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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
召开，热情讴歌新时代，近
期，《诗刊》推出“新时代特
刊”，现选登部分作品，以飨
读者。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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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感怀新时代感怀
□□刘刘 征征

九万里河清数鲤九万里河清数鲤，，五千年史仰高峰五千年史仰高峰。。

长笺百丈犹嫌窄长笺百丈犹嫌窄，，笔扫长天气吐虹笔扫长天气吐虹。。

水调歌头水调歌头··咏十九大咏十九大
□□郑伯农郑伯农

才揽金秋月才揽金秋月，，又接艳阳天又接艳阳天。。三千英杰相聚三千英杰相聚，，商商

议创新篇议创新篇。。难忘如磐风雨难忘如磐风雨，，牢记先驱喋血牢记先驱喋血，，薪火薪火

百年传百年传。。开国奠基业开国奠基业，，改革闯雄关改革闯雄关。。

蓝图绘蓝图绘，，征程远征程远，，众心坚众心坚。。明灯指路明灯指路，，兴业圆兴业圆

梦勇登攀梦勇登攀。。岂止消除贫困岂止消除贫困，，更促全球互利更促全球互利，，共建共建

大家园大家园。。走进新时代走进新时代，，清气满人间清气满人间。。

礼赞党的十九大礼赞党的十九大
□□李文朝李文朝

盛会宏图举世惊盛会宏图举世惊，，神州特帜亿人擎神州特帜亿人擎。。

新思想引新时代新思想引新时代，，新目标开新路程新目标开新路程。。

五载丰功昭日月五载丰功昭日月，，百年伟梦展鲲鹏百年伟梦展鲲鹏。。

凌云志壮初心在凌云志壮初心在，，一往无前砥砺行一往无前砥砺行。。

阳光阳光，，阳光阳光
————忆重回延安忆重回延安，，乘机到延安上空时乘机到延安上空时

刻……刻…… □□叶延滨叶延滨

满天都是一片金黄满天都是一片金黄

遍地都是一片金黄遍地都是一片金黄

银色的机翼也闪射金色的光银色的机翼也闪射金色的光

金色的阳光涌满机舱金色的阳光涌满机舱

其实其实，，这里不叫黄土高原这里不叫黄土高原

这里就是贮藏阳光的库房……这里就是贮藏阳光的库房……

难怪小米是金黄的难怪小米是金黄的

一粒粒金砂是温馨的阳光一粒粒金砂是温馨的阳光

难怪大豆是金黄的难怪大豆是金黄的

一粒粒珍珠是甜蜜的阳光一粒粒珍珠是甜蜜的阳光

难怪这大地是金色的难怪这大地是金色的

这是阳光沉淀的矿床这是阳光沉淀的矿床！！

不忘我们在这里耕耘不忘我们在这里耕耘

耕耘是开采历史的阳光耕耘是开采历史的阳光

不忘我们在这里收获不忘我们在这里收获

收获是采摘奉献的阳光收获是采摘奉献的阳光

难怪我们皮肤是金黄的难怪我们皮肤是金黄的

我们的根深扎在高原上……我们的根深扎在高原上……

高原太阳啊高原太阳啊，，阳光来自何方阳光来自何方————

看哪看哪，，阳光来自天上阳光来自天上！！

望哪望哪，，阳光来自塬上阳光来自塬上！！

想啊想啊，，阳光来自心上阳光来自心上！！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我们一次次起航我们一次次起航

每个延安人都揣着颗太阳每个延安人都揣着颗太阳！！

梦的颜色梦的颜色
□□赵丽宏赵丽宏

梦境转瞬即逝梦境转瞬即逝

留在记忆中留在记忆中

只是斑斓残片只是斑斓残片

我的梦境有时五光十色我的梦境有时五光十色

比现实世界比现实世界

更加鲜艳夺目更加鲜艳夺目

有的梦只有黑白二色有的梦只有黑白二色

犹如一百年前犹如一百年前

陈旧的老电影陈旧的老电影

在彩色的梦里在彩色的梦里

我漂游我漂游，，我飞舞我飞舞

伴随我的是翅膀伴随我的是翅膀

是云霞是云霞，，是繁花是繁花

色彩的旋风八面扑来色彩的旋风八面扑来

带着音乐和芳香带着音乐和芳香

把我裹挟把我裹挟

犹如酒后微醺的感觉犹如酒后微醺的感觉

迷蒙的视野中迷蒙的视野中

世界千孔百疮世界千孔百疮

每一个孔穴每一个孔穴

都流溢出耀眼的彩色……都流溢出耀眼的彩色……

在黑白的梦里在黑白的梦里

我奔走我奔走，，我挣扎我挣扎

出现在周围的出现在周围的

是危岩是危岩，，是深壑是深壑

是凶险的急流漩涡是凶险的急流漩涡

还有死者来访还有死者来访

相对无言相对无言

只有黑白的静默只有黑白的静默

醒来常常精疲力竭醒来常常精疲力竭

惺忪的眼角画着泪痕惺忪的眼角画着泪痕

身边可触摸的世界身边可触摸的世界

一时也失去了颜色……一时也失去了颜色……

可我却无法知道可我却无法知道

梦中的喜悦和忧伤梦中的喜悦和忧伤

从什么地方涌出从什么地方涌出

彩色梦和黑白梦彩色梦和黑白梦

有时会互相对抗有时会互相对抗

把我夹在中间把我夹在中间

此时梦境此时梦境

便有声音催我醒来便有声音催我醒来

醒来醒来，，看世界看世界

生机勃勃生机勃勃

太阳正射出千万条光剑太阳正射出千万条光剑

劈开通向未来的道路劈开通向未来的道路

北京时间北京时间（（二首二首））
□□孙晓杰孙晓杰

你你
你从人民的深处走来你从人民的深处走来

脚踏着阳光和扬起的土尘脚踏着阳光和扬起的土尘

坚定来自你的信念坚定来自你的信念

坚冰因你的莅临而一一苏醒坚冰因你的莅临而一一苏醒

你带着惊雷和闪电你带着惊雷和闪电

枯枝败叶被你春风的气息涤荡和掩埋枯枝败叶被你春风的气息涤荡和掩埋

繁花挂上枝头繁花挂上枝头

它们是你的深情和眼泪它们是你的深情和眼泪

你的手势流淌着你的手势流淌着

浩瀚的大海浩瀚的大海，，璀璨的银河璀璨的银河

你凝聚着世界的目光你凝聚着世界的目光

语调深挚语调深挚：：讲述巨变中的中国故事讲述巨变中的中国故事

未来之梦是你永远的黎明未来之梦是你永远的黎明

自信的步履洋溢着道路之美自信的步履洋溢着道路之美

如此美妙如此美妙
如此美妙的时刻如此美妙的时刻

大幕缓缓开启大幕缓缓开启，，掌声掌声

如缤纷的花雨如缤纷的花雨，，迎接迎接

又一个春天来临又一个春天来临

在镰刀斧头的引领下在镰刀斧头的引领下

国歌嘹亮国歌嘹亮，，穿过古老又年轻的大地上穿过古老又年轻的大地上

每一个热血澎湃的肺腑每一个热血澎湃的肺腑

如此美妙的早晨如此美妙的早晨

雨的晶莹的珠帘雨的晶莹的珠帘，，被轻风撩到了天上被轻风撩到了天上

世界像一个沐浴后的孩子世界像一个沐浴后的孩子

跑了出来跑了出来。。阳光闪射着阳光闪射着

梦幻般的明丽梦幻般的明丽

恍如我面前的一扇窗户恍如我面前的一扇窗户，，突然被擦亮突然被擦亮

一个深怀爱情的人一个深怀爱情的人

流下甜蜜的泪水流下甜蜜的泪水，，莞尔一笑莞尔一笑

我收拢雨伞我收拢雨伞，，忘了雨忘了雨

淋在身上的水渍淋在身上的水渍

我没有受到伤害我没有受到伤害

我现在只有喜悦我现在只有喜悦，，不可抗拒的喜悦不可抗拒的喜悦

我看见蓝天真蓝我看见蓝天真蓝，，白云真白白云真白

绿叶一尘不染绿叶一尘不染

空气被清洗得只留下花香空气被清洗得只留下花香

鸟儿飞翔鸟儿飞翔，，无限接近我理想中的幸福……无限接近我理想中的幸福……

一生的吹奏一生的吹奏
□□李元胜李元胜

乡村的变化由一片木叶在讲述乡村的变化由一片木叶在讲述
———题记—题记

树叶里沉睡着狭长的簧片树叶里沉睡着狭长的簧片

十岁时十岁时，，一身破衣的他一身破衣的他

跟着父亲来到玉米地跟着父亲来到玉米地

从撕开的叶子从撕开的叶子，，他看到了它们他看到了它们

那些弯曲着的簧片那些弯曲着的簧片，，轻轻含在口里轻轻含在口里

第一次第一次，，苦涩的苗家村落苦涩的苗家村落

通过父亲的嘴唇通过父亲的嘴唇，，发出了婉转的声音发出了婉转的声音

原来笨拙的玉米也有自己的声带原来笨拙的玉米也有自己的声带

甚至甚至，，有自己羞涩的旋律有自己羞涩的旋律

原来原来，，芭蕉叶芭蕉叶、、火棘叶火棘叶、、桉树叶桉树叶

都有着各不相同的声带都有着各不相同的声带

他尝试过不同的簧片他尝试过不同的簧片

唯有香叶树唯有香叶树，，它光滑的叶子它光滑的叶子

并不像其他植物急于诉说并不像其他植物急于诉说

它有着芙蓉江河床一样的谦逊它有着芙蓉江河床一样的谦逊、、耐心耐心

经得起乱世般的洪水经得起乱世般的洪水

五十岁的他五十岁的他，，含着香叶树的簧片含着香叶树的簧片

成为万物之声的河床成为万物之声的河床

春天的杜鹃春天的杜鹃，，夏天的山雀夏天的山雀

都在穿过他都在穿过他，，重新回到天上重新回到天上

像苗家的银器闪闪发光像苗家的银器闪闪发光

在吹奏中在吹奏中，，一个人的一个人的99岁岁、、1919岁岁、、4949岁岁

一个人的少年一个人的少年、、中年和老年中年和老年

可以隔得如此之近可以隔得如此之近

一个仿佛被遗忘的村庄一个仿佛被遗忘的村庄

从黑铁吹成纯银从黑铁吹成纯银

从遍地顽石吹成有山有湖的翠蓝从遍地顽石吹成有山有湖的翠蓝

他吹着他吹着，，云贵高原最后的延展之势云贵高原最后的延展之势

掠过他掠过他，，再俯冲而下再俯冲而下

在撞击到芙蓉湖的水面之前在撞击到芙蓉湖的水面之前

消失于无形消失于无形。。在乡村小学在乡村小学，，在孩子们中间在孩子们中间

他吹着他吹着，，香叶树用无所不能的声带香叶树用无所不能的声带

为他吹送着深涧的气息为他吹送着深涧的气息

原来原来，，一片树叶可以如此辽阔一片树叶可以如此辽阔

放得下爷爷背柴禾压弯的背影放得下爷爷背柴禾压弯的背影

放得父辈与山洪搏斗的呐喊放得父辈与山洪搏斗的呐喊

放得下一个人的青春放得下一个人的青春、、中年的涟漪和淤泥中年的涟漪和淤泥

放得下一代人对葱茏大山的守护放得下一代人对葱茏大山的守护

放得下眼前的满山花树与孩子们的笑脸放得下眼前的满山花树与孩子们的笑脸

人群突然安静人群突然安静，，闭目倾听的老人睁开眼睛闭目倾听的老人睁开眼睛

这漫长如一生的吹奏这漫长如一生的吹奏

他用手指他用手指，，轻轻顶着木叶的骨架轻轻顶着木叶的骨架

像顶住像顶住，，被层层湖水被层层湖水

压在湖底的清代石桥压在湖底的清代石桥

落日西沉落日西沉，，终于终于

涌上来的无边群山退下去了涌上来的无边群山退下去了

他已忘了自己他已忘了自己，，是所有热爱过的是所有热爱过的

所有未被歌颂的所有未被歌颂的

是整个山水静美的全新村庄是整个山水静美的全新村庄

在通过这一片树叶吹奏在通过这一片树叶吹奏

这已经不只是他和木叶的合唱这已经不只是他和木叶的合唱

众山之上众山之上，，天池湿地的无边际水草天池湿地的无边际水草

原始森林原始森林、、川贝花川贝花、、外来的莲子草外来的莲子草

新出生的芙蓉湖新出生的芙蓉湖

纵横的新路纵横的新路，，飞越的大桥飞越的大桥

都交出了自己的声带都交出了自己的声带

木叶的骨架轰鸣着木叶的骨架轰鸣着

千年来千年来，，它第一次有了如此巨大的力量它第一次有了如此巨大的力量

阳光灿烂的日子阳光灿烂的日子
□□郁郁 葱葱

我们所拥有的日子我们所拥有的日子，，

阳光灿烂阳光灿烂。。

我们在梦和渴望中生活我们在梦和渴望中生活，，

想象光明又享受光明想象光明又享受光明，，

获得了思想和想象获得了思想和想象，，

获得了灯火般的真实获得了灯火般的真实。。

我们生活在爱之中我们生活在爱之中，，

生活在天空生活在天空、、太阳太阳、、音乐之中音乐之中，，

那些真切的存在那些真切的存在，，

是我们期待中亮丽的晴天是我们期待中亮丽的晴天。。

我们所拥有的日子我们所拥有的日子，，

阳光灿烂阳光灿烂。。

我们把头顶星辰的亮度我们把头顶星辰的亮度，，

称之为光明称之为光明。。

一些高远的日子一些高远的日子，，

是产生预言和智慧的日子是产生预言和智慧的日子，，

在那样的日子里在那样的日子里，，

我们寻找秋天的品质我们寻找秋天的品质，，

它纯净它纯净、、广阔广阔、、丰盈丰盈，，

我面前的大地上我面前的大地上，，

人们在耕种人们在耕种，，

———如同收获一样情绪饱满—如同收获一样情绪饱满。。

我们所拥有的日子我们所拥有的日子，，

阳光灿烂阳光灿烂。。

在一个早晨在一个早晨，，那么多神圣的声音那么多神圣的声音，，

成为圣典或梦幻成为圣典或梦幻。。

我们的思索意味着生长我们的思索意味着生长、、歌唱或者爱歌唱或者爱，，

我们在展示自身的博大我们在展示自身的博大，，

在包罗万象的国度里在包罗万象的国度里，，

把亮丽和未来融在一起把亮丽和未来融在一起，，

把深刻和希望融在一起把深刻和希望融在一起，，

使我们的文字使我们的文字，，

成为了一种纯正美好的语言成为了一种纯正美好的语言。。

我们所拥有的日子我们所拥有的日子，，

阳光灿烂阳光灿烂。。

我们叙事或者抒情我们叙事或者抒情，，

在足够的阳光里抒发情感在足够的阳光里抒发情感。。

我的祖国深远而厚重我的祖国深远而厚重，，

广博的日子里具有着内涵广博的日子里具有着内涵。。

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总有一种创造中的生命总有一种创造中的生命，，

进入真正的明澄和博大进入真正的明澄和博大，，

成为所有岁月的成为所有岁月的，，

最有生机的叶片最有生机的叶片。。

祖国祖国，，我们所拥有的日子我们所拥有的日子，，

阳光灿烂阳光灿烂。。

十月的献词十月的献词
□□宋晓杰宋晓杰

十月十月，，红旗漫卷红旗漫卷，，号角嘹亮号角嘹亮

十月十月，，骑着高头大马骑着高头大马，，胸佩红花胸佩红花

穿平野穿平野，，过村庄过村庄

昭示着星辰的信仰和力量昭示着星辰的信仰和力量

““我赞美时间的停顿我赞美时间的停顿！！””

赞美金质的阳光赞美金质的阳光、、喧腾的大地喧腾的大地

赞美河滩大片的芦花和小朵的野雏菊赞美河滩大片的芦花和小朵的野雏菊

赞美饱满赞美饱满、、沉实的稻穗沉实的稻穗

汗水给它了甜度汗水给它了甜度，，雨水给了它养分雨水给了它养分

———它深刻的寓意—它深刻的寓意

被再一次擦亮被再一次擦亮

秋日盛大秋日盛大，，万物柔和万物柔和

这无以计数的金黄这无以计数的金黄

是怎样的黄金是怎样的黄金，，锦绣的丝绒锦绣的丝绒

想一想想一想，，心就化了心就化了

““祖国不是任何人祖国不是任何人，，但却是我们全体但却是我们全体””

———看到的—看到的，，都是故土都是故土

爱上的爱上的，，都是亲人都是亲人

一群孩子迎着朝阳列队一群孩子迎着朝阳列队

““不同的嗓音不同的嗓音，，同一种歌唱同一种歌唱””

雾雾，，已经散了已经散了

大河大河，，缓缓入海缓缓入海

航船选择了它的舵手航船选择了它的舵手

新时代的航海日历新时代的航海日历

掀开了新的篇章掀开了新的篇章

月夜下月夜下，，远山静默远山静默

没有说出的赞美没有说出的赞美

冉冉上升冉冉上升

九十年九十年（（外一首外一首））
□□姜念光姜念光

““一个荷枪的士兵站在哨位上一个荷枪的士兵站在哨位上””

三天前我写下了这个句子三天前我写下了这个句子

三天后我发现三天后我发现，，那个士兵一直没有动过那个士兵一直没有动过

还是那么笔挺还是那么笔挺，，那么年轻那么年轻

今天今天，，我又试着写下我又试着写下

““一个士兵奔跑在八月一日深夜的南昌城一个士兵奔跑在八月一日深夜的南昌城””

我发现他已经将勇敢我发现他已经将勇敢、、敏捷的躯体敏捷的躯体

传递给了此时此刻哨位上的士兵传递给了此时此刻哨位上的士兵

我我于是斗胆写出了于是斗胆写出了““九十年九十年””，，我终于发现岁月我终于发现岁月

漫长漫长，，也不过是纪念碑与闪电共享的一个瞬间也不过是纪念碑与闪电共享的一个瞬间。。云云

从龙从龙，，风从虎风从虎，，待号令响起便涌向那激烈的源泉待号令响起便涌向那激烈的源泉。。

秋天的军旅秋天的军旅
群山环绕的军营仿佛大地的原点群山环绕的军营仿佛大地的原点

空气清冽空气清冽，，阳光泼溅金黄阳光泼溅金黄

天也蓝得更深了天也蓝得更深了，，岩木高峻岩木高峻

条条白云横放其上条条白云横放其上，，崇高的气象崇高的气象

令人始信确有龙潭虎穴令人始信确有龙潭虎穴

需要多么无畏需要多么无畏，，才能到此俯身畅饮才能到此俯身畅饮

而三百个士兵正是这里的核心而三百个士兵正是这里的核心

他们千锤百炼他们千锤百炼，，江山因此周转江山因此周转

而三百名胯下有马的青年男子而三百名胯下有马的青年男子

日夜修习屠龙伏虎之技日夜修习屠龙伏虎之技

而三百株核桃有着结实生硬的青春而三百株核桃有着结实生硬的青春

三百棵山楂逼出了心中火苗三百棵山楂逼出了心中火苗

终于显示出红色的灵魂终于显示出红色的灵魂

而三百粒火中的栗子无人可取而三百粒火中的栗子无人可取

秋天越来越深秋天越来越深，，寒冷日甚一日寒冷日甚一日

仍然是这样仍然是这样，，夜晚的群山安放剪影夜晚的群山安放剪影

然后在上方撒满星星然后在上方撒满星星。。仍然是这样仍然是这样

一列战备值班者一列战备值班者，，走向山腹中的坑道走向山腹中的坑道

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了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了，，只能想象只能想象

那使命所凝炼的钻石的意志那使命所凝炼的钻石的意志，，如一把细沙如一把细沙

穿过了铁的漏斗穿过了铁的漏斗

中国声音中国声音
□□青小衣青小衣

十月的中国十月的中国

高粱红高粱红，，棉花白棉花白，，金菊绽放金菊绽放

所有的人都是亲人所有的人都是亲人

热泪盈眶热泪盈眶，，在听一个声音在听一个声音

这是中国的声音这是中国的声音

汉语的声音汉语的声音

这是出发的声音这是出发的声音

久违的声音久违的声音

风雨兼程风雨兼程，，初心未改初心未改，，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新时代新时代，，新征程新征程

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了

六十八年前六十八年前

有一个人把中国声音有一个人把中国声音

传向了整个世界传向了整个世界

六十八年后六十八年后

又有一个人把中国声音又有一个人把中国声音

传得更高更远传得更高更远

中国人中国人

又一次站在世界的高冈上又一次站在世界的高冈上

高声说话了高声说话了

说出苦难与幸福的重量说出苦难与幸福的重量

说出理想与希望的光芒说出理想与希望的光芒

我看见了新时代的光芒我看见了新时代的光芒
□□祝相宽祝相宽

太阳再次升起太阳再次升起

新时代的光芒照在中国的大地上新时代的光芒照在中国的大地上

我看见我看见，，丰收的人们手捧硕果丰收的人们手捧硕果

幸福与自豪在笑脸上闪光幸福与自豪在笑脸上闪光

我飘香的大平原啊我飘香的大平原啊

高铁飞快地划过高铁飞快地划过

前面一团团翠绿后面一道道金黄前面一团团翠绿后面一道道金黄

左边一幅幅油彩右边一排排诗行左边一幅幅油彩右边一排排诗行

诗情画意诗情画意，，最最得意的一笔最最得意的一笔

该是我柿子高挂的村庄该是我柿子高挂的村庄

太阳再次升起太阳再次升起

我正行走在一条宽阔的路上我正行走在一条宽阔的路上

我能够感受到大地兴奋的脉搏我能够感受到大地兴奋的脉搏

一种豪情从脚跟注入心房一种豪情从脚跟注入心房

一路走来一路走来，，我和我的祖国同步我和我的祖国同步

站起来站起来，，那是一个大梦初醒的黎明那是一个大梦初醒的黎明

富起来富起来，，敞开的胸怀蓄满了阳光敞开的胸怀蓄满了阳光

强起来强起来，，撸起袖子奔向梦想的远方撸起袖子奔向梦想的远方

今天今天，，我总想唱一首歌我总想唱一首歌

献给辽阔的蓝天温暖的太阳献给辽阔的蓝天温暖的太阳

太阳再次升起太阳再次升起

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啊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啊

大路朝天大路朝天，，大步铿锵大步铿锵

我从香山捡起一枚红叶我从香山捡起一枚红叶

蘸一缕阳光蘸一缕阳光，，写上写上20172017年年1010月月1818日日

然后然后，，悄悄簪在母亲的头上悄悄簪在母亲的头上

理想时代理想时代
□□尹尹 马马

从明天开始从明天开始，，明天就是明天就是

我们想要的一天我们想要的一天，，是可以欢喜地是可以欢喜地

托付未来的一天托付未来的一天，，是站在大地上是站在大地上

翻开新生活扉页的一天翻开新生活扉页的一天

明天告诉乡下的母亲明天告诉乡下的母亲

我不再迷茫我不再迷茫；；明天让阳光下萌芽的谷粒明天让阳光下萌芽的谷粒

回到真正的生长回到真正的生长，，和我们一道和我们一道

拥抱铿锵的春雷拥抱铿锵的春雷，，渴饮渴饮

时代窖藏的雨水时代窖藏的雨水

明天明天，，要让窝在家里的弟弟要让窝在家里的弟弟

到属于自己的梦想中去到属于自己的梦想中去，，把高处的乡愁把高处的乡愁

搬回来搬回来；；明天要去天空明天要去天空

加载飞行的力量加载飞行的力量，，各自认领各自认领

自己的翅膀自己的翅膀

从明天开始从明天开始，，我们和牛羊我们和牛羊

不分主仆不分主仆，，和青草互为床榻和青草互为床榻

从明天开始从明天开始，，我们和世界上的人类我们和世界上的人类

称兄道弟称兄道弟，，且成为且成为

彼此的楼梯彼此的楼梯

一只看穿时间的眼睛一只看穿时间的眼睛
□□包包 苞苞

用一只用一只500500米口径的眼睛看天空米口径的眼睛看天空，，会看见什么会看见什么？？

会看见时间的源头会看见时间的源头，，还是宇宙的中心还是宇宙的中心？？

用一只用一只500500米口径的眼睛看天空米口径的眼睛看天空

银河就会变小银河就会变小，，宇宙就会呈现它深藏的秘密宇宙就会呈现它深藏的秘密

一只一只 500500 米口径的眼睛米口径的眼睛，，人们叫它人们叫它““天眼天眼””，，

或者或者FASTFAST

我却叫它希望的翅膀我却叫它希望的翅膀，，或者梦想的手臂或者梦想的手臂

当它一次次发现神秘的脉冲当它一次次发现神秘的脉冲，，捕获天空深处捕获天空深处

久远的翕动久远的翕动

我又叫它自豪我又叫它自豪，，或者骄傲或者骄傲！！

它不过是一只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它不过是一只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安放在中安放在中

国的土地上国的土地上

世界却发出了由衷赞叹世界却发出了由衷赞叹

当它灵敏的触角探及引力波当它灵敏的触角探及引力波、、暗物质暗物质、、暗能量暗能量

它的伟大就不仅是中国的它的伟大就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更是世界的、、整整

个人类的个人类的

当我一次次站在星空下想它当我一次次站在星空下想它，，它就又是我的它就又是我的

眼睛在转动眼睛在转动

我看到未来扑面而来我看到未来扑面而来，，梦想如花绽放梦想如花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