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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双节同庆
郁胜天（姜堰）

百载兴亡一梦牵，何当奋起越千年。
金风露洁天心满，银汉星稀桂子妍。
政护民生花烂漫，时逢国庆月团圆。
瞳眬旭日穿层浪，无限光明耀锦篇。

双节重庆吟
张彦（姜堰）

夜色凉如水，天清桂子香。
婆娑枝弄影，飘渺月凝霜。
袅袅篆烟起，家家笑语扬。
长空一轮满，国泰万民昌。

虞美人·国庆中秋抒怀
朱积光（姜堰）

稻花香里临双节，浩瀚晴空烨。丰收畅
饮听蛙鸣，豪兴觥筹，明月与偕行。

太平盛世人民富，华夏功勋著。欢歌一
曲唱温馨，应是九泉先烈笑吟吟。

忆江南·吟国庆唱中秋三首
钱存德（姜堰）

今年好，双节庆同天。国庆歌声吟盛
世，中秋明月唱团圞，民乐万家欢。

中秋节、国庆喜相逢。明月一轮如玉
洁，红旗万里胜霞红，人在画图中。

秋光美，风景胜春光。五谷丰登盈硕
果，层林到处灿金黄。华夏寿无疆！

醉落魄·中秋近也
强柏胜（姜堰）

黄花紫树，和风吹瘦溱湖路。秋阳无定
阴晴处，客鬓萧疏，来去无今古。

少年意气凭栏诉，霜华半老还脱兔。凤
城留羁天涯苦，月满帘钩，此夜招人妒。

喜逢国庆中秋生辰同日
夏月中（姜堰）

皎月中秋分外明，今宵寰宇倍澄清。
难逢节令并肩至，更幸生辰同日迎。
鸾袖弦歌圆好梦，旌旗花影拂喧声。
神州此夜共觞酒，盛世繁昌引悦情。

中秋庆国庆
杨元展（姜堰）

月满桂飘香，灯红彩练扬。
五湖通四海，华夏气轩昂。

国庆感赋
滕金山（姜堰）

丹桂飘香金枫爽，河清海晏瑞呈祥。
英明决策催民富，宏伟蓝图致国强。
佳节双临尤可贵，险情一去更辉煌。
龙腾凤翥昇平世，共仰高贤作栋梁。

双节同乐
翟步荣（姜堰）

国庆中秋喜得逢，神州同乐笑金风。
游人如织青山下，倒影成漪绿水中。

国庆中秋感赋
陈宜礼（姜堰）

两节难逢双喜临，中华一扫雾霾天。
月圆花好国呈瑞，强富美高盛世年！

庚子国庆感怀
李永恕（姜堰）

春战新冠夏战洪，攻坚贫脱众英雄。
党旗高举民生上，戮力同心报国忠。

喜迎国庆中秋
孙宝喜（姜堰）

国庆中秋同日欢，中华儿女共团圆。
佳肴美酒欢声朗，情系老人把手牵。

贺双节
李飞扬（姜堰）

最喜中秋桂子香，更偕国庆共登场。
连添百里旌旗色，映衬千寻玉雪光。
箫鼓喧阗声错落，笙歌婉转曲回翔。
山河无恙齐天乐，盛世繁荣福祚长。

欢庆双节
钱兆荣（姜堰）

华诞烟花映月宫，嫦娥婺女舞长空。
清光籁钥琴弦合，墨海翻腾意自雄。

国庆中秋感赋
丁昌贵

金秋盛会金章灿，辉映英雄耀眼来。
顺意神州天地靓，随心舜尧面颜开。
大灾大考交优卷，大干大成歌杰才。
乘胜扬帆清雾瘴，婵娟万里共摅怀。

庚子双节同欢
李绵瓞

红星赤县惠风扬，桂酿蟾宫寰宇香。
天上人间齐喜庆，神州万里举壶觞。

庆双节
李桂顺（海陵）

中秋国庆重，百载喜相逢。
四海同明月，万家灯火红。

双节吟
黄泰生（海陵）

丹桂飘香满亭台，祺祥双节并肩来。
骚人相聚吟新曲，曼舞嫦娥笑语回。

双节吟
朱凤亮（兴化）

华泰喜连绵，佳期相并还。
桂秋同弄月，国庆共蹁跹。
燕舞三江梦，莺歌九域妍。
腾龙迎旭日，台海尽余欢。

江南好·双节吟
王庆农（海陵）

秋光艳，佳节喜联翩。金水桥迎天下
客，桂花酒饮月中仙。好梦此时圆！

咏国庆中秋同日
杨红珍（海陵）

海曙冰轮升冉冉，京华璀璨满城新。
姮娥舞袖撩星月，欲看人间景胜春。

金秋国旗分外红
毛国权（海陵）

国庆喜逢月正圆，河山万里舞翩跹。
书家泼笔金秋美，骚客放歌三水妍。

九州同庆双节
吴再熙（海陵）

国庆中秋盛宴开，吴刚送酒下凡来。
人间天上共明月，华夏同欢齐举杯。

忆江南·庚子中秋
毛德慧（泰兴）

金风爽，国庆共中秋。澄彻长空明月
满，喧然小镇夜灯幽。向此好登楼。

双节吟
吴兰英（海陵）

九州双节至，寰宇彩云翔。
虎跃神龙舞，民安国泰祥。

一剪梅·中秋词
封宜保（海陵）

丹桂飘香溢仲秋，影疏轩牖，香染襟头。
游郎思故叹庭幽。风解君思，雨化君忧。

碧落玉盘明九州，月朔如镰、月望盈周。
千章词赋未曾休。圆梦于兹，朗润千秋。

贺双节
冯俊（海陵）

清风朗月逢双节，玉露金星耀眼晴。
素手霞杯香桂液，醉听一曲到天明。

中吕·朝天子 贺双节
程瑞（海陵）

菊花，桂花，精酿香天下。欣逢国庆客
还家，双节传佳话。明月空悬，赤旗高挂，神
州舞瑞霞。妙华，秀华，争嵌秋中画。

贺中秋迎国庆
殷桂兰（海陵）

今秋瑞气浓，双节喜相逢。
月照吟声远，霞飞御帜红。
南山传雅韵，北斗立苍穹。
堪慰放翁醉，九州歌大同。

庚子中秋国庆同日颂
陈少良（泰兴）

喜逢双节庆同天，抗疫战洪齐凯旋。
菊灿枫妍鸿祝捷，小康千里共婵娟。

忆江南·双节同庆
毛晓玉（靖江）

今秋好，双节喜相逢。十亿炎黄歌大
有，一轮明月耀长空。美矣乐融融。

庚子中秋
陈慧云（海陵）

今秋佳节喜双逢，桂子花开香正浓。
遥看赤旗招展处，月明华表映盘龙。

江南好·国庆中秋双节庆
印巨兰（海陵）

中秋到，满月皓长空。玉露漙漙庭桂
馥，金风袅袅国旗红。浅酌醉花中。

中秋到，千里盼团圆。父母年年悲聚
散，儿孙事事报平安。佳节喜承欢。

中秋到，古郡着琼英。望海楼前波浩
渺，文峰塔顶月分明。佳气释倾城。

减字木兰花·吟双节
章庆生（高港）

溪桥枫叶，翘首桂葩金蕊叠。银月红
旗，天上人间融景熙。

茶余笑语，共赏中秋诗画去。邀友东
皋，漫步林园避绿醪。

庚子国庆中秋
陈江（高港）

中秋国庆共辰光，万户千家歌大唐。
人与红旗同赏月，金风似酒桂花香。

人月圆·庚子中秋
张卫东（泰兴）

一年一度佳期许，明月挂中天。神州大
地，苍茫浩宇，不了情缘。

金风轻拂，银辉尽洒，精彩连连。嫦娥
舒袖，红旗漫舞，万众翩跹。

庚子中秋逸兴
叶明忠（泰兴）

中秋国庆喜重逢，圆月尤圆舜日钟。
华氏嫦娥亲玉兔，广寒宫里我从容。

庚子双节颂
谢舜生（海陵）

国庆仲秋佳节同，玉轮高照挂晴空。
神州把酒共圆日，疫去人欢唱大风。

西江月·庚子中秋展望
周伯明（泰兴）

玉兔嫦娥互伴，中秋国庆相逢。全民赏
月贺年丰，翘盼中华一统。

台独嚣张弃祖，媚倭联美仇中。围歼宝
岛害人虫，九域复兴圆梦。

鹧鸪天·国庆中秋双节感怀
叶光辉（泰兴）

华夏金秋喜事连，同迎双节舞翩跹。清
霜尽染层林秀，彩菊盛开满苑鲜。

邀挚友，贺丰年，佳期把酒醉长天。有
情最是中秋夜，万里长空皓月圆。

共月圆
韦松元（泰兴）

国庆中秋执手牵，长歌妙舞入琴弦。
江城黄鹤翩翩起，天上人间共月圆。

喜庆双节
朱雪清（泰兴）

十一中秋双节逢，莺歌燕舞九州红。
国强民富嫦娥乐，党引全球唱大风。

喜逢国庆中秋同日
严荣德（泰兴）

好花圆月沐金风，举国喜迎双节同。
遥向天安门上看，红旗白鸽舞苍穹。

水调歌头·咏庚子中秋
赵天林（泰兴）

今夕尤其美，国庆亦中秋。清风明月欢
聚，品饼纵歌喉。皆颂仁心医者，荆楚驰援战
疫，拼死解民忧。雷火驱妖雾，玉桂耀神州。

奔小康，攻贫困，固金瓯。复工兴业，六
保黎庶乐悠悠。何惧豺狼当道，幸有锤镰掌
舵，神定戮同仇。百载悲欢事，佐酒醉心头。

庚子双节同日感怀
杜萍（海陵）

金风玉露润中华，双节融欢乐万家。
美酒满杯祈国盛，桂茶邀月话桑麻。

双节感言
王双武（高港）

斑斓枫叶洒林丘，双节高吟兴不收。
朝舞红旗迎国庆，夕尝圆饼贺中秋。
光流万里月流水，福满千家酒满瓯。
庚子休言时运舛，炎黄共济上层楼。

满庭芳·国庆中秋双节同庆
陆同庆（海陵）

翠盖浓荫，青藤染壁，水丰稻满瓜黄。
细绵秋雨，留迹旧纱窗。国庆中秋罕至，
红枫玉桂呈祥。清烟冉、抬头仰月，礼拜案
焚香。

双降，逢盛世，红旗劲舞，悬挂飘扬。
纵风云，佑我华夏兴邦，抗疫除瘟疗瘴，经
危克险安康。雄风浩、腾龙虎跃，立壮志
胸腔。

双节庆
贾肇霞（海陵）

今秋双节喜重重，月窟嫦娥绽笑容。
七彩长虹飞玉宇，金风华夏九盘龙。

迎双节
周正英（海陵）

双节迎来万户欢，喜逢国庆月儿圆。
天涯海角婵娟共，同举金樽赤帜前。

欢庆双节
刘平（海陵）

中秋国庆共良辰，旗映星空月色新。
但愿姮娥归故里，举杯同乐一家亲。

时代颂
叶天顺（高港）

国庆中秋同日至，全民共克世时艰。
救灾抗疫安长局，雄伟华夷若泰山。

庆双节
宋晓萍（海陵）

中秋国庆逢，玉露润花秾。
暑去金风爽，川原五谷丰。

鹧鸪天·咏双节同庆
魏新义（兴化）

锣鼓喧天旗帜扬，中华大地铸辉煌。河
山毓秀前程美，岁月更新呈吉祥。

歌盛世，耀春光，神州处处倍芬芳。中
秋国庆齐同祝，四季平安祖国强。

庆双节
叶龙生（泰兴）

国庆中秋一日同，欢娱双节喜相逢。
嫦娥舒袖吴刚酒，不负韶华唱大风。

双节喜相逢
于婴孙（泰兴）

中秋国庆日相同，猎猎红旗映太空。
皓月高悬分外朗，神州大地乐融融。

庚子国庆中秋同日颂
夏嵘（海陵）

丹曦灼灼映沧波，蟾桂盈盈待月娥。
玉露成圆佳节庆，九霄鸾鹤奏弦歌。

欢庆双节
朱秋珍（海陵）

丹桂盛开遍地香，欢庆双节喜洋洋。
神州万里红旗舞，荡尽凶魔意气昂。

桂殿秋·国庆中秋双节吟
王通（海陵）

逢国庆，八月中。满山桂子落秋风。蟾
宫皓魄凝清影，木叶朱旗映眼红。

庆双节
杨广鹤（高港）

国庆中秋庚子逢，万家团聚乐融融。
嫦娥惊赞神州美，广袖翩跹舞桂宫。

庆双节
霍云莲（高港）

天上月儿圆，乡村喜讯传。
金秋丰收果，国庆礼齐全。

双节吟
于希宁（海陵）

金粟飘香贺双节，九州欢彻众翩跹。
嫦娥舒袖红旗舞，火树银花不夜天。

幼儿园迎双节
孙云（高港）

金花银月国旗红，笔绘丹青小画童。
舞蹈忙排新节目，陪同玉兔玩蟾宫。

如梦令·喜迎国庆中秋双节
李一先（海陵）

北斗星空巡靖，“九弹”护戎宝鼎。抗疫
犒师时，国庆中秋同迎。民幸，民幸，喜乐五
湖辉映。

双节同庆
符爱秋（海陵）

月色流光洒九州，喜逢国庆又中秋。
金樽美酒同斟酌，四海欢呼一醉休。

喜庆双节
徐景（泰兴）

桂月飘香双喜重，吴刚遥祝酒浓浓。
九州处处红旗展，笑看腾飞中国龙。

双节颂
储琴麟（海陵）

中秋国庆巧相逢，美景良辰其乐融。
把酒言欢康福道，民安华盛震蟾宫。

探月宫
蔡国良（高港）

双节蟾宫喜漫弥，姮娥金线绣红旗。
吴刚折桂斟新酒，玉兔赠芝贺国祺。

庆双节
蒋亚菲（海陵）

双节月团圆，家家喜庆筵。
金秋彩旗舞，万朵菊争妍。

庚子中秋国庆双节吟
杨民新（泰兴）

中秋国庆巧相逢，庚子多灾起暴风；
协力同心除障碍，五星招展满球红。

庆贺中秋国庆同天
陆文轩（泰兴）

双节同天至，神州倍福祥。
满园金菊艳，遍地桂花香。

庆双节
金兴生（泰兴）

银辉一泻千幢楼，双节相逢笑语稠。
遥望香山腾紫气，普天同庆喜神州。

忆江南·赞双节同庆
凌云（海陵）

佳节好，国庆又中秋。国泰民安千户
喜，风调雨顺万家收。谁不慕神州？

双节共庆感句
沈桂枝（兴化）

中秋国庆展旗红，海角天涯皎月中。
盛世小康圆舞乐，人间天上梦相同。

喜迎2020中秋国庆
王健（高港）

新冠刮飓风，华夏克妖虫。
双节齐欢庆，高扬爱国红。

星月同辉
钱艺兵（海陵）

圆月高悬照酒樽，举觞同庆醉良辰。
五星辉映新时代，万里江山伴玉轮。

吟国庆·唱中秋
王超（海陵）

庚年国典月儿圆，锦绣繁荣捷报连。
华夏和谐欣发展，神州大业谱鸿篇。

十六字令·吟双节
王永春（高港）

圆，月待中秋挂玉盘。琼瑶路，灯杆国旗悬。
圆，华夏之家民族缘。心相印，团结喜无前。
圆，致富新花朵朵妍。丰收乐，锣鼓万村欢。

喜迎双节
张才道（泰兴）

金风玉露菊花妍，双节相逢同一天。
舒袖嫦娥迎国寿，万民共乐舞翩跹。

欢庆双节
张志锋（泰兴）

中秋国庆喜相连，万里江山展美篇。
曼舞欢歌齐祝贺，举杯对月话团圆。

庚子双节吟
钱艺准（泰兴）

中秋国庆倍思亲，舜雨尧风润厚坤。
砥砺前驱华夏盛，苍生叩谢党隆恩。

咏五洲月照
唐国民（海陵）

欣逢双节聚，摄友晒婵娟。
中外月华貌，神州最艳圆。

喜双庆
邱锦富（海陵）

天地呈交泰，黄钟奏协谐。
金瓯迎大典，桂醑畅襟怀。

双节吟
肖平（海陵）

难逢双节并，月映神州景；
桂殿舞嫦娥，人间臻妙境。

中秋望月
吴加华（兴化）

登楼忆去年，人月两婵娟。
今夜乡心远，空留一镜悬。

临江仙·庆双节
华国平（兴化）

国庆神州飞彩，中秋皓月流光。欣逢佳
节巧成双。五湖同祝愿，四海共持觞。

华夏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龙腾虎
跃谱新章。铁肩担使命，热血铸辉煌。

同庆
叶瑞国（海陵）

玉颗枝头灿，幽香满世间。
九州双喜日，孤月倍欢颜。

贺双节
徐国金（泰兴）

中秋国庆巧相逢，塞北江南喜气浓。
高举金樽同畅饮，神州大地乐融融。

“吟国庆 唱中秋”诗词集录
编者按：金秋时节，姜堰区高二适纪念馆、姜堰区书法家协会、姜堰区诗词协会、泰州市姜堰区金姜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等

单位，联合举办了“吟国庆 唱中秋——诗书笔会暨书法名家作品展”，现刊发其中的部分诗词作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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