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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办法》规定，闽清县 2018 年
度第十八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农用地转
用和土地征收方案已经福建省人民政
府批准。该批次共涉及2个地块，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批准文件：《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闽清县2018年度第十八批次农用地
转 用 和 土 地 征 收 的 批 复》（闽 政 地

〔2018〕818号）（见附件）。
二、批准征地情况（见附表）（具体

四至范围详见经批准的 1：500 宗地
图）。

三、涉及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土地位
于闽清县金沙镇光辉村、三太村、上莲
乡莲埔村，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地
价；具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经闽清县人
民政府同意后，由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另
行发布，公告期满后报闽清县人民政府
批准组织实施。

四、涉及上述征收范围的原土地所
有权人、使用权人的土地权利证书将直
接予以注销。

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涉及上
述用地范围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
人，应持相关文件到所在村委会办理补
偿登记，被征收土地范围内不得改变地

类、地貌，严禁在被征收土地范围内抢
种植物及突击建设建筑物、突击性水面
养殖，违者一律不予补偿。

六、在实施征收土地中，相关单位
应当依法对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进
行补偿，征地补偿费用不得截留、克扣、
挪用，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七、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及相关
权利人对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土地决
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60日内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特此公告。
闽清县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16日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梅土征告〔2018〕1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福建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第23条规定、《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闽
清县2018年度第十八批次农用地转用
和土地征收案的批复》（闽政地〔2018〕
818号）和本县制定的具体标准（梅政
综〔2017〕42号）文件，现将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类面积
1、征收闽清县金沙镇光辉村水田

0.0053公顷、其他农用地0.0055公顷；
2、征收闽清县金沙镇三太村水田

0.0331公顷、园地0.0841公顷、其他农
用地 0.0109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0435公顷；

3、征收闽清县上莲乡莲埔村水田
0.2364公顷、其他农用地0.0385公顷。

以 上 合 计 征 收 集 体 所 有 土 地
0.4573公顷。

二、土地补偿标准及费用
我县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地

价，区片综合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和

安置补助费，不包括地上附着物、青苗
补偿费。耕地每公顷 53.625 万元（折
合每亩 3.575 万元，系数 1.0），园地和
经济林地每公顷 32.175 万元（折合每
亩2.145万元，系数0.6），其他农用地、
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每公顷12.87万元
（每亩0.858万元，系数0.24）。

耕地上的青苗补偿费每公顷1.95
万元(折合每亩0.13万元）。

金沙镇光辉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
总计叁仟肆佰伍拾叁元整（3453元）；

金沙镇三太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
总计伍万贰仟肆佰伍拾陆元整（52456
元）；

上莲乡莲埔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
总计壹拾叁万陆仟叁佰叁拾肆元整
（136334元）。

三、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建筑物
按实清点，根据闽清县现行标准予以
补偿。

四、根据《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
厅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
部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劳社文

[2007]689 号）、《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闽清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暂行
规定的通知》（梅政综[2010]80 号）和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被征地农
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补充通
知》（梅政综[2011]149号）文件规定，耕
地每亩预留3万元，用于被征地农民的
养老保障。

五、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
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
内容如有不同意见，应当在本公告之
日起十个工作日以被征地的村委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为单
位以书面形式向闽清县国土资源局提
出。

六、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闽清
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25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有争议的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0月16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2018年度第十八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地块
编号
2018-
18-01

小计
2018-
18-02

合计

批准用途

科教用地

社会福利
设施用地

权属
单位

金沙镇光辉村
金沙镇三太村

上莲乡莲埔村

用地面积
（公顷）
0.0108
0.1716
0.1824

0.2749

0.4573

按现状权属分类
国有

0
0
0

0

0

集体
0.0108
0.1716
0.1824

0.2749

0.4573

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公顷）
面积总计
0.0108
0.1716
0.1824

0.2749

0.4573

耕地
0.0053
0.0331
0.0384

0.2364

0.2748

园地
0

0.0841
0.0841

0

0.0841

建设用地
0

0.0435
0.0435

0

0.0435

其他农用地
0.0055
0.0109
0.0164

0.0385

0.0549

未利用地
0
0
0

0

0

附表：闽清县2018年第十八批次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情况表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和全国人民强烈要
求下，中华民族建立起了抗日统一战线，全国上下掀起了史无前
例、艰苦卓绝的保卫中华民族的正义战争。闽清船工也在这场
伟大的斗争中觉醒和奋起，在自己的领域中为抗日救亡做出了
独特的贡献与牺牲。

1939年初，中共闽江工委指派地下党员项新（即项南，解放
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舒诚到闽清组织战时民教工作队，
协助闽清县工委开展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项新来到闽清后，与
时任闽清县国民政府第三科督学的进步人士黄开修取得联系。
两人配合默契，将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深
受民众欢迎和拥护，但却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惧和忌恨。
1939年8月，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密令闽清团管区司令李建邦拘
捕战工队队长项新。地下党组织得到内线传来的消息时，情况
十分危急。因为其时项新还身处闽清腹地六都，要想离开闽清
县境，四周山高路远，且他是一个外地人，假如只身逃离，途中极
易暴露。情急中，闽清当地人的黄开修想出了一着险棋：他联系
忠诚可靠、技术过硬的船工，要用闽清鼠船运送项新从县城出
境。闽清船工不负重托，首开摸黑夜航梅溪的先河，驾鼠船巧绕
暗礁浅滩，智闯岗哨关卡，连夜直下县城，从“老虎鼻子底下”悄
然送项新离开闽清，为保护革命栋梁之材立下了功勋。

在福州未沦陷之前的1940年，陈仪主政福建时，成立“公沽
局”，对粮食实行专卖。粮食公沽开始实行后，各县严禁米粮出
境，公沽局成立仅一个月，由于米源枯竭，福州市面米价抬高，百
姓生活苦不堪言。米荒未解，又遇日寇入侵。1941年4月21日，
福州沦陷。大批福州难民随内迁的政府机关逃到南平、永安等
地。一下涌入十多万难民，使得当地原本勉强的粮食供应陡然
紧张。很快粮荒蔓延至全省，粮铺纷纷关门，黑市上米珠薪桂。
南平、永安、龙岩告急，永定、上杭饿殍载道，南平许多民众只能
吃草根树皮度日。

正在重庆任立法委员的刘通，得到福建家乡闹粮荒的消息，
心急如焚。他接连给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写信，告知福建
严重缺粮的实情，请求中央赈济委员会发放赈济款，派专员到福
建救灾。他并表示自己愿意担任这一项工作。得到批准后，刘
通与何公敢、秦望山三位闽籍要员立即动身。他们先飞桂林，而
后改乘火车往湖南衡阳，又从衡阳坐汽车至江西泰和（时江西省
政府已迁到泰和）。他们需要购买江西的大米，运往福建赈灾。
经过疏通，江西省政府同意他们在赣东的光泽（当时属江西省管
辖）一带采购粮食，由水路运进福建。刘通等人马上赶到光泽，
拿着江西省政府的批文派人到各乡购粮，同时找来闽清船帮代
表陈作舟等会商运粮事宜。因为闽江上游富屯溪水急滩险，大
船无法行驶，只有船身狭长的闽清鼠船，能够穿滩过濑，转舵自
如。可是，闽清鼠船船舱狭小，船上连个座位都安放不下，乘客
只能手扒船舷蹲着。为详细了解粮船的运载航行状况，刘通坚
持蹲在鼠船上，亲身体验鼠船过滩的情形，在检验闽清鼠船运输
的可靠性后，这才放心。刘通掌握了基层第一手情况，向省政府
提出使用闽清鼠船运米入闽等具体赈灾实施意见。随着平粜的
粮食陆续入闽，粮价迅速下降，人心开始稳定，福建粮荒才得以
妥善解决。

福州沦陷后，闽西北成了福建省政府机关以及工厂、学校等
企事业单位的疏散地和临时驻地，也是省城福州难民逃亡的避
难地。地处山区的闽清县也接纳了自福州撤来的十余所学校和
多家名店老厂，以及来自福州等沿海一带的上万名难民。一时
间，闽江流域尤其是闽清以上闽江水上交通运输异常繁忙，闽清
船工担负着客货运输的主力军，闽清船帮撑持起了抗战期间的
闽北水运业务。为突显船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时由省政府有
关当局向闽江航线船工颁发“缓免兵役”证件，配发“水上运输
兵”胸牌。即使抗战结束后，这个“缓免兵役”的政策仍被一直沿
用。

1943年，作为战时福建省会的永安，由于人口骤增，调粮任
务加重，为了保证每月6000余担粮食从清流、宁化、连城、明溪、
小陶等地调运永安的任务，省驿运处永安驿运区除组织该航线
原有50余艘闽清米船日夜抢运外，又从其他航线调剂三四十艘
闽清鼠船支援该航线的支线运输，确保了战时省会永安的粮食
供应。

自从日军第一次占领福州后，为阻止日军继续向福建内地
纵深入侵，国民政府下令内地公路自行挖毁。因此，福州通往闽
西北以及出省的唯一陆路通道“福古瓯公路”遂被破坏。同时，
省政府下令民用船只不得开往闽清以下的闽江航线。这样，福
州与闽西北的运输线被切断，造成闽西北一带“盐贵如金”，各种
民生物资断档。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遂开辟了“闽南——闽清
梅溪——闽清溪口——闽江上游”新的物流通道，为福建抗战后
方运输食盐等紧缺物资发挥了独特作用。其间，采用人工肩挑
办法，将食盐、食糖、龙眼干以及海产品从沿海莆田等地挑经永
泰县梧桐乡，再挑到闽清县九都土堡寨“九都盐站”或七都坪街

“盐仓”等仓储地。然后用闽清鼠船沿梅溪而下运至闽清溪口，
再盘驳到闽清米船溯江而上，运往闽西北各地。而江西及闽西
北的大米、香菇、笋干、莲子、土纸等农副产品，也经该线路返运
到沿海各地。其时，莆田、永泰、闽清三县有近三千名挑夫从事
食盐等物资的长途挑运劳作，千余艘闽清鼠船和米船组成了新

航线的运输力量。因此，这条新航线被称为福建抗战大后方的
生命运输线，闽清也成了连接闽南、闽西北乃至江西之间重要的
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其中闽清的船运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正因为有了闽清鼠船和米船这种独特的运输工具，使得这
条战时特殊运输线畅通无阻，扭转了福建战时后方物资紧缺、社
会秩序混乱的局面。也因此，闽江、梅溪沿线闽清船只成了日军
飞机狂轰滥炸的重要目标，闽清船工为此遭受巨大损失、付出极
大牺牲。据南平文史资料第2辑《抗战时期的闽北》记载：1940
年5月17日下午2时30分左右，从闽清口载货上行的闽清船帮
一队4艘米船，在南平樟湖坂坂头附近中山角江面遭3架日军飞
机袭击，日机先是用机枪扫射，接着投下2枚炸弹。船只被炸中
沉没，船主尹阿银当场牺牲，船工张开亮等6人受伤，4 艘米船和
船上货物损失殆尽。

据1940年8月8日《福建民报》和《闽清县志》《闽清革命史》
以及池园福斗《刘氏凤洋家谱》记载，闽清境内水上运输线曾两
度遭日军飞机轰炸：1940年8月7日上午11时左右，从闽江口起
飞的3架日军飞机直抵闽清县城上空，低空盘旋找准目标后，向
盐仓道码头和玄帝楼码头（又称第一码头）先后投下6枚炸弹，炸
毁停泊在码头的米船数十艘，船工牺牲19人，多人受伤。1942
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六）中午，又是3架日军飞机飞抵闽清县
城上空，在县城梅溪校场坂码头一次性投下6枚炸弹，炸毁鼠船
十多艘，船工牺牲17人，受伤多人。

池园镇福斗村鼠船船工刘衡忠和其弟刘权忠就是在1942年
4月20日（农历三月初六）中午这次轰炸中双双牺牲的，他们刘
家族谱中清楚地记着日军的这一笔滔天罪行。

在“抗日救亡”的异常时期，闽清船运界表现出同仇敌忾、勇
于奉献的极大热忱，不仅在交通运输方面做了突出贡献和巨大
牺牲，而且在社会事业、基础建设方面也有许多不凡表现。如

《邵武文史资料》《邵武交通志》所载“闽清船帮捐建邵武东门浮
桥”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邵武成为闽浙两省大后方，两地迁来
众多机关、学校以及居民，甚至一批批的抗战伤兵也转移到这里
疗养。因此，邵城人口激增，旅客来往频繁。但新设在东门的汽
车站与城里的交通被富屯溪阻隔，两岸通行只靠渡船摆渡，渡船
载客有限，又不夜渡，民众行旅极为不便。社会各界呼吁建造东
门浮桥的呼声日盛，然因当局缺乏资金而久久搁置。1939年初
夏，福建省主席陈仪、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陈肇英率抗敌剧团
莅邵慰问抗战伤兵。从东门车站过渡入城时，因船小人多，船身
摇荡，乘者惊心。陈仪当即面嘱县长张灿：即速建造浮桥，以便
行旅。县长实告：欲造浮桥已久，奈因地方财力困难，无法筹集
此笔巨款，请求省府拨补资金。然省府财政亦十分拮据，只好责
令邵武县拟出计划，报备省府批准执行。后经测算，修桥需要
5000块银元，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笔巨款了。几经考虑，县长决定
向在邵武的闽清船帮和米商劝募。适逢闽清船帮首领黄一飞
（福建省参议员）、黄章五（前卢部团长）在邵武采购白米几万担，
分装200多艘米船，正泊港等水开航。经县长张灿出面磋商，闽
清船帮米商竟在几天内即募集5000块银元，使建造邵武东门浮
桥的专项善款迎刃而解。是年端午节后即行开工，三个月后的
中秋节前按时竣工。其间，在筹备邵武浮桥所用大铁链时，闽清
船工又帮了大忙。是时，恰好将乐县境内富屯溪边闲置着一条
不用的浮桥铁链，往来于富屯溪的闽清船工及时将此信息告知
邵武方面。后经省府商得将乐方面同意，又是闽清船帮将大铁
链从将乐运抵邵武东门。既利用了旧物，又节省了资金，闽清船
工再立一功。闽清船帮米商在当时形势下捐建邵武东门浮桥，
实际上也是为抗战做出一份积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闽清船工的奉献与斗争
○ 张德团

今年8月8日，立秋刚过、骄阳依旧，金风送爽、天气宜
人。热情好客的张英海先生邀我去他家乡游览娘寨，我喜
从天降。修复后的娘寨我未曾到过，英海是古堡的主人之
一，他陪我去，机会难得，这回定能大饱我的眼福。

从省璜街出发，车子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奔驰，十
多分钟便到了古堡后门前。一下车倘大的广场和巍峨的古
堡映入眼睑。40多年前我曾多次路过古堡墙边的小山路，
那时古堡很不起眼，后门前尽是梯田，现在却开发成宽阔美
丽的广场，场边种着许多绿树红花芳草，一个醒目精致的宣
传栏《娘寨传记》点缀其间。

张先生陪我从广场西面的后门走进古堡，带我到楼上
楼下环游一圈。古色古香的古堡风光秀丽，应接不暇，令人
陶醉。古堡呈回字形结构，中间是主体建筑。分前后两座，
它们之间只隔一条洋沟。后座地面比前座高1米多，占地面
积75平方米，前座占地180平方米。每座都有一个双层厅
堂，后座楼上厅堂供奉着仁主尊王，这是族人的精神寄托，
逢年过节他们到这里烧香、祈祷、祝福。前座厅堂较大，楼
上厅堂的中央设公妈龛，龛前摆个大香炉，供族人烧香、祭
祀，这厅堂也是家族议事、喜丧婚嫁的场所。前座厅堂两旁
各有两间双层厢房，厅堂前面是大天井，天井两旁各有两间
单进双层书院，书院与回照相连，回照中央是前门。前门的
门楹是整块石板，门框用方块规格石头错缝叠砌而成；后门
的门楹也是整块石板，门框是大溪石砌成。前后门的门楹
设有铳眼和漏水洞，以防匪盗火攻破门，设计科学、做工精
巧，牢固美观。

娘寨建于清顺治年间（1660年），经历350多年历史沧
桑。由于寨内地势比寨外高2米多，因此从外面看疑似三
层，其实是二层楼房，是座由石基、土木结构混建的古堡，占
地面积7000平方米。屋面为双坡顶鹊屋脊。寨墙四个角均
是圆弧形，墙高8米，其中下截（墙基）6.3米，用溪石砌成，底
厚3.5米，上厚0.62米；上截（土墙）1.7米，用粘土夯筑而成，

厚0.6米。土墙上设有31个外窄内宽漏斗式的小窗，窗下设
有铳眼。整座寨内二楼沿外墙一圈与房间背面之间是条
1.5米宽的走马弄（道），便利防匪防盗，巡防御敌。前后座
的楼下房间面朝天井，设有走廊；楼上房间背向天井，每个
房间都有一个窗户，采光通风良好，面向走马弄，每间都有
一个门，进出方便。楼下靠墙一圈的四周除前后门厅外都
是房间，面朝正座（主体建筑），门前有走廊，由6个过水亭和
甬道与正座相连接，设计巧妙，来往便捷。整座寨堡有104
间房间，其中两间较大，各由原来的两间合并而成，以利实
用。其中右边书院的一个大间门前挂着一块牌子“福州市
少年儿童图书馆·图书流通点”。室中有很多图书，正面板
壁的中央挂着一幅古老而宝贵的300多年前，用长3.8米宽

2.1米丝绸制作的精美大寿幛，这是清康熙56年居亨公七十
寿辰时，江西南康知府特为他撰写并赠送的贺礼，从中可
知，他们的先祖文化底蕴厚重，达官贵人曾经辉煌一时。

“娘寨”的得名，有个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宋末，一张姓
家族由河南迁居福建闽清合龙境（今省璜）“上半山顶崙”
（土名），即娘寨古堡后门山顶上（今尚有旧址墙基），以耕牧
兼烧木炭为生，家业发达，人丁兴旺。一天，当家奶奶郑春
娘携10岁孙儿从外乡归来，正遇土匪洗劫山寨，寨中百余人
全部惨遭杀害，寨屋亦被烧毁。春娘忙拉孙儿钻进路边荒
草洞藏身，土匪离开时还沿途用刀四处乱捅，春娘的大腿被
刀刺中，机敏的春娘忍痛速用裙裾包裹刀片，土匪拔刀不见
血迹，以为无人而离去，祖孙俩躲过一劫。后来春娘带着孙

儿到娘家避过风头又回到废墟上搭棚住下。春娘在教养孙
儿之余，常到附近转悠，存心选址重建。一天，她走到山坡
上，头上的斗笠被风刮走，落在一个山包上，她走过去拾起
斗笠，向四周一看，感觉此地不错，后请堪舆先生看看，先生
说此地是龟形风水宝地，建房可大发其祥。遂定下新寨
址。春娘请来各行工匠与工人动工兴建。工程才进展一
半，一些工匠私下议论说：东家就这么一老一少的，我们的
工钱有否着落是个问题。一时工地近乎瘫痪。春娘发觉
后，有意叫几个工人把屋里几箱钱币和银锭抬出去晒太阳，
说是去霉，其实是给工匠们看的，此后工地恢复正常。原来
春娘是家族的当家人，熟谙家里钱物存储处，这样建寨资金
完全无忧。

春娘为人善良，人际关系好，村里人见她灾后重建不但
高兴而且支持。路过工地的人都带石头送她。好客睿智的
春娘便酿造米酒，让送石者都喝上一碗，以示酬谢。消息传
开，送石者越来越多为建寨助一臂之力。经过三年的艰辛
努力，一座集居住、祭祀、防匪、防盗之功能的寨堡建成了。

人们佩服和赞扬郑春娘的坚强能干，都唤新寨为娘寨，
张氏后人亦为纪念祖妣郑氏的丰功伟绩，顺理成章、名副其
实地称之“娘寨”，故而得名，沿袭至今。

据查娘寨是我国迄今唯一一座由妇人独立建造的古
堡。她彰显了我国妇女的智慧和毅力，古堡是留给子孙后
代宝贵的精神财富。她是我县保存较完整的历史悠久的古
堡，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文物。雄伟壮观的娘寨，风光旖旎、
传奇动人，是一幅绚丽的画，一首动人的诗，一曲悠扬的歌，
让观者如痴如醉，心旷神怡。身居闹市的人们到娘寨去尽
情地享受“回归自然”的乐趣，当然是一种享受一种幸福。
勤劳勇敢、聪明睿智的良寨村人民一定会加快步伐把娘寨
开发成一个秀丽的旅游胜地，打造一张靓丽的旅游名片，象
一块强磁吸引各方游客，让游览古堡的宾客与日俱增。

游览古堡—娘寨
○ 苏诗章

金秋十月迎双节，掀起文风理学春。
纸展桌台挥斗笔，众游堂院仰二陈。
吟诗作赋讴儒秀，妙语歌声颂经纶。
礼乐同辉留史册，先贤睿德励今人。

贺礼乐文化节
○ 刘燕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50年前，我们还是那个纯真的少男少女；
而今，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弹指挥间，
你我都步入古稀，两鬓斑白。

可老同学，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年少
的糗事，仍历历在目，始终难以忘怀；分别
后，多少年不见，心中还时常相互掂念。

早在微信还没出现，我们就是牢固的
“朋友圈”。不管你功成名就，还是官高位
显，在电话里直呼名字。有同学的地方，
无论是闹市还是乡村，都是景色最美的地
方。大家相见，说着过往，如同看到了彼
此青春的模样。有同学在的地方，无论是
大鱼大肉，还是小菜小汤，都是让人沉醉的
地方。你我端着酒杯，开怀畅饮，海阔天
空，那种同学聚会成了人生盛宴的感觉只
有你我能够品尝。

因为同学，让我们找到了岁月的光
芒。不论哪天，我们相聚在一起，都是寻找
长久的思念，都是重温同学的情缘，都是回
首少年的自我，都是了却自己的心愿。

同学是前世的债，今世的情，常来常
往，格外芬芳。尽管，已经鬓发斑白，尽管，
有些步履蹒跚，可是，我们依然健在。来
吧，老同学！让我们举起酒杯，道一声珍
重，说一声祝福。让我们尽情地欢笑，尽情

地畅谈，我们还不老，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每逢佳节倍思亲。重阳佳节，谨以此文，代表我心底最

真诚的祝福，送给我的每一位老同学以及伴随我经历漫漫
人生路的每一位老同事、老朋友。

老
同
学
，重
阳
节
快
乐
！

○

刘
怀
开

七绝
桂菊飘香九月天，重阳佳节气新鲜。
骚人相约登高唱，联咏欣多雅韵篇。

词：满堂春·重阳
秋风飒爽菊飘香，登高相约重阳，小桥

流水戏鸳鸯。蝉噪声扬。
墨客骚人陶醉，吟诗作画繁忙。神怡

心旷体康强，福寿绵长。

重阳节吟怀
○ 黄 胤

七绝（一）
笙歌万曲庆丰年，漫野金黄面貌鲜。
生活小康衣食足，层楼更上谱新篇。

七绝（二）
年丰物阜好风光，锣鼓喧天喜气扬。
殷实农家讴圣代，共圆国梦策辉煌。

首个农民丰收节感赋
○ 黄祥钗

五律
闽剧《陈旸曲》，争观暴满场。
贤良形像树，九域口碑扬。
黎庶怀情固，皇宫辩宝强。

《乐书》双百卷，史册永流芳。
七绝

梅溪闽剧《陈旸曲》，点赞贤良辩宝雄。
苦著《乐书》双百卷，流芳史册尽呼嵩。

词：长相思
陈旸公，贤良公，博学多才勤奋聪，《乐

书》首著功。
赞旸翁，颂旸翁，辩宝皇宫心不忡。天

坛塑像崇。

观闽剧《梅溪陈旸曲》感怀
○ 黄 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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