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 天 乐

沈礼森

今年旅游旺季来临，北海银滩游客已逾二十万。盛况空前，倚声志感。

天生丽质终难弃，薰风早临南路。十里银滩，千重锦浪，争诉游人倾慕，朝

暾夜露，尽岭海姿容，画图堪赋。月上潮回，小楼佳侣倚朱户。

玲珑台阁序列，更千仪百态，翻似欧浦。万顷平沙，金阳铺染，花伞兰舟何

数!欢声绕步。正举觞持螯，运思拾句，醉倒山翁，嘱年年此住。

贺北海首届珍珠节三首

阿怀东（青海藏族）

水产丰饶效益殊， 贝雕精美迩遐誉。

不妨去作廉州客， 佩有珠璎食有鱼。

南国新开“北戴河”， 古春常在日清和。

珠娘婉媚珠儿健， 一曲银沙戏海波。

遥寄贺忱南海头， 小诗虽俚寓情稠。

有心同乐珍珠节， 难览凌风万里舟。

北海白虎头观潮

邹贞业

十里银沙一望收， 潮音雷吼动浮鸥。

渔帆点点归来晚， 画意诗情到竹楼。

滩头乐

何瑞澄（女）

海角天涯远，今朝喜畅游。惊叹边城好，冬日著轻绸。

饱尝虾蟹昧，拾贝玩滩头。清风吹潮落，洗尽胸中愁。



出 海

海天遥接碧波翻， 点点银光闪白帆。

踏破天涯千顷浪， 沙鸥伴我上云间。

浣溪纱·北海游

洒尽豪情对海歌，今朝日丽又风和，专程出港访凌波。

钻井巍然如卫士，渔船飞渡似穿梭。画描不尽好山河！

夜宿银滩

陈明琇

绿树红楼一望开， 银滩帆影入帘来。

夜阑卧看海天月， 梦里依稀在玉台。

银滩消夏

银滩消夏逸兴浓， 绿女红男嬉浪中。

堪笑炎威逞不得， 岸松依旧挹薰风。

祝贺北海市首届珍珠节

陈 昆

通商已历百余年， 今日新姿倍胜前。

市集繁荣开骏业， 楼台错落接云天。

交通发达频迎客， 养殖多谋广聚钱。

更喜南珠扬誉适， 光辉前景益增妍。

白虎头即事

美誉“南方北戴河”，男男女女戏晴波。

喜看后浪推前浪， 白虎滩头乐趣多。



北 海 颂

陈荣夏

城乡处处起宏图， 开放迎来景象殊。

百业繁荣兴北海， 千秋驰誉赞南珠，

勤劳喜得鱼盐利， 改革欣通富裕途。

同心同德齐奋进， 小康在望万民呼。

赴涠洲船上

结伴乘轮海上游， 心潮逐浪似轻鸥。

倚栏翘首迎朝日， 放眼重洋看五洲。

北海谱新篇

陈锦珍

海底森林茂， 壮哉大自然。

珍珠呈异彩， 市长拨心弦。

灿烂南珠粒， 晶莹又润圆。

盛名今更远， 北海谱新篇。

遥想丝绸路， 远航珠宝船。

船藏珠民泪， 化宝献人间。

今日门开放， 振兴大可观．

东坡留胜迹， 当代盂尝还。

访白虎头

陈万芳

白虎滩头遍白沙， 一湾绿水映红霞。

渔舟晚唱沙鸥舞， 南国风光醉客夸。



海 韵

冬日海中游， 蓬莱隐隐浮。

红楼残醉在， 和梦听沙鸥。

北海宾馆消夏

辛干民

幽院林深散午炎， 清凉沁榻夜眠甜。

冰盆消暑成陈迹， 坐对春风不卷帘。

地角渔村

中央政策暖心头， 捕海扬帆竞上游。

渔满冰舱民富足， 一村茅屋变琼楼，

北海水产馆

鸿鲸雪齿尺余长， 贝静鳞翔两抑扬。

莫道馆中天地小， 纷繁水族似洪洋。

与广西语文学会同仁泳于北海白虎滩头

杨怀武

探胜人来白虎头， 海天无际水悠悠。

凭栏纵目神情远， 赤膊迎潮乐趣稠。

已在中流作砥柱， 还思遏浪驾飞舟。

三欣同伴皆人杰， 潜泳仰游竞不休！



赴北海市观光感怀

合浦珠还传古今， 丝绸之路浪层层。

凉亭曾驻东坡足， 炎海盛储南国珍。

开放鼎新生异采， 琼楼大厦礼嘉宾。

抬头待向海天望， 银燕铁鲸任纵横！

访北海市观海有感

杨怀武

治学当披海样胸， 百川灌注自从容。

星辰日月映其内， 虾蟹鱼龙藏此中。

排浊扬清波万顷， 布新除旧浪千重。

虚怀从不夸盈满， 奔放四时永向东！

观《斜阳农军》

杨应彬

凄风苦雨注斜阳， 百战农军作国殇。

创业艰难应记取， 续擎彩笔写华章。

登冠头岭

杨家盛

冠头极目意豪雄， 云海纵横一望中。

仗剑翦鲸萦昔日， 登坛宣讲播新风。

壮怀未许霜飞鬓， 老病何曾雪折松。

卅载重来天地覆， 市容人貌两峥嵘。

重 逢

几度严冬摧白发， 重逢正是艳阳天。

风光莫遭黄昏近， 犹有余辉焰海边。



忆江南·南珠

陆勋

珍珠美，世界早名扬。玉颗圆圆招上客，银光灿烂耀华堂，合浦是家乡。

北海新貌

北海南疆好市场， 烟台条约早通商。

珍珠美誉扬天下， 土产佳名满县乡。

深水码头连四海， 微波通讯接诸洋。

投资环境日臻善， 商贾云集百业昌。

北海新港

陆德林

当代愚公战每洋， 凌空铁臂吊沉箱。

南陬新港通千阜， 北海明珠耀四方。

故国闭关成往事， 丝绸开路又重光。

冠头岭上观奇景， 多少征轮竞远航。

白虎银滩（冠头格）

白云深处是天涯， 虎跃龙腾溅浪花。

银燕争相迎远客， 滩头拾贝又淘沙。

北海腾飞

海角开新埠， 滨戏披锦装。

腾空超大圣， 缩地胜长房。



登冠头岭

陆明章

冠头岭上海湾风， 白首登临兴倍浓。

十里银滩惊众目， 千帆远影接长空。

当年抗战存豪气， 今日横联挂彩虹。

白虎青龙同举步， 明珠北海展新容。

北海机场

沉睡荒原庆复苏， 深谋远略起宏图。

银鹰展翅腾空日， 桂海边城气势殊。

游桂林伏波山遥咏北海珠城

张开政

半岛涠洲物侯殊， 风光旖旎一仙姝。

盂尝政惠光回浦， 南徼商通丝满桴。

铜柱功高标象界，（注）伏波美誉薏还珠。

坡翁驻足亭存古， 极目南滨锦绣图。

注：“象界”指东汉马援在交趾立铜柱于“象林南界。

乙丑端午节吊屈原

张华

忧国忧民敢问天， 九歌声动楚山川．

佞臣不死无宁日， 何忍王宫断管泣。

三闾含冤去不留， 汩罗饮恨古悲秋。

楚天从此无颜色， 惟有龙舟作吊游。



赞 北 海

杜长瑞

卅年几度此躬亲， 景物焕然与日新。

海港宏开经贸旺， 轮船常泊码头伸．

机场垦辟通霄汉， 环宇往还只夕晨。

展望滨城花簇锦， 朝晖万遭海天春。

重 来 北 海

芦 荻

碧涛阁上欣相叙， 开放潮高万蛰惊。

一别烽烟半世纪， 重来春暖故人情。

访 北 海 市

萧世荣

结伴重游北部湾， 十年旧貌变新颜。

崇楼栋栋迎朝煦， 绿树丛丛接远山。

大道纵横通地角， 艨艟来去绕云寰。

春风骀荡晴波涌， 喜看南疆启大关。

登 眺 帆 阁

极目苍茫天接水， 闲鸥结队逐征帆。

晴沙百里莹如雪， 不愧南天第一滩。

合浦东坡亭

阳春三月访坡亭， 一仰前贤百感生。

自古奇才多命舛， 瞻天万里寄豪情。



北 海 今 昔

萧珉

海天何处闪珠光， 空想鲛人几断肠。

昨夜椰林飞笑浪， 分明春满水云乡。

人工敢诩夺天工， 晴雨薰陶心更红。

最喜红妆饶佩戴， 雪胸玉臂倍芳容。

北 海 观 海

林克武

茫茫渺渺问何边， 浩瀚沧溟景万千。

海气腾空凉世界， 北风吹浪拍南天。

征舟不觉蓬莱远， 望眼仍嫌地角偏。

既是五洲连碧水， 应教寰宇共云烟。

养 珠 场

天涯何处避狂澜？ 四海澄清带泪还。

今日场中无浪劫， 千秋始得一开颜，

不向沧波叹渺茫， 人间新辟养珠场。

欢欣夜夜随明月， 照耀南天万里洋。

西江月·合浦

林克武

合浦名传久远，珠光照耀全球。飞帆千古泛南流，赴海不分夜昼。

百粤文明早播，边疆战略咽喉。人才辈出有雄谋，今日风华正茂。



合浦登楼望远

驿路连京国， 波涛芸五洲。

渔家浮桂海， 商旅逐南流①。

马援旌旗出②， 东坡墨迹留③。

江山多胜景， 感慨复登楼。

①南流江是合浦经济大动脉，由玉林经博白至台浦出海。

②马援曾由合浦率楼船出征。

③苏轼谪海南，北归时经合浦小住。

祝贺北海市珍珠节

林峻礼

划艇遥闻拾贝声， 新来增产益丰盈。

孟尝善政珠还事， 合浦千秋享盛名．

珍珠为饰玉为盘， 灿烂晶莹举世看。

建节展销兴市道， 财经活跃越双翻。

北 海 新 貌

新容远胜旧对容。 改革中兴大不同。

矗矗高楼平地起， 丰衣足食乐由衷。

一丛花令·海上红楼

林家旭

长廊驾海涉波中，徙倚听潮风。扁舟轻楫穿楼底，漫垂钓、来去匆匆。游艇

画船，摩拖冲浪，白练界留踪。

琉璃碧瓦夕阳红，楼阁矗新容。黄金海岸今无价，凭开放，策逞奇功，聚首

友朋，雄谈伟略，飞阁接长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