵遥

游湖南临湘市旅游景点
□ 新疆 / 杨

题白玉兰
日暖檐前送惠风袁新妆绰约伫芳丛遥
诗吟好句怜寒雨袁帘卷清香漫碧空遥
抱梦玉容琼阁外袁寄闲白雪画楼东遥
情随此树花开放袁几许春心一望中遥

激扬无限袁况百期教化袁只缘平仄
最撩人遥
（贵州 / 李瑞利）
题长征
问红军袁画卷惊天谁纵笔钥
传薪火袁蓝图勒石我书丹浴
（河北 / 齐向前）
题上海老西门街道
浩瀚长江袁远携故土而来袁再置芳
洲一片遥 乱花飞处人咸聚袁蔚成锦
绣家园遥 兴学育才袁筑城御寇袁群英
荟萃袁弄巷驰辉袁七百年文声显赫遥
俊贤似莽林袁进士如春笋袁世仰徐
光启袁天悲叶企孙遥 壮哉浴 数里方
圆袁曾牵动九州疆域遥 于今休慨叹袁
旧貌鲜存袁精神永续袁看传承袁风尚
遍扬新上海曰
平凡小事袁也是初心所系袁深知伟
业多艰遥 瑞景开时责未轻袁更有纷
繁政务遥 和衷逐梦袁依法治街袁清气
升腾袁馨香载道袁万千户喜色嫣妍遥
楼宇围根苑袁卫生戴桂冠袁情融大
社区袁谊满居民组遥 谐矣浴 诸般赞
誉袁已充盈三度空间遥 此后欲何为钥
前程洞彻袁旗帜高擎袁须奋斗袁功勋
正待老西门遥
（河北 / 郭凤林）
刘氏家风颂
生逢坎坷袁生就坚强袁一生奋勉育
刘郎曰人穷愁志短袁非相夫而教子袁
是谓珍奇浴 寓舍难安袁孟母择邻屡
现袁然五常日省之袁岂可缺勤遥 缘倾
力乡间袁享誉持德融姊妹遥 最操劳
编织草帽袁缝补衣衫袁浆洗罗裙袁粘

□ 湖南 / 左建军

供稿）

叶 2016 对 联 中 国 曳 年 度 最 佳 作 品 揭 晓 榜 ( 一 冤
题美好乡村建设联
儿时记忆袁泥屋歪斜袁土路坑颠袁狗
跳鸡飞尘乱舞曰
今日风光袁小楼栉比袁新车络绎袁花
羞树笑蝶翩跹遥
（安徽 / 肖东宝）
题湘潭市野山市晴岚冶文化小镇
听晨钟暮鼓袁看松壑湘流袁几缕晴
岚编绮梦曰
对帆影渔舟袁飘酒香诗韵袁一腔快
意洒昭山遥
（安徽 / 宣信恕）
六十五岁自题
回眸一路院虽无名无位尧无势无财袁
曾经风雨雪霜尧蹉跎坎坷曰渐垂垂
老去袁尚未歇肩停步袁正跃马扬鞭袁
遥驰天际八千里曰
反省半生院亦有梦有诗尧有情有趣袁
几历酸甜苦辣尧是非忧乐曰期拂拂
春来袁犹思揽月凌云袁待踏歌纵酒袁
再度人间二百年遥
（安徽 / 丁玉群）
今日唐山
大难未沉沦袁昂首苍穹袁新城已在
歌中起曰
高怀常拓展袁代言赤县袁奇迹屡从
劫后生遥
（北京 / 孟广祥）
题北京大兴区开放发展
月季作媒袁邀四海嘉宾袁来魏善与
花对语曰
航城逐梦袁引环球彩凤袁到京南同
我和鸣遥
（北京 / 高继林）

丽人吟

李泽红
杨义园
卢乃彪
魏意德
刘伟东
颜秋生
黄秀清
陶建锋

邓时英
程 语
邓展胜
王 芳
陈文心
陈晓角
虢忠文
胡文汉

毕仙石
朱文照
袁国平
邹送喜
蔡勋林
王松花
黄春光
吴幼鹏

张峰青
叶 峰
陈翠华
郑 良
彭双喜
张永桂
文正华
潘一之

威

大云山森林公园
庙宇庄严袁香火丹霞袁雄风大
振三千界曰
森林幽寂袁洞天福地袁道气永
临七二峰遥

黄盖渔歌
黄盖屯兵袁孙权行赏袁岁月峥
嵘流古韵曰
渔舟唱晚袁相庙腾烟袁人文荟
萃谱新篇遥

银水迷宫
雾海云山袁瀑泻洞幽袁休闲胜
地蓬莱岛曰
龙潭湖水袁鸟飞鱼跃袁游旅尧
天伊甸园遥

江南儒矶
宝塔巍巍袁明珠串串袁辉煌史
迹儒溪镇曰
云帆点点袁逝水滔滔袁富饶江
南鱼米乡遥

题贵州黄果树瀑布
□ 重庆/ 王仕新
瀑布飞流袁峡谷鸣雷晴似雨曰
银河直泻袁深潭笼雾夏如秋遥

残阳沉地去袁穿云破雾袁长虹
隐隐现空中遥

水雾映骄阳袁谷里长虹分七彩曰
山崖飞瀑布袁空中细雨现三形遥

山峦叠嶂袁挂布垂帘袁誉满五
洲称险秀曰
水沬凝虹袁飞云绕雾袁名扬四
海道雄奇遥

瀑布自天来袁溅玉迸珠袁细雨
霏霏飘谷里曰

杂咏回文联
□ 湖北 / 余文生
酒醉狂人狂醉酒曰
花生妙笔妙生花遥

古寺禅门禅寺古曰
高堂佛塔佛堂高遥

跃马惊天惊马跃曰
飞蟾照水照蟾飞遥

月咏词章词咏月曰
风翻画卷画翻风遥

月照华堂华照月曰
冰封广野广封冰遥

月夕飞光飞夕月曰
花朝放彩放朝花遥

中华百家姓对联
福建 庄温英
渊443冤仉姓
仉 渊Zh伲ng冤 姓出自党
姓袁 为春秋时鲁国大夫党氏
之后遥 古代党姓的党袁 读音
渊Zh伲ng冤 掌袁 故 党 姓 中 有 一
支以音为姓袁成为掌姓遥另一
支掌姓后来衍分出以音为姓
的仉姓袁称仉氏遥如孟子的母
亲即为仉氏袁 以择邻教子名
世遥
源承党姓；
望出琅琊。
全联典指仉姓的得姓源
流和郡望遥

敦煌郡丰田毓秀；
琅琊堂泰业锡光。
全联典指仉姓的郡望和
堂号遥
孟母择邻教子；
仉公谋政忘私。
上联典指孟子的母亲仉
氏袁 有 野断机教子冶野三迁择
邻冶等历史佳话遥下联典指明
朝河南道御史仉经袁 他曾被
降职到常山县袁 把常山县治
理得很好遥
（待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