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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篮对西班牙的比赛袁
可谓险象环生袁高潮迭起噎噎

我看比赛袁 相对比分而言袁
更关注比赛中的细节遥精彩的拼
杀中袁 一位西班牙队员摔倒袁而
且伤势不轻袁当他缓缓站立起来
时袁中国观众的风度袁让人心头
一热遥 全场用热烈的掌声袁送给
这位受伤队员遥这掌声是友好和
善意的袁不因对方是我们的对手
而抱有敌意遥

关心对手袁就像关心我们自
己的队员袁因为他们是奥林匹克
大家庭的一员遥 给对手以掌声袁
把尊重和关切献给对手袁这是与
奥林匹克相契合的精神袁也是运

动员和观众应有的风度遥
现代文明和进步的精神袁贯

彻到奥运赛场袁终极的意义是摒
弃那些不择手段攫取金牌的做
法遥换句话说袁真正的精彩袁不但
要取得奖牌袁 而且要取之有道遥
恶劣的假摔尧故意地伤人尧恶意
的嘘声尧 幸灾乐祸的喝倒彩袁在
文明和谐的潮流中袁必将谢幕遥

中国军团取得的成绩固然
让人欣喜袁更可喜的是中国队员
和观众大气的风度袁他们不因主
场作战而霸气遥 运动员遵从规
则袁 上场和下场对观众彬彬有
礼曰观众的大度和友善袁都给人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遥

当今袁人们在观赏体育比赛
时袁越来越关注过程袁而非仅仅

关注金牌了遥正如白岩松在评价
中国男篮的表现时说院野我们完
全应该用金牌的待遇袁或者不要
谈奖牌袁而用激动的心情来评价
他们袁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
男篮打过如此伟大的比赛遥 冶

香港著名作家亦舒说院野做
人做事最要紧的是姿势要好看袁
如果恶行恶状袁青筋毕露追求一
件事袁赢了也就等于输了曰输了
呢袁更加贱三成遥 冶

奥运会还有很多场比赛遥
我想袁如果运动员和观众在台上
台下处处体现风度袁这些比赛必
将更精彩遥

渊作者地址院安徽池州冤

自从辞去了某论坛的网管袁
我很少有空再去光顾遥这个周末袁
再次打开那个网站袁我发现袁竟全
是关于奥运的帖子遥

其中袁关注率最高的一个问
题居然是院奥运在哪里钥 回答也
是五花八门袁有的回答在北京袁有
的回答在中国袁有回答在全世界袁
似乎总也得不到统一的答案遥

我是一个典型的豆芽菜体
型袁 自小就与体育无缘遥 凡是排
球尧篮球尧足球以及一切与体育有
关的活动袁我很少去参与袁更多的
只是默默地关注遥 但是每当看到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赛场上冉冉升
起袁听着那给人以无限斗志和力
量的国歌时袁我总有一种莫名的
自豪与感动遥

同一个世界袁 同一个梦想曰
13亿的力量袁13亿的喝彩浴 诸如
此类相关的横幅在街头巷尾随风
抖动袁汽车尧摩托车袁甚至自行车
前面都有一面五星红旗曰走在大
街小巷袁听到议论最多的也是奥

运话题遥
一名奥运志愿者搀扶着一位

盲人穿越马路时问道院野老伯袁您
知道奥运在哪里钥 冶老伯虽然紧
闭着双眼袁 脸上却漾出了笑意袁
看得出那种高兴是发自肺腑的遥
我猜想袁 老伯的回答无非是两
种袁在中国或者北京遥 其实不然袁
老伯慢慢腾出抓盲杖的右手袁指
了指胸口袁说院野孩子袁我眼睛瞎
了袁看不到这个世界袁也看不到
比赛袁但奥运应该在我们每个人
的心里浴 冶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袁老
伯的话犹如黑暗中的一记闪电袁
深深的震撼也打动了我遥是啊袁奥
运本没有国界袁是属于全人类的袁
是属于每个人的遥 北京奥运不仅
仅是一场持续十六天的盛大赛
事袁而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和传递遥

这一刻袁我打消了再寻答案
的念头 袁 我在论坛上写上答
案要要要奥运就在每一个人的心
里遥 渊作者地址院江苏南京冤

【散文诗】

中国的声音
阴 李笙清

野我宣布袁北京第 29 届奥林
匹克运动会开幕浴 冶

这是中国的声音袁穿云裂石袁
雄浑庄严遥

这是中国的声音袁 让中国的
八月充满了璀璨的色彩, 让华夏
儿女无比自豪浴

曾经袁 我们的民族背负着沉
重的纤绳袁 踯躅在奥林匹克的路
上曰曾经袁我们的祖国那样瘦弱袁
只能压抑心底的呐喊遥如今袁这一
页已被我们用行动改写袁 必将载
入史册遥

野我和你袁心连心袁同住奥
运村遥 为梦想袁千里行袁相会在
北京噎噎冶

这是中国的声音袁荡气回肠遥
它昭示世人院13 亿国人的企盼已
经梦圆遥

这是中国的声音袁 它穿越千
年时空袁拉近了五洲的距离袁向世
界传播和平与友爱浴

当古老的东方文明以气势恢
弘尧意境悠长的画卷展示在世界
的面前袁当奥林匹克的圣火映红
这方美丽的夜空袁 当 56 个民族
一起踏上这轴波澜壮阔的美丽
画卷袁当 204 个国家和地区的体
育健儿踏进五环图案时噎噎中
国用自己的声音袁让五千年的灿
烂文明浓缩在这个瞬间袁华夏的
历史长河溅起一串动听的回声遥
这一刻袁祥云绚丽绽放袁福娃笑迎
四方遥

野来吧袁朋友浴伸出你的手袁我
和你袁心连心袁永远是一家人遥 冶

这是中国的声音袁 让五大
洲的友谊在这里激情相拥袁万
古长青遥

渊作者地址院湖北武汉冤

击缶而歌袁捧简而诵袁百米
画卷袁千人太极噎噎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上袁每一节表演都让人目
眩神迷袁惊叹不已遥 中华灿烂的
历史文明让国人自豪袁让世界感
叹遥 然而这一夜袁让我最受感动
的袁是那个放飞和平鸽的细节遥

在开幕式文艺表演下篇叶辉
煌时代窑星光曳中袁一只巨大的星
光和平鸽出现在舞台中心遥我期
待着成千上万的鸽子一起起飞袁
向着鸟巢上空飞翔而去遥 然而这
一幕并没有发生遥只见一群演员
高举双臂袁摆动双手做起鸽子飞
翔的动作遥 在她们的引领下袁鸟
巢中的 10000 多名运动员和所
有的观众袁都用双手做起了鸽子
飞翔的手势遥

这意想不到的一幕袁让我惊
喜不已袁激动得对着电视屏幕连
连高喊院野好浴好浴冶这个创意太新
了浴 这个画面太感人了浴 这千万
只翩翩起飞的野手鸽冶太美太美
了浴 在这种强烈情绪感染下袁我
也禁不住站起身来袁 举起双手袁
做了一只野放飞冶的白鸽遥

感谢张艺谋和开幕式所有

的编导浴感谢这个放飞野手鸽冶的
美的灵感浴感谢这个惊世脱俗的
伟大创举浴

鸽子飞自鸟巢袁这是最自然
不过的了遥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袁
开幕式所在的野鸟巢冶早已成了
北京奥运会的代名词袁成为全国
人民的关注和向往遥 开幕式前
夕袁我也卷入了赴京争看野鸟巢冶
的人流袁 虽只遥遥望了一眼袁以
它作背景拍了一张照片袁但巢的
温暖已漫遍全身遥 这是一个多么
温馨的巢袁 这是一个孕育生命尧
呵护生命的巢袁这是一个寄托人
类未来和希望的巢遥 今夜袁当千
万只鸽子在这里放飞袁我才真正
明白袁为什么这个中心体育场要
做成鸟巢的样子袁原来这是世界
和平鸽的巢啊浴

放飞鸽子袁其立意和诗意自
不必多说袁 但此刻的放飞仪式袁
与本届奥运会主题实现了高度
融合袁并对这个主题作了高潮性
的铺陈遥 中国是文明古国尧礼仪
之邦袁从孔子三千弟子野四海之
内皆兄弟冶的吟诵袁到活字印刷
表演中反复变幻出三个野和冶字袁

都在渲染中国人的友善与和平袁
而放飞白鸽袁更将中国人建设和
谐地球村的愿望彰显得淋漓尽
致遥 就在放飞鸽子的前几个小
时袁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隆重宴
会袁欢迎出席开幕式的五大洲贵
宾遥祝酒时袁胡锦涛说院野我们应该
通过参与奥运会袁 弘扬团结尧友
谊尧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袁促进世
界各国人民沟通心灵尧加深了解尧
跨越分歧尧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尧共
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遥 冶这些鸽子袁
每一只都在向世界传导一个重要
信息院中国是和平鸽的故乡袁中华
民族是最热爱和平的民族浴

据叶圣经窑创世纪曳讲袁挪亚
放出鸽子打探大洪水是否退去遥
几天后袁鸽子终于衔着一枝橄榄
叶飞回来袁带来了洪水已退的好
消息遥 从此袁人们把鸽子和橄榄
枝当做和平的象征遥 员愿怨远年 源月
远日袁 在首届现代奥运会开幕式
上袁有一个隆重的放飞鸽子的仪
式袁成千只象征和平的鸽子同时
在运动场上空展翅高飞袁景象壮
观遥 员怨圆园年袁国际奥委会正式规
定院 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放鸽子遥

根据这个规定袁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设计了这个环节遥

这个设计太大胆了浴太出新
了浴太浪漫了浴观众评说袁这次开
幕式最大的特点是富于浪漫遥总
导演张艺谋坦言院野我们就是要
借奥运会这个巨大的平台袁让全
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的浪漫遥 冶他
用浪漫的手法将鲜明的中国元
素呈现于世人眼前袁让世界刮目
相看遥 然而我认为袁放飞野手鸽冶
是晚会中最浪漫的花朵浴它浪漫
到了极致袁美丽到了极致袁抒情
到了极致遥 中国人是现实的袁中
国人也是浪漫的曰 中国人会写
实袁中国人同样会抒情曰中国人
恪守传统经典袁中国人更富于创
新精神遥 今夜袁虽然我们没有用
真正的鸽子袁但野和平冶这个意念
已在每一只飞舞的野手鸽冶上袁在
每一个放飞鸽子的人心中遥

我之所以如此赞赏这些野鸽
子冶袁是因为它在野鸟巢冶中激起
了巨大的热浪遥 这一刻袁所有的
运动员尧所有的现场观众与演员
互动袁 都举起了优美的手臂袁十
万只圣洁的和平鸽在鸟巢里抒

情地飞舞袁把野同一个世界袁同一
个梦想冶 的口号演绎得如火如
荼遥 我之所以如此赞赏这些野鸽
子冶袁更因为它在野鸟巢冶之外激
起了更大的浪潮遥 此时此刻袁在
电视机前袁电子屏下袁一定有无
数的同胞袁 无数的不同肤色的
人袁 同我一样情不自禁举起双
臂袁放飞和平的野手鸽冶遥

这一刻袁我真的好激动浴 就
是这么一个设计袁让我参与了开
幕式袁参与了奥运袁参与了对奥
运主题的阐释遥我象做了奥运火
炬手一样感奋不已袁我象成功的
运动员一样被幸福浸泡遥

我忽然想到袁我们这些在野鸟
巢冶外欢呼的人袁我们这些在世界
各个角落放飞野手鸽冶的人袁不仅是
参与了奥运袁而且是在参与野同一
个梦想冶的建设遥 这梦想袁就是和
平袁就是发展袁就是和谐遥

今夜袁 在奥林匹克旗帜下袁
聚集着 圆园源 个国家和地区派来
的代表遥 这个奥林匹克大家庭袁
实现了历史性的团聚遥 这时你会
看到袁 地球真是一个小小的村
庄袁甚至是一个小小的鸟巢遥 而
他们袁 就是鸟巢中的一群鸽子遥
如果我们的目光跳到鸟巢之外袁
这时你会发现袁你袁我袁他袁这个
地球上所有善良尧 友好的人们袁
都是一只只和平鸽遥

那就让我们象今夜这样袁举
起手臂袁张开翅膀袁做一只圣洁的
和平鸽吧浴 渊作者单位院市文联冤

百年奥运袁今宵梦园袁举国
欢腾遥看开幕盛典袁圣火熊燃遥世
界宾朋袁聚首一堂曰五洲健儿袁英
姿飒爽袁世纪盛会史空前遥 开画
卷袁五千年文明袁精彩再现遥

祖国沧桑巨变袁 引无限感

慨想联翩遥昔野东亚病夫冶袁列强
凌辱曰仁人志士袁奋发图强曰改
革开放袁科学发展袁举世瞩目有
今天遥 阔步走袁吾中华民族袁昌
盛万年遥

渊作者单位院通城县政协冤

8月 8日的北京
星空绚丽璀璨
炎黄子孙刻骨铭心
百年期盼
百年渴望
百年奥运
终于袁梦想成真

鸟巢袁亿万人注目的神殿
一轴经典的画卷上
演绎了
五千年历史
五千年文明

一个共同的心声要要要
同一个世界袁同一个梦想
此时袁正在传递

当圣火点燃
一生等待的欢呼
一世积蓄的呐喊
震撼了神州大地
从此
强国地位屹立
中国袁雄起浴

渊作者地址院湖南长沙冤

版总编室主办
责任编辑院刘国华

2008年 8月 23日 星期六

E-mail:xnlgh999岳126援com 电话院0715原8126940 文艺副刊

梦 想 成 真
阴 沙金

沁园春

观奥运开幕式有感
阴 黎九龙

中华俊杰古来多袁追月拨山气势峨遥
今日正好显身手袁环球又涌五星歌遥

渊作者单位院通山县工商局冤

勉中华奥运健儿
阴 徐春兰

最 美 的 鸽 子
阴 柯于明

有的梦想袁永远不会消逝
那是一些
你愿为之倾尽心力的
梦想
我将为之付出一切
我愿履行所有承诺
我愿意为之而冒险
而我最终希望得到的
就是我的梦想

有些日子袁永远值得怀念
那是一些
我们飞越星空的日子
这次我会走向远方
那里有更多的等我去攀登

那里有我所信仰的一切
所有这一切
都将是我的梦想

如果我能攀登得更高
我就要触摸天空
哪怕只短短一刻
从这短短的一刻起
我将变得更加坚强
我已经付出了全部的心力
把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精神

如果袁我能攀登
如果我能攀登得更高
我就要触摸天空

哪怕只有短短一刻
我将变得更加坚强
从这短短的一刻起
我将变得更加坚强
是的袁我一定能
我已经付出了全部的心力
把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精神
如果袁我能攀登
如果我能袁如果我能
如果我能攀登
攀登
我将攀登
我将攀登
我将攀登得更高
更加坚强

历届奥运歌词选萃渊下冤

我和你袁心连心袁同住地球村袁为
梦想袁千里行袁相会在北京遥 来吧浴 朋
友袁伸出你的手袁我和你袁心连心袁永远
一家人遥

英文歌词院
you and me
from one world
heart to heart
we are one family
for dreams we travel
thousands of miles
we meet in beijing
come together
the joy we share
you and me
from one world
forever we are one family

古代不朽之神

美丽尧伟大而正直的圣洁之父
祈求降临尘世以彰显自己

让受人瞩目的英雄

在这大地苍穹之中

作为你荣耀的见证

请照亮跑步尧角力与投掷项目
这些全力以赴的崇高竞赛

把用橄榄枝编成的花冠

颁赠给优胜者

塑造出钢铁般的躯干

溪谷尧山岳尧海洋与你相映生辉
犹如以色彩斑斓的岩石建成的神殿

这巨大的神殿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膜拜

啊浴 永远不朽的古代之神

奥林匹克圣歌
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冤

我和你渊you and me冤

渊北京第 29届奥运会会歌冤

登峰造极
渊Reach冤

渊亚特兰大第 26届奥运会会歌冤

奥运在心里
阴 方益松

我们的风度
阴 查一路

世界纪录不断被刷新袁奇
迹不断被创造遥 此时的赛场鲜
花满怀袁掌声如潮遥 我们为胜
利者欢呼袁 为冠军喝彩时袁请
不要忽略和冷落了那些失败
的英雄遥

竞技体育赛场上冠军只有
一个袁而且没有永远的第一遥现
实总是残酷的袁 被普遍看好的
夺冠者也有黯然出局的可能遥
况且袁 今天可能因挑战极限而
成为世界冠军袁 也许明天你睁
开眼睛就会发现袁 那曾经创造
的一切已成为历史袁 一个新的
冠军赫然立在你的面前袁 一项
新的纪录已经诞生遥

哲人说过袁 世界处于变化
之中遥竞技场上也是如此袁它因
常新而丰富多彩袁 因常变而富
有魅力遥那些失败的英雄们袁不
是可有可无的赛场配角和陪

衬袁他们和胜利者同样重要遥没
有他们袁冠军们哪来对手袁赛场
会黯然失色遥 我们应该尊重和
感谢他们袁 感谢他们参与和勇
敢拼搏的精神遥

失败者的身后袁 一样有着
许许多多的艰辛和汗水袁 平凡
和非凡遥 在强手如云的奥运盛
会上袁 一次小小的失误都会成
为致命的因素袁 让他们与奖牌
擦肩而过袁与冠军失之交臂遥但
是他们努力过袁拼搏过袁就值得
我们尊重遥

同一个世界袁同一个梦想遥
重在参与袁 促进世界人民的团
结尧理解和包容袁是奥运精神的
最好诠释遥对那些赛场败北者袁
我们要多一点宽容和理解袁少
一点抱怨和责难袁 在为胜利者
喝彩时袁 同时应该把我们的掌
声也献给他们浴

为失败者鼓掌
阴 郑玉超

［潜山茶座］

鸟巢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