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湛江红土诗社“这片林海”诗歌比赛获奖作品 
 

 

一等奖 

林海涛声      

(作者：邓志华) 

 

一个个玻璃瓶在研究所的培养室里 

陈列成一片林带 

生命在封闭的空间里涌动 

一丁点绿点燃了漫山遍野的梦想 

 

一筒筒黄泥包裹着蓬勃生机 

阳光在幼嫩的叶片上蹁跹 

 

沿着生命的足迹 

红土地上响彻壮丽的乐章 

   

高坡低洼，桉树、松树列阵挺立 

温润的风横穿井然绿荫 

剥落的树皮述说着 

岁月深处艰苦卓绝的故事 

 

挺拔的躯干是雷林工人不屈的脊梁 

林涛翻滚着波澜壮阔的画卷 

每片叶子的新生和凋零 

都闪动着晶莹的汗水 

 

电锯代替了刀斧 

高效的收割令木片高高飞扬 

集装箱随时待命 

外汇从远洋漂泊而来 

 

发财树、百香果点缀着山坡 

变换着桉树惯有的姿态 

以新时代转型的插曲 

唱出雷林 4600个员工奋进的心声 

 

    短评：第一行平白如话，第二行开始就升华了，读到第三行已经欲罢不能。

这些诗句能抓住人心。读到“剥落的树皮述说着/岁月深处艰苦卓绝的故事”这

两句，我这个雷林二代已经泪水潸然。诗人用短短 24 行诗，为 4600 名雷州大地

上的林业工人们作传，浓缩的情感，分外热烈！（墨心人） 



二等奖 

 

秋日，穿行于那片林海 

（作者：梁保国） 

 

毫无疑问，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海 

翻卷着翠绿色的波涛 

远处是浩瀚蔚蓝的大海 

翠绿色与蔚蓝色交相辉映 

让脚下的红土地长出万紫千红的景象 

 

这一生有许多美好的事 

比如这个秋日 

穿行于这一片波澜壮阔的林海 

记忆中的金黄被偷盗一空 

大片大片的翠绿漫过来 

占领着村庄、田野、河流 

 

队列整齐的桉树，头颅高昂 

挺着修长的身躯 

仿佛是当年解甲造林的士兵 

 

无名的小花，兀自盛开 

虫语鸟鸣，透过树梢 

一道道光芒流泻 

空林静谧，低处呢喃 

俯拾一片树叶，忆经年往事 

断断续续 

 

该让我们如何感谢你们呀 

山川的绘画师：林业工人 

几代人承续着生命的绿色 

把荒芜变成了这人间天堂 

 

一生憧憬幸福的我呀 

在这个秋日 

穿行在雷林的那片林海 

一不小心 

就把幸福高高举起 

 

  短评：此诗节奏明快，诗味浓郁而且浪漫多情。从远景到近景，最后身陷其

中，也让读者身陷其中。那片林海美得真是让人喘不过气来，树如人，人如树，

还有花草相伴。幸福如树，一不小心，被高高举起。结句很妙。（李本明） 



二等奖 

 

大地上的身影与芳香的绿色（组诗） 

（作者：何武豪） 

 

那些种树的手 

一首诗，无法抒写出雷州半岛大地上 

那迎风摇曳的万顷林涛唱出来的颂歌 

 

一幅画，也无法描绘出那些栉风沐雨 

躬身在红土地上种树育林之人的身影 

 

家家户户的窗口，都在蓝天和白云下打开 

可以望见叠翠的林海，可以听见鸟鸣啾啾 

 

青山拥抱着村庄、房舍和学校，静谧而安详 

树叶上漏下的阳光，在红土地上尽情地跳跃 

 

乡亲们知道，种树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 

他们用辛勤的汗水，为美丽的家园祈祷 

 

岁月无声。那些种树的手，有的已经粗糙 

有的更加苍老。手上的青筋，仿佛是树木 

 

长在大地上发达的根系，盘曲延伸 

我们从中读出，藏在脉管里的敬意 

 

在桉树苗繁育中心 

  

掉落在大地上的种子，总会顽强地生长 

雷州半岛的桉树林，是逶迤的绿色长城 

 

在桉树苗繁育中心，技术工人细心地 

把最初的爱，装在高温消毒的瓶子里 

  

等待它们长芽，然后把它们交回给大地 

在半岛温暖的阳光下，自由自在地生长 

 

从幼苗到一棵成材的大树，需要多少年 

没有人细问。只看到对面的林木加工厂 

  

那堆积如山的木片，在秋天宽阔的背景下 

讲述着生命的轮回，以及汗水滋润的爱情 



 

当我看到墙壁上林场知青的老照片，我在想 

育苗技术可以克隆，拓荒牛的精神只靠传承 

 

在田头林队 

  

参天的松树触碰到白云了。谁能想到 

六十年来，挖树穴的腰是怎样伸直的 

  

松林旁边的香蕉树，正在开蕾挂果 

树底下刨食的走地鸡，咯咯地唱歌 

 

躺在龙眼树下网床上，正在午憩的护林员 

他们酣畅的睡梦，没有被我们的到来打醒 

 

一位八十三岁的老林工，微笑着告诉我 

从二十三岁开始，就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一辈子种了多少棵树，她已经记不清了 

只知道，儿孙们从城市里打回来的电话 

 

让她欣慰和快活，就像当年刚来到林场时 

那样的满足：“把林当稻种，把树当儿养” 

  

当大地都披上绿装的时候，你就会明白 

当年，不种庄稼的林队，为何取名田头 

 

在百香果园 

  

我无法不写百香果园，你猜为什么 

流过的汗水需要补偿，人生也需要 

 

芳香的收获。六十多载披星戴月的耕耘啊 

如果能把这些甜酸苦辣的味道都收集起来 

 

浓缩成一种可以品尝的佳果，那该多好 

它有着菠萝、香蕉和芒果的味道，甚至 

 

有着草莓、苹果和酸梅的香味。如今啊 

这个梦想，就挂在眼前无边的棚架底下 

 

藤蔓生机勃勃地生长着，果子向大地低垂 

秋阳携带着对生命成熟的赞美，枝头尽染 

 



金色的光芒与绿色的芳香。时光静静地 

流淌着。雷州方言的笑声里交融着喜悦 

 

当勺子从切开的果瓤里，舀出芳香的果汁 

我们的舌尖应该懂得，那来之不易的甜蜜 

 

这些终年与绿色打交道的人，他们是 

生长在雷州半岛上，一棵棵芳香的树木 

 

  短评：诗人写景抒情，很感人。诗作构思精巧，从铺垫，充实，升华，放歌

雷林精神，充满正能量，时代感强，是一组难得的好诗。（骐驿） 

 

  



三等奖 

 

                              雷林的林(组诗) 

                               （作者：伊萍） 

 

桉林 

 

无边的桉林，如水荡漾 

走在一条小路上 

突发奇想，如果遇见一只羊 

就让它当领头羊，带我穿过林海 

感受汹涌澎湃，或风平浪静 

 

其实，遇见一个人亦可 

一见钟情，以桉香为水流方向 

顺着水流行走，经过每棵树 

都留下一个记号，见证地久天长 

 

木片 

 

经过几道工序后，一根根树木 

被碎成无数的小方块，堆高 

像一座山，或金字塔 

金光带着新鲜的桉香，由上而下 

比梦更有浮力，仿佛一张巨型的纸 

承托着天空，文字，以及人 

 

靠近拍照，把自己编进一页书里 

是站是躺，选择最舒适的姿势活着 

直到老了，死了，把骨头碎成 

小木片状。磨成细末，撒进林海 

 

伐木工 

 

伐木工，有男人，亦有女人 

一阵尖锐的锯声，就是一棵树倒下 

笔直的树木，依然笔直地躺着 

坐在新伐的树桩上，坐进它的年轮 

每一轮都带着风雨，旋转 

正如我们的人生，步骤紧密相连 

 

而伐木工人，根本不考究树桩的截面 

但他们弯腰的弧线，一次又一次地 



重合它的年轮。用力时最为贴切 

天上的鸟儿逆着年轮低飞 

一声鸟啼，止住所有涌动的胡思乱想 

 

桉香 

 

桉香是天然的，像女人的芬芳 

来自身体，流淌在骨子 

如血液自我往返，光芒清新 

 

勾勒局部的林海，似秋天的唇状 

有色有香的想象，足以让林业人幸福 

用绿色覆盖愿望，从一片叶子里掬香 

仿佛在清澈的水中，放养金色的鱼儿 

尾巴摆动，整个世界弥漫芳香 

 

换一种方式，深呼吸，借此带走桉香 

肺叶上布满愉悦的文字，自己宣读时 

心豁然开朗 

 

  短评：面对浩瀚林海，组诗四首从细节切入，象林海里透亮的露珠，玲珑剔

透。诗人的情感荡漾其中，浓郁而又节制。(骐驿) 

  



三等奖 

 

这片林海 

——走进雷州林业局林海 

（作者：周虹） 

  

我是一位母亲 

特别理解儿女情深 

当林业人醒目的一句 

“把树当儿养”映入眼帘时 

我突然很理解树 

如理解林业人一样 

 

当我隔着玻璃 

接近树的种子 

接近真空里的幼苗 

我的母爱被诱发 

生出许许多多的怜爱 

树的弱小与未来的伟岸   

吻合着一个母亲养儿育女的初心  

更吻合林业人树木与树人的用心 

 

茫茫林海 俨如人海 

穿梭其间 恍惚 

我是树的一棵 

又如林业人的一个 

对脚下的这片热土 

怀揣的是深沉之爱与热忱 

我不禁想 或许我与树 

本是前世的兄弟或姐妹 

 

我懂得树的心思 

树接纳我的情怀 

当我们互相面对 

自然与朴素 

贯穿着 也映照着 

彼此的真诚 

 

当我走向切片场 

走向劳作的林业人 

走向树的另一种高度 

当我看见树在轰鸣声中 

滚动着、挣扎着 



褪了皮、碎了骨 

变成木片 变成纸 变成布时 

我想起了涅槃的凤凰 

  

树是懂得这片土地的 

懂得艰辛的林业人的 

它们也许知道 

经历和风细雨或狂风骤雨 

都是生存的必然 

所以与我们交流 

树的最好方式 莫过于 

以洁白的纸交予追求的手 

我们唯有奋笔疾书 

挥洒内心的华章 

作为我们对树真诚的回馈 

 

而一棵棵如一双双振臂般 

笔直向上的树 

莽莽苍苍间 

会以一个怎样的方式 

给予我们馈赠呢 

 

直到在林间小道 

听林业人说“桉树如仙女”时 

才恍然大悟 

摇曳 颦首的树们 

在高处 以它们的伟岸或婀娜 

和始终不变的初衷 

呈现的一片片绿色 

——这一树树的繁华 

正是树对我们最好的表达与回馈 

 

    短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指共生共荣的存在状态。无论是中国古代的

“天人合一”思想，还是古希腊时期的宇宙自然论，都体现了人类对与自然关系

的思考。在无边的林海中，林业人以养儿育女的初心，认真地呵护着真空里的幼

苗和蓝天下的林海。这首诗歌，是对林业人与林海的深刻认识和理论总结。（蔡

景湛） 

 

  



三等奖 

 

 

那一片林海 

（作者：依依） 

 

有风流动，声浪从我耳垂拂拭而过  

所有的灌木纷纷让道 

就这样  

我们跌入一片清幽 

  

一个世界  

与自然有关，与寂静有关，与桉香有关 

与林业人有关  

每一棵树都生长着他们的故事  

 

天空倒映桉叶的花纹，在高空那头晃动  

与白云颔首 

我环抱树干，举目流连 

像羡慕雄鹰有了辽阔，像羡慕林业人 60年以来 

甚至更长久的坚守  

 

脱掉皮的桉树干穿上白衬衣，出落成一个个俊逸青年  

立起林业人的形象  

所有向上的林木  

化作一份想象，一份渴望的力量  

为这片浩荡的大地  

 

我们在森林的童话故事里 

看一颗种子，一支小芽，一根枝丫 

被林业人呵护着  

长成 

  

短评：这首诗语言柔美细腻，节奏轻缓柔和。宛如密林绿叶拂风，扑面而来。“所

有灌木纷纷让道/每棵树都生长着他们的故事/脱掉皮的桉树干穿上衬衣，出落

成一个个俊逸青年。”刻画生动传神，人与树都富有绿色味道。（李本明） 

 

  



优秀奖 

 

雷林——生命的律动 

（作者：莫红妹） 

 

飞驰的汽车与后退的大树在黄土路上擦肩而过  

置身于这片林海  

没有谁停下手中的相机  

大厅中的那一幕宛如每一棵树  

在脑海中叠現  

把林当稻种  把树当儿养  

这铿锵的誓言 陪伴你多少年  

 

逃离被石灰水泥所制造的繁华  

我依恋你甜美的气息 

感受到了暴风雨后一次次展开的双臂  

温暖如斜坡  荒野  秃山上弯曲的身影  

风里来 雨里去 

用记忆的神来之笔 

在林中描绘 

 

尽管有时乌云阻挡了阳光 

松尖刺痛的手未曾停过挥动的锄头 

宛如组培瓶苗中一棵棵待命的绿色使者  

透过放大的玻璃瓶 

感受到了林更广  树更绿  

雷林人的生命在此律动 

雷林人的梦想在此飞扬 

  

短评：诗人看美景写人，看雷林写生命，写精神焕发的雷林人，主旋律杠杠的。

(骐驿)  

 

  



优秀奖 

 

那片林海 

（作者：林康养） 

 

我的童年宛如一只小鸟  

在林海中自由地飞来飞去  

清新的空气精装着每一个日出日落  

牛背上的雷歌笑坠了西山的夕阳  

放牛娃遗失了母亲焦急的等候  

 

有一些人，与树站在一起 

他们驱赶荒凉，带来绿意  

他们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国家栋梁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精致  

他们一直站在树的背后 

为那片林海激起一阵阵喝彩 

自己却埋名于那片林海的最深处 

 

我总是站在梦的云端  

遥望着那片林海一浪追赶着一浪  

不断地掀起父老乡亲的笑容 

击拍着我的一个个难眠之夜  

 

每一次离家的脚步  

都延伸成母亲的声声叮嘱 

风巧指一弹，林海哗啦啦的母语  

发出了半岛的红土乡音  

炊烟袅袅，升腾成缕缕思念  

 

我愿做那片林海中的一滴水  

全心投入平凡的土壤中 

融化自己，滋润大地 

 

短评：诗作抒发诗人对林海的真情实感，真挚动人。(骐驿)  

 

  



优秀奖 

 

林海扬波，绿创未来（组诗） 

——雷林采风有感 

（作者：诗心） 

 

桉香流动 

 

缘起缘灭  

被你命中那一瞬  

便以琥珀的形式共眠 

那一滴熟悉的清露啊 

来不及滴落风尘 

我已在你的眸光里绽放  

等待一场阳光的皈依 

 

绿宝石嵌入眉宇  

定会装饰你荒芜的梦  

透明营养液是你赐予的温床么 

以母乳的甜香呵护安康 

襁褓的日子安逸而馨香 

明媚的视野里 ，暗香流动  

打开秋收的万花筒，双双勤劳的手  

正用育儿心经的步骤  

一遍遍挪动森林  

 

那片老松树林  

 

他走了，魂还在  

她来了，根还在  

芳华易逝，岁月如歌  

六十多年了，见证什么  

绿色一寸寸蚕食荒芜  

晶莹挥洒着迷彩的青春  

把阳光赶进黑夜 

让弯月拼装圆缺的思念  

寂寞了就清唱，山风婀娜  

无聊就数星星，一颗二颗三颗 

让日子纠结成云梯的高度 

我就站成天空，用伟岸 

用乳白色的液汁，回向  

当初雷林人亲躬我的模样 

剪一方斑驳为你，遮风挡雨  



取一粒种子为你，架接未来  

你不来，我不便垂垂老去 

你走了，我依旧在原地盼归 

 

雷林木片厂 

 

诱人的味道鼻唇间流淌  

正如阳光天然的体香，不断氤氲 

长长的臂弯迎你送你 

母爱样亦步亦趋，欲说还休  

沿着时光轮回的隧道，起起落落  

脱胎换骨前，你在大地怀里茁壮  

一株株抑扬顿挫的桉树林  

让次第打开的梦，拥抱蓝天  

 

好日子在不断叠加  

就像堆满红晕的小山丘  

笑声有些零碎，有些金黄  

理想与现实被重重放下 

梦想却被高高扬起，一条涌动的彩虹 

 

百香果园  

 

一条相思藤肆意打开天窗  

让阳光泻下来，让月光晒下来  

让鸟鸣与花香滑下来 

一双双望眼又圆又亮  

瞳孔里写满大家的新奇 

 

诗人的灵感被割开 

透露锦囊里珍藏的文字  

粒粒晶莹剔透，流光溢彩 

从左心房到右心房 

再从右心室到左心室  

你秘制的酽酿让人叹服  

酸甜苦辣融于一体  

人生又何止百味 

 

短评：以组诗形式打开读者心门，就像一组组电影特写镜头跳入我们的眼眶。语

言跳跃，想象丰富。《桉香流动》:“正用育儿心经的步骤/一遍遍挪动森林。生

动描述了对育树苗细心呵护的整个过程。”《那片老松树林》:“他走了，魂还

在/她来了，根还在。”道出了雷林人一代接一代守护林区的那份寂寞、清苦与

执着。《雷林木片厂》:“好日子不断叠加/就像堆满红晕的小山丘。由于雷林人

辛勤付出，一棵棵树，竖着、倒下、堆积，一样回馈大自然，造福社会和改善生



活。”《百香果园》:“由/粒粒晶莹剔透/流光溢彩/酸甜苦辣融于一体。”感叹

神奇的果实，又联想到人生，何止百味。（李本明） 

 

优秀奖 

  

 

这片林海 

（作者：洪文斌） 

 

半岛的树林  

辽阔如海 

 

它们有自己的秩序 

一棵树的勤劳  

总与另一棵树的勤劳  

距离恰好  

让智慧和安居通风透气  

一行树的宽容  

与另一行树的宽容  

正好伸手可及  

文化和道德盛且易传承  

一片树林的善良  

与另一片树林的善良 

隔着河岸或大路 

感动和诗歌  

它们忧愁或快乐 

瘦瘠或茁壮  

更多是坚韧的慈悲和信仰  

它们仰头望日月升沉  

看山海星河  

看这样的梦想及审生活的美 

愿与台风一齐醒来的  

那种自觉和渴望  

生长出  

海洋般壮阔又平凡的历史 

 

就像  

人民的海洋  

 

短评：此诗风格独特，一气呵成，句与句之间韧性如簧，连贯如丝。中间一段甚

为巧妙，把树写活了。从树彼此间的距离，联想到智慧与绿色安居……而且一步

步，一层层拓展联想，让诗意不断跳跃。（李本明） 

 



优秀奖 

 

这片林海 

（作者：叶倩） 

 

我穿过你的身体 

看见有一种颜色泛起  

一节又一节地抵进你的骨骼  

使劲地茁壮，挺拔出  

一场辽阔的景象  

 

那是一个秋日 

我倾听你最初的声音 

坐在凝结的营养液里  

不慌不忙地抒写着 

一些春天的句子 

用嫩绿的指尖去装满自己的心事 

在遇上一束阳光之后 

有序地按照约定 

放飞自己的梦想 

 

这多像你青春的贝齿 

在咬碎无数个季候风发出的预警信号之后  

再拥抱晶莹的露珠  

去酝酿下一场相逢  

折断的部分  

重新萌出的新芽  

会再次改变你的尺寸 

 

最冷的冬天过去之后  

你只等待身体里飞出一粒朴素的决定  

在盛满芳香的路上  

走出一个绿色的自己  

 

抬头，看清晨的风吹响  

红土地蔚蓝的天空下  

那边，又绿了一片  

 

短评：无论是从凝结的营养液里,还是从台风过后树木伤口萌出新芽的现象里，

诗人都敏锐地捕捉到一种顽强的生命力。整首诗歌观察细微，眼光独到，明确地

给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诗歌的结尾，是全诗精华所在，树木熬过最冷的冬天，

生命将春意盎然，我们用坚定的脚步走过冰天雪地，也会走入春暖花开的美丽新

世界。（蔡景湛） 



 

优秀奖 

 

这片林海（组诗） 

（作者：刘春柳） 

 

（一） 走进一片树林  

 

秋日，走进一片树林  

我看见一群树木漫步在  

时间的河流之上  

它们脚步轻盈  

阳光缓缓地照来  

草木清香 

浓淡适宜  

仿佛经过调配  

草地上的野花托腮思索  

绽放的理由  

 

我穿越其中  

探寻源头，78万亩树林  

每一棵树都是源头  

庞大的根系深扎半岛红土  

风雨不动  

凝望每一片树叶  

似有星光闪烁  

张开双臂 

便拥有了一片海洋 

 

（二） 与一棵树对话  

 

在树林里，我终于遇见了  

那棵树，挺拔俊秀  

当我抬头仰望它  

风从南面吹来  

安静 祥和 明亮  

仿佛这就是我  

一生要追求的全部  

有时候一棵树比一个人更能让人安心  

秋风吹过，无边的安静  

会擦去挤压在心头的杂物  

在树下，我会想一些事 

比如树林深处的一湾湖水， 



也许  

现在风儿，已把它吹得更加幽蓝了  

我也会想起一些人，比如爱和拥有 

比如生活中的欣喜和悲伤  

与一棵树对话，心里有河流经过  

 

（三） 鸟鸣声声  

 

一夜风雨  

架子上的百香果  

让我看到一种  

饱满 圆融  

以及意料之外的甜  

 

三、五鸟雀，自林中飞来，  

也许闻到了甜香  

鸟鸣随藤蔓  

一路呼吸  

如雨滴敲打叶片 

山林，因夕照而层次分明 

 

短评：这组诗歌明朗自然，字里行间饱含积极的人生态度。生活是一本哲学书，

这组诗歌便是其中一页，翻开这一页的读者，都跟诗人走进大自然成为一棵树，

用树的眼睛看树漫步、用树的语言跟树对话、用树的态度为树写诗，在对树的敬

畏中，惬意而优雅的诗人与读者，灵魂都得到升华。（蔡景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