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滨城潮音

北海风光赞（七律）

刁况桂

创刊到此历三秋，北海风光一望收。

雁塔擎天征造物，高楼遍地笑王侯。

寻诗巨浪推开放，揽胜轻舟快壮游。

美好蓝图观不尽，地灵人杰献新猷。

赞北海（七绝）

马遥华

街旁卉蕾吐清香，遍地高楼气派昂。

更胜蓬莱仙境处，琳浪满目众商场。

北海新港（七绝）

廖联原

丝绸之路大门开，万里瞻夭四海来。

南国珠乡新画卷，银滩侨港绝尘埃。

与北京黄凯、覃异之到北海参观（七律）

韦瑞霖

冬寒山色仍葱芊，沿路风光娱眼簾。

北地降温飞大雪，南方轻暖似春天。

那陈路过蕉柑遍，合浦村郊农产全。

北海观光同踊跃，粤西开放此居先。



北海岸边抒怀（七律）

韦瑞霖

北部湾边望海洋，水天一色雾茫茫。

面临非亚前程广，背靠西南后路长。

珠蟹渔盐多货产，农林工矿正恢张。

市区开放商场盛，一片欢欣眺远航。

冒雨参观铁山港（七绝）

韦瑞霖，

冒雨驰车赴铁山，避风深水港容宽。

码头建设真优越，矢志攻坚岂畏难。

游北海银滩（七律）

韦瑞霖

结伴寻春白虎头，银滩十里似花洲。

沙光洁白如霜雪，海浪奔腾狎鹭鸥。

游泳往来常俯仰，身躯运动任沉浮。

兴余茶座观山景，遣兴陶情乐不休。

合浦东坡亭（五律）

韦瑞霖

合浦北城内，黉宫四面围。

东坡遭贬摘，南国仰遗徽。

史阁宏文著，诗坛名句恢。

迄今九百载，声望仍芳菲。



沁园春·北海风光赞

韦湘秋

鹰外拏云，鸥边弄睛，妙奇景观。有冠头岭俊，涠洲岛美；文昌塔座，红树

林园。宝气珠光，撷英缀秀。锦绣铺陈北部湾，尤称著，丝绸古路，新辟银滩。

如椽彩笔斑斑，鸿图展、同开聚宝盆。任千帆踏浪，骋怀得句；层楼拔萃，

挥洒观澜。龙荔香甜，瓶笙诗韵，堪慰东坡逐笑颜。黄金岸，贯西南通道，海上

仙山。

珍珠簾·参观白龙珍珠城展览感赋

韦湘秋

东珠不及南珠美，最名扬、更赞白龙城址。洪武播遗风①，谱几多青史？合

浦珠还生异彩②，可赎买、缘珠佳丽③。柔丽，数韵事风流，尤称今世。能令古迹

重光，赖南巡启发，匠心设计。妙手出微型④，看抢珠龙戏。舞女弄珠香艳绝，

系列品、丰华精致。兴致，仰金道云开，海天飞翠。

①洪武初，白龙城建于合浦白龙村。

②传汉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先时宰守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迁

于交趾郡，盂尝到官，革除前弊，去珠复还。

③晋石崇以合浦珍珠三斛赎买绿珠。

④微型珍珠城，耗珠 300 公斤，造价 200 万元。

热土颂（七绝）二首

宁铿

一市中枢系“四南”，地缘优势世能谙。

四方祥凤争巢集，只靠南巡福曜涵。

财源广汇市名彰，赤土南方火德昌。

地以生金兴教化，文明风气蔚南疆。



北海吟（七律）

吴子厚

无价明珠耀国南，大潮汹涌势吞天。

云帆万里连欧亚，海域千城急管弦。

深忆烟台蒙垢秽，欢呼北阙庆团园。

彩霞旭日长风起，郑戚情怀到笔端。

游千岛湖（七绝）

许家堃

百里烟波半岛浮，一湖画鹢戏浪鸥。

长龙紧锁洪湖水，谁识交州古渡头。

永安城（七绝）

许家堃

东海珠城半岛湄，控临南北四珠池。

城隍难数祠私庙，黄果飘香古阁奇。

英罗湾即景（七绝）

许家堃

鸟泥白碛并非奇，红树多姿举世稀。

山水多情留胜迹，摩崖石刻子瞻诗。

赞北海市（七绝）

陈荣夏

北部湾边一颗珠，高楼大夏夹通衢。

十年改革财源广，开放迎来景象殊。



“东方夏威夷”北海市银滩放歌（七古）

汪民全

无风三尺浪，有风浪滔夭，大海胸襟宽无际，涵容世界万条川。忽而巨浪排

空立，拍岸化为雾和烟，跳珠迸玉幻奇彩，海鸥惊啸云飞旋。波峰浪谷舟上下，

望之不觉心骇然。夭难老，海难填，洒洒洋洋不记年。观潮阁前夭风急，海雨催

春抚我肩，银滩沙细浪柔软，天予财富不计钱，健儿冲浪朝与夕，直欲云头把旗

搴。回望琼楼接海岸，奇花异卉各争妍，南珠光泽滋北海，十里百里响歌弦。古

人曾见今时月，留下诗词代代传。今月又照今人面，月知今贤胜昔贤。

（散曲套数）【仙吕】赏花时·今日北海

汪民全

【赏花时】芳草天涯绿又匀，莺转潮生北海春。云外客来频，者番丰韵，全

仗雨风润。

【幺篇】一寸相思一寸心，更不须买醉逢人问富贫。万路与千津。旧时须鬓，

愁白了几多人！

【赚煞尾】海中有好鲜鳞，海中有珍珠俊，一任石烂海枯日晕，只算作天方

夜谭一点尘，振奋这嘶风龙马精神．足消魂，通道西南趁，且看这暖日烘花含笑

真。不教人思前进，鹊叽传信，敢则是这珠光宝气喜盈门。

南珠颂（七绝）三首

阿怀东

圆浑洁白遍球夸，四照玲珑耀眼花。

闻道三中全会后，南珠一夜又还家。

北海裙钗惹恨长，十分姿色四分妆。

卖拿桥畔谁家子，购得珠花赠窅娘。



改革春风万物滋，海城如画焕新姿。

恣情挥洒东坡笔，岁岁丰收珠玉词。

清平乐 申猴临北海

陈贻德

腾云斤斗，险碰飞机手。林立高楼该怎走？先看繁忙港口。

红光满面人流，话题铁路今修。海字文章大作，银滩迎客来游。

癸酉春节巡礼（七绝）

陈贻德

一唱雄鸡天下动，内联外引繁荣共。

姬周昔日借岐山，北海今时鸣蜀凤。

珠节颂（七律）

陈万芳

四九家仇国耻销，奔腾铁马备冲霄。

几经寒暑尝甘苦，多少精英半寂寥。

开放曙光耀南海，辉煌日月颂天骄。

银滩十里冠裳集，四海轮樯逐海潮。

颂出海通道暨二届珍珠节（七律）

陈子良

西南半壁口门连，通达环瀛已千年。

武帝开边遥渡海，龙孙揽月上航夭。

梅花二度春还再，珠履三千客至全。

故郡宏图今一振，道接丝绸更迈前。



铁山港工业区动工漫兴（七律）

沈礼森

底事天涯连骏宇？繁嚣此日动南州。

珠还浦海先碑在，诗耀屈苏胜迹留。※

九域纳贤翻羽翼，二年造势看骅骝。

铁山开港新传讯，卷地狂潮谁与侔！

※：宋人苏轼、明人屈大均等诗写珠浦，后先相继，珠玉长留。

北海郊游即兴（七绝）

陈可德

喜看城郊处处楼，千帆秋汛目中收。

银滩一派新风采，堪数东方第一流。

北海赞（七绝）

陈可德

世列桂南第一城，珍珠盛产远驰名。

银滩装点风光好，处处同欢开发声。

南珠赞

陈可德

天下奇珍天下奇，夜光晶亮更珍稀。

南珠自古连城价，誉冠全球众口碑。

银滩纪游（七律）

陈明琇。

十里银滩几度游，风光今日赛瀛洲。

琼楼错落浮绿浪，阳伞缤纷迷白鸥。

极目鲸波隐帆影，回眸鸳侣弄扁舟。



遄飞逸兴天不夜，朗月听歌人倚楼。

珠光吟（七绝）

陈明琇

珠还故郡越千秋，海国沧桑叹未休；

今日欢歌清平乐，珠光夜夜映潮头。

夜过北海高层建筑群工地（七绝）

陈明琇

人声灯海月玲珑，将见群楼耸碧空；

寄语嫦娥应莫悔，人间天上喜相通※。

※唐诗人李商隐的《嫦娥》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夜夜心”句。

银滩赞（七绝）

邹忠凯

十里银滩水接天，浪平水暖气清鲜。

年无冬夏花齐放，望月登舟不夜天。

北海好（五绝）

邹忠凯

祖国山河秀，海门绽百花。

香闻千万里，宾客慕争跨。

赞北海市（七绝）

李联祥

新建崇楼矗碧空，纵横街道势豪雄！

滨城哪得容颜改？开放应当立大功。



访北海珍珠养殖场感赋（七绝）

李联祥

珠城北海闪银光，新辟珍珠养殖场。

水产丰饶招远客，西南通道日繁昌。

珠颂（七绝）

李山

洁白晶莹合浦珠，天生丽质世间无。

骄奢帝子心何狠？苦累渔民泪尽枯。

彩蚌有灵逃劫难，昏官终是叹穷图。

孟尝惠政珠还后，造福中华贡献殊。

蚌光居※

李家金

冠头岭下鹊传书，漫述廉湾变美区；

设帐昔曾歌北海，竖帘今更咏南珠；

银滩岸外飘龙鹢，红树林中舞凤鱼；

八桂堪称鳌首港，老夫最念蚌光居。

(※)三十年代，我曾任合浦一中教师，校址在北海，宿舍名为“蚌光居”。

漫步北海大道

李楚金

康庄直欲上青天，南北交通接海边。

来往齐驱车并驾，纵横无数路相连。

星罗棋布开新局，谷变陵迁改旧沿。

伫看飞龙穿市过，宏图壮丽入诗篇。



滨城赞

苏江东

东风浩荡满中华，改革唤醒千万家。

振臂一呼天地变，滨城处处绽新花。

北海即兴（七律）

林克武

闻道南天开大港，重来北海看沧澜。

长征巨舰乘风浪，雄踞边疆有虎山。

落日渔舟归地角，终宵灯火耀云寰。

春光处处堪留恋，最爱银沙百滩里。

北部湾油田（七绝）

林宝光

钻台屹立碧云空，炎海潜藏无处同。

乡梦浮沉潮汐里，采油人在浪花中。

皇都大厦（七绝）

林宝光

柱天橄榄灿如珠，镇海红搂体势殊。

苑草栏花泉喷玉，渔歌海韵满皇都。

汉宫春·铁山港

林家旭

炎徼偏荒，匝合浦珠池，长熠珠光。扁舟夕阳鸥鸟，默伴珠娘。晨潮晚汐，

诉无限、千古忧伤。传域外，南珠声价，曾来胡贾通商。

十年国策更张，喜长埋金剑，初露锋芒。康庄大道如织，桂海连疆。蓝图伟

略，“鹿特丹”※、重现东方。珠浦畔，新编史页，丰功应过孟尝。

※鹿特丹——在荷兰，世界第一大港。



北海情思（七律）

郑凤林

海疆万里大潮生，白虎头前动我情。

银浪掀天时荡漾，楼船凌碧任纵横。

青云头上飘飘过，赤子眼中拂拂明。

地北天南无限好，同心同德作干城。

游北海市（七律）

岳平

故地畅游己几番？近闻开放又重看。

沧波浩渺海天阔，巨舸往来云雾间。

千幢高楼从地起，五洲贾客颂声欢。

振兴华夏垂青史，建设文明大启关。

初访北海归国难侨新村（七律）

岳平

鳞比新楼踞大滩，港湾一片笑声欢。

反华小丑心何狠，爱国归侨泪已干。

日丽风和沧海阔，天高水静彩云闲。

回航竞载鱼鲜满，系缆呼么卷起帆。

重访北海侨港镇（七律）

岳平

烟花时节访侨乡，风送清香树换裳。

镇北镇南歌乐业，侨娘侨女赛梳妆。

机船捞捕航天际，鱼货倾销过海洋。

最是长滩难忘处，银沙堆雪任徜徉。



北海行（七律）

陆勋

海湾地角乍来游，到处抬标筑大楼。

老土更新生异彩，边城普色画新陬。

明珠喜有专家识，良港还须智者谋。

抓住时机勇开拓，西南通道舞龙头。

一望平川喜气扬，滨城建设正繁忙。

新楼耸立六层少，大道纵横数里长。

几处标牌真气派，来年景象定辉煌。

此行短暂看难尽，他日重来度小康。

北海水产馆（七绝）

陆勋

水产杂陈样品多，珍奇海怪尽搜罗。

巨型鲸骨佳标本，更喜锦鳞微弄波。

北海水产市场(七绝)

陆勋

徜徉北海老街坊，海产繁多塞货摊。

物美价廉招顾客，市场经济倍称扬。

银滩观光(七律)

举目银滩实壮观，海湾浩渺荡胸宽。

层层白浪招人喜，只只灰鸥掠水欢。

远处舟船翻碧浪，近前男女戏狂澜。

良辰偶得知难再，摄影开心带笑还。



海之韵（三字诗）

周国丰

人地缘，住海边。沐海水，吃海鲜。海为母，哺乳泉。慕先哲，警临渊。还

珠浦，政当廉。促改革，大潮掀。扬海韵，颂今贤。

北海市行吟（七律）

庞为厚

海天一色望中放，聘目沧波忆旧游。

挚友当年拾贝处，荒滩今日变花洲。

王公蟹嫩香常驻，徐伯鸡肥味永留。※

楼矗云霄街更美，南珠声誉饮全球。

※：谓王方、徐汝宏同志。

红树林礼赞（七绝）三首

罗飞虎

傲容洁质性幽娴 日蔚霞蒸耐岁寒

硬骨坚强如铁韧 栉风沐雨笑开颜

红林牢固似长城 敢教狂风恶浪惊

海里列罗龙虎阵 顶天立地树威名

铁骨铜皮红树林 风霜雨雪也难侵

山中乔木何堪比 柏竹松梅亦仰钦

咏海底红树林（七绝）

苏善楷

谁插红林海底天？有根无种自天然。

游人多少天天赏，国泰天开福树年。



重游北海（七律）

吴亮雄

振华大厦瞰全城，小别经年旧貌更。

几处崇楼从地起，数条大道贯林横。

旧圩鱼蟹招宾客，新建滩涂集旅人。

百里重来舒望眼，明朝期上更高层。

北海市行吟（七绝）三首

张报

南国明珠

南国明珠人未识，华年寂寞付东流。

“天生丽质难自弃”，开放后来居上游。

登高眺远

登上凌空外贸楼，珍珠异彩射双眸。

前年一片荒凉地，今日棋盘广厦稠。

淖浪

信步银滩兴自高，迎风破浪气弥豪。

老来与海重欢聚，此是三年第一遭。

北海新瞻（七绝）二首

姜家凤（女）

沿街青翠满城花，玉裹银装著一沙。

独上冠头舒望眼，崇楼无数耸朝霞。

古里百年寨不开，今朝寨启致贤才。

四方冠盖纷来集，恰以明珠入母怀。



铁山港建设规划口占（七律）

张荫正

廉山源远注深湾，千古奇光熠此间。

百尺渊多珠蛋泪，一方劫起宝源澜。

孟尝改革疏遗策，邓禹豪雄勇破关。

手绘蓝图兴壮恩，誓教良港动瀛寰。

北海情（七绝）

张振钿

银滩十里景偏幽，南国海滨榕树稠。

经济起飞赖开发，珠乡风采冠神州。

赞北海市（七绝）三首

唐甲元

绾彀西南出海喉，资源滚滚散瀛洲。

喜看当日渔村地，已是连绵万丈楼。

北部湾头斛斛珠，千秋熠熠耀南隅。

今朝更见光芒甚，照彻丝绸万里途。

蓬莱仙境渺难寻，原是子虚乌有心。

人间却有涠洲岛，胜似蓬莱胜桂林。

南珠赞（七律）

黄积仁

价重连城和氏壁，奇珍举世数南珠。

光华照乘诚堪赞，粉未疗盲信不诬。

岂独佳人簪髻发，还教节妇系罗襦。※

功能避火真无匹，北部湾中是产区。

※：张籍《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西江月·赞北海市志办同仁

梁族南

半座矮楼陈宇，深藏猛虎蛟龙。

躬身修志气如虹，笔落风惊雷动。

不看僧颜佛面，直书事物真容。

著成青史建奇功，万众千歌赞颂。

珍珠颂（七绝）

梁德邻

山川精粹掌中珍，径寸夜光光入云。

高洁孟尝施惠政，千秋佳话有城堙。

赞北海市（七律）

黄素芬（女）

大浪奔腾显杰雄，激扬北海跃神龙。

辟幽涠岛开新字；铺玉银滩飞彩虹 o

合浦珠还今日盛，丝绸路拓后贤功。

如荼如火投资热，装点城雕春意浓。

北海渔业基地建设成就（七绝）

董青山

长堤十里锁蛟龙，新港人成伟事功。

万舶趁潮同聚散，渔歌清唱颂愚公。

咏北海市改革开放（七律）

曾绪超

群楼高耸刺云天，大道长街气象添。

十里银滩嘉客至，千张帆影旅情牵。



已教僻壤成喧市，更拓荒郊建乐园。

满眼繁华难尽述，同歌改革史无前。

滨城开放有感（七古）

谭雄

悬崖峭壁万重山，有党领导敢登攀。

帷握运筹抒良策，滨城旧貌变新颜。

引凤筑巢创新绩，杰构崇楼彩云间。

四大项目齐上马(※)，突破工业薄弱关。

铁山天然良港辟，北海蜚声振宇寰。

(※)：四大项目是 120 万千瓦火电厂，80 万吨练钢厂，500 吨练油厂，五万吨化纤厂。

合浦珠还（七古）

谭雄

浦海夜光生至宝，豪官搜刮庶黎艰。

孟尝改革施廉政，遂教珠去复珠还。

太守遗德千秋颂，万古留芳天地间。

沁园春·游北海银滩有感

潘绰远

北海风光，好景辉煌，盛象万千。望冠头岭外，货轮累累；银滩垄面，巴士

连连。酒肆茶坊，红男绿女，乐道津津尝海鲜。嬉潮者，悉泳衣楚楚，健美嫣然。

难忘国难当年。日鬼子穷凶犯海边。恨三三国耻，兽兵登陆；五更骚乱，市

众慌迁。逃匿无门，惨遭凌辱，抢地呼天号倒颠。嗟过去，喜今朝盛况，感奋联

翩。



今朝北海展英姿（七律）

潘绰远

今朝北海展英姿，开发西南作用丕。

出口航船接欧美，归门铁道贯京畿，

山珍集此输洋港，海宝于斯吸外资。

尚有殊多名胜地，银滩比美夏威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