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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玉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那
么，三合潭商周遗址上的木桩木柱，是玉
环的故人和远祖，是三千多年前文明的亲
历者、见证人。历史上，玉城曾名为朝珠
镇 、环山镇 、城关镇，自清雍正年间复
垦来，太平话、闽南话、温州话、平阳话
在这里共鸣，移民文化、海洋文化、海岛
文化在这里交织。

如果说玉环是一颗璀璨的东海明珠，
那么，玉城就是虹晕的聚光点。当夜幕降
临，华灯初上，一幢幢高楼大厦霓虹闪
烁，玉城的大街小巷流光溢彩，临街店
铺，鳞次栉比，行道树吐露芬芳。川流不
息的车流，宛若海的波浪。满街的女孩
子，或闺蜜同行，或携着男友，裙裾飞
扬。四川话、湖北话、贵州话、云南话在
这里融合。

我们何曾忘记，1949年 4月 7日，浙
南游击纵队的枪声将榴岛迷蒙的夜空划
破，玉环岛得以解放。然而，作为“三青
高岭峙东西”的县城——环山，只有一条
县政府往西的老街，一片古朴的石木结构
房，中间一条狭窄的通道，曲折西伸，这
便是西青街。人们外出或进城，靠肩挑背
驮，需翻过两座岭渡过一条峡。曾有多少
人饮恨于漩门湾的漩涡……如果去趟温
州，也要在海上颠簸七八小时。玉环岛成
了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上世纪 70年代，
勇敢的玉环人民靠自力更生，筑成漩门大
坝，书写了新“精卫填海”的神话，让险
隘变通途。八九十年代，西青岭隧道、漩
门隧道、黄泥坎隧道和陈屿隧道的先后开
通，玉城四周的山不再成为乡亲们出门的
阻塞了。

我们何曾忘记，镇域面积70平方公里
的玉城街道，前世仅是 1平方公里的一条

街。1964年，100来米长的城中路贯穿南
北，汇聚了几乎所有的商业场所。人们只
能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街是城的起点，
城拉动街的生长，城因街而起，街因城而
兴。改革开放40年，潮涨潮落，全岛城市
化的洪波涌起。七纵九横的街衢，衬着

“百幢高楼”平地起。从榴岛大道、文旦
大道、双港路、到珠港大道、车站南路、
绕城路、黄泥坎和西青岭第二隧道、陈屿
复线隧道的一条条贯通，实现了玉环全岛

“半小时交通圈”，玉城沟通了坎门、陈屿
两翼。2003年，乐清湾滚装轮渡工程落
成，玉城有了跨入台温经济共同圈的海上
走廊。更值一提的是2018年9月28日，那
是玉环人的大喜之日。乐清湾跨海大桥及
台州高速玉环段接线通车，从此，玉城融
入甬台温都市圈。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倘佯在榴
岛文化广场、福朋喜来登酒店、华鸿商业
综合体、吾悦广场，仰望一座座耸入蓝天
的高楼大厦，感受那圆润、流畅、挺拔的
线条和亮光，从心底欢喜这座宜人宜居宜
业的花园式港口城市。

爱上一座城，就像一根剪不断的脐
带，连接着一方特有的烟火，温热一脉真
实的岁月轮转。极尽风流的玉兴路，承载
着我们许多人的情感和记忆。在它身上，
为城区的发育和丰满曾描上了凝重的一
笔。1995年8月，“玉环第一楼”的玉环大
酒店，筑起了玉城最亮丽的一道风景。那
一年，最引人瞩目、最能代表玉环的一种
文明、一种壮观、一种雄风。华发大厦、
琉泰大厦、中心菜场、供销大楼与玉环公
园、玉城中学、体育中心、图书馆并列于
繁华的街市。我们要精神的高贵，也要美
好的物质生活；我们的灵魂需要书香的滋

润，也要日常烟火供养。记得那时的某个
情人节，玉兴路上，我骑着单车，带着手
捧玫瑰的女友，车篮子里正放着刚从图书
馆借出的《文化苦旅》。

爱上一座城，除了踏遍玉环青山风景
这边独好的感叹，还有便是一湾碧水栖居
的梦想。古志记载玉环“晨雾绕岛，形状
如环；上有流水，洁白如玉”，由此得
名。玉坎河，是玉城的母亲河，一路向
东，奔向大海。在股分制经济高速发展的
浪潮中，玉坎河成了“垃圾河”“黑臭
河”“七彩河”。我们失去了心灵的源头和
情感的活水，榴岛大地也为之失色。对一
心企盼撤县设市的玉环人来说，无异是一
大心病和羞于提及的隐痛。玉城街道将

“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清水工程”、创
建城区特色路等有机结合、联动发力，分
类实施12个老旧工业点的改造，优化传统
产业的转型升级。玉环公园的四周全是商
业区，其实挺平常的地方，只因得益于玉
坎河贯穿其中，成就了一处不平常的风
景。有了水，这苏州园林式的公园，便有
了波光粼粼、柔条拂水、拱桥曲水等意
境。有了灵气，更添生机了。蓝色波浪形
的玉坎河，像一根绿腰带，向坎门的海飘
袅而去。玉城处处呈现“春有花、夏有
荫、秋有果、冬有绿”……

玉环岛，古称榴岛。当我站在玉城街
道的大院子里，看着一片开得正旺的石榴
花。鲜艳的花朵像千万把高举的火炬、像
薪火相传的爱心，已经结了果的，在裂变
发展……

我想到一个词：二O一九。一个大国
华诞七十周年的光辉年号，这是一个怎样
的时间和速度概念啊？

玉环市诗词楹联学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诗词选

南湖烟雨楼
——为70周年国庆而作

史炜荣

拂堤弱柳碧湖秋，浩淼烟波一望收。
七十沧桑诚可颂，百年薪火信堪讴。
风生云涌红舟渡，石破天惊壮志酬。
且喜今朝临胜地，新开画卷入嘉楼。

鹧鸪天·国庆七十周年礼赞
黄象春

七十春秋争富强，神州崛起铸辉煌。
城乡秀美宏图展，科技腾飞硕果香。

知来路，为兴邦，时清政畅有良方。
同心逐梦惊寰宇，独领风骚奔大康。

念奴娇·国庆七十周年贺
吴军明

庆辰七十，溯峥嵘岁月，弹指奇迹。
破碎河山穷又白，谁解浮萍垂泣。辟地生
根，开怀迎客，指点如椽笔。山河依旧，
换成人世春色。 昔念兔阙孤寒，龙宫
寥寞，玉宇今同立。试遣闲身驰铁骑，近
了湖光山色。登上层楼，星河可掬，把酒
云天碧。丝绸新路，向西吹响横笛。

庆贺共和国七十岁
陈义平

一
赤色长空七十年，民生致富有新篇。
神州小院春相伴，盛世柴门福两全。
莫道金杯承玉露，如今白首沐甘泉。
千山夕照清风地，万里朝霞红满天。

二
四海黎民乐太和，五星旗帜照山河。
春风艺苑说平仄，盛世文坛唱赞歌。
七十周年诗意好，千秋红日赋情多。
苍天不负凌霄志，华夏题名入甲科。

三
旧朝华夏尽悲哀，七十年前度岁灾。
日月苍黄埋瘦骨，国门破烂葬寒灰。
红潮风暴遍天下，赤色工农站起来。
瑞气五星旗靓耀，春光大地百花开。

我和我的祖国
蒋加健

腹中听炮响，落地即黎明。
家住和平社，民多自主声。
丰衣还足食，富国更强兵。
幸甚此身也，欣同七十庚。

从瞻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想开去
——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许爱平

时近中秋天未寒，飞舟一夜至苏联。
阿芙乐尔涅河上，十月炮声逾百年。

炮声轰出硬真理，恰似惊雷炸九天。
激荡神州清玉宇，东方从此换人间。

亿万人民腰挺起，当家做主志高扬。
邓公号角再吹响，改革更生奔小康。

新时代创新思想，追梦明天又远航。
待到复兴圆梦日，举杯邀月醉吴刚。

贺新郎·共和颂
陈荣生

蒙辱怀凄怨。百年前、强夷暴日，把
中华践。国有三公争掠地，哪惜金瓯碎
片。叹百姓、多殇战乱。掩面怆然离家
院，问苍天、苦难何时满。安忍得，泪如
线。 故园留与心头恋。恨无声、忽闻
雷动，义旗高卷。如渴啼童云霓盼，名世
英雄涌现。新国立，沧桑喜变。旭日扬辉
融万物，一度春风把人间换。民幸福，可
如愿。

注：国有三公，语出 《左传·僖公五
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此指民国初期
的北洋政府、南方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名世，
语出《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
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指辅佐兴王、平治中
国的人物。

国庆寄怀
陈荣生

中华百难复而兴，革命红旗血染成。
先烈捐躯为理想，后人怀德祭牺牲。
历经几代勤图治，重树东方大国名。
盛世当前莫辜负，紧跟领袖再长征。

七十图强（词韵）
陈显福

长城作证卧东西，七十图强裁是非。
剪孽擒妖方靖国，驱云拨雾始扬眉。
一除耻辱凝忠胆，重塑河山撼紫微。
神箭问天回又去，环球瞠目五星旗。

水调歌头·新中国七十华诞
胡仲扬

旗帜晓风展，七秩换新天。革新科技
兴国，宏业史无前。喜看嫦娥登月，又见
蛟龙入海，高铁九州穿，巡海两航母，三
市大桥连。 小康梦，崇实干，勇当
先。神州大地，红日高照百花妍。村里凉
亭绿道，农户高楼别墅，溪涧淌流泉。跨
入新时代，致富有新篇。

沁园春·新中国七十华诞
胡仲扬

南北东西，菊艳枫红，万里彩装。见
江山如画，莺歌燕舞，阳光普照，赤帜飞
扬。十里长街，高楼大厦，今日神州奔小
康。新农舍，傍青山绿水，处处流芳。

秋来盛举同襄，七十载，欣逢国运

昌。望嫦娥奔月，蛟龙入海，雄兵铁甲，
导弹强邦。北斗航天，丝绸引路，华夏繁
荣更富强。迎佳节，唤千秋伟业，再创辉
煌。

多丽·祖国颂
林理明

正良辰，壮哉万里清秋。看丰碑，华
光璀璨，花团锦簇城楼。五星旗，苍穹飘
舞，英雄泪，浩气云浮。继往开来，昌明
盛世，惜今凌志许应酬。自开放，几经风
雨，追梦复兴谋。抬头望，初心使命，亮
丽神州。 喜朝霞，红旗摆手，北冥鹏
翅邀游。菊花明，竞相献彩，精神爽，矫
健姿柔。天碧香山，枫红驻景，同仁新唱
笑声攸。每记取，长征无际，烽火满天
愁。多情月，江清辉映，拥抱环球。

沁园春·新中国70周年玉环成就
戴玉才

七秩秋冬，岁月峥嵘，声誉远扬。正
春光灿烂，繁花似锦，百强前位，千业兴
昌。反腐倡廉，从严治党，壮志凌云改革
忙。潮流赶，喜党群合力，功绩辉煌。

今朝巧做文章。盼来了、梧桐引凤
凰。看年青城市，生机勃勃，同舟共济，
美化家乡。高铁祺祥，长虹飞渡，唤起人
民奔小康。鸿猷绘，赞明珠闪耀，遍地芬
芳。

鹧鸪天·颂祖国
戴玉才

万里神州五谷香，大鹏展翅换新装。
天南海北玄歌脆，东岸西坡妙曲长。

迎旭日，美家乡，长城内外谱华章。
党群同轴民心向，社会和谐国运昌。

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
雷土田

一自小冈星火燃，泱泱华夏涌波澜。
富康花绽独枝秀，精准弹飞空野欢。
联网加盟襄幻影，丝途戮力济同船。
东风已压西风势，柳暗花明新地天！

庆祝新中国70周年
孔繁都

叱咤乾坤七十年，创新革故见尧天。
千重锁链消融尽，百族黎元团结坚。
四海同歌风物好，九州共赋月华圆。
鲲鹏再展凌霄翅，直上扶摇恣转旋。

鹧鸪天·新中国七十春
孔繁都

逐浪追风七十年，艰难岁月已成烟。
门前高铁穿山过，月里嫦娥飞梦圆。

惊世界，已争先，卫星组网织天缘。

中华航母多奇志，且掌全球话语权。

贺国庆七十周年
张学良

旭日金风歌盛世，良辰美景喜重门。
村欣城旺江山丽，海晏河清社稷尊。
建业兴邦光九域，文明德泽布乾坤。
旗辉百载先贤血，星灿千秋家国魂。

沁园春·贺新中国七十华诞
张学良

九域凰鸣，万里龙盘，七秩永昌。仰
五星荣耀，红旗烂漫，炎黄璀璨，礼乐铿
锵。国正春华，民逢盛世，武略文韬振我
邦。流年改，看巨人崛起，矗立东方。

江山如此辉煌。念多少英贤情慨慷。
望前程壮丽，初心铭记，中枢继志，大任
担当。航母巡洋，神州登月，坚固金瓯靖
四疆。新时代，贺千秋重庆，再谱篇章。

庆贺新中国70周年
陈立华

七旬华诞灯随酒，急管繁弦颂硕秋。
沐雨栉风艰险去，神州无处不通幽。

我与新中国同龄
陈立华

七十年前同落地，我依祖国共腾飞。
穿山越海经风雨，驱散阴霾绽曙晖。

庆祝新中国诞生七十周年
叶福华

镰斧堂堂七十年，尖端科技已无前。
银鹰吐雾碧空舞，高铁呼风绿野穿。
航母蛟龙同入海，神舟玉兔共巡天。
南湖浩瀚当时景，不忘燎原火种传。

一剪梅·国庆70周年
陈香梅

风雨征程七十年，下福黎民，上合尧
天。卓然立世有威名，北国南疆，沧海桑
田。 改革而今写续篇，水绿山青，德
盛人贤。感恩巨擘引千帆，踏浪抟风，再
起狂澜。

迎新中国70华诞
陈 煜

七旬砥砺平难局，未改初心费运筹。
遍举五星同筑梦，天将瑞彩亮神州。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咏怀
侯友国

政为民谋七十年，辉煌成就史诗篇。
贫穷落后除根了，富庶繁荣追梦圆。

社会和谐生活美，家庭幸福笑声甜。
国防强大江山保，万里神州疆土全。

庆祝新中国七十周年
倪宗连

世事沧桑七十年，神州大地凯歌传。
初心永记齐谋划，逐梦途中谱雅篇。

新中国七十周年感怀
潘国平

七十年来艰苦路，沧桑岁月已成烟。
今朝富裕庆华诞，国泰民安筑梦圆。

庆祝新中国七十周年
李国光

一
神州处处拂春风，万紫千红景色浓。
舜日尧天当盛世，掀天揭地乐无穷。
民强国富超欧亚，武备文修跃虎龙。
一统金瓯连两岸，中华屹立亚洲东。

二
天安门上壮言宣，劳动人民掌政权。
百族同心除旧畛，八方合力换新天。
治图磨励豪情在，反腐持廉意志坚。
且看国昌民意顺，河山绚丽万斯年。

庆新中国诞辰70周年
朱必全

伟人宣告共和航，独立嘉祥自主张。
抗美援朝国威立，交朋结友盛名扬，
复兴华夏依民众，改革东风起凤阳。
航母渡洋安水域，嫦娥奔月振穹苍。
蛟龙潜海前途阔，高铁当先世界强。
北斗导航精定位，天河计算好安邦。
拍蝇打虎根基稳，乐业安居事业康。
更引环球共同体，共商丝路显担当。

壮丽七十年奋斗新邮政
周文斌

蓝图七十旌旗举，百强争先跃上游。
开拓良谋拼特色，运筹新舵挽狂流。
普融转发人人赞，建设新邮处处优。
科技花开多硕果，再添佳绩誉寰球。

新中国七十华诞感吟
姚金宝

大国泱泱立世林，积贫积弱影无寻。
不听神鬼听民意，既振纲维振德音。
入海登天群小惧，扬眉亮剑恶声沉。
金瓯还缺东南角，长系黎元寸寸心。
注：《左传》：“国将兴，听于民；将亡，

听于神”。

玉城 玉城
张凌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