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第十六届

剧场剧场，，桃花诗桃花诗
（广东深圳）阿翔

尚盛开。仅限于满目，环绕着荒凉地貌
那一天我见到了桃花，于春天秀骨
灿灿，树叶幽咽
在此地，我从不辨别方向，光而不耀
仿佛风是多余的，在我身边显得软
绵绵的，白天不想夜晚的事

尘埃弥漫。允许我坐下，允许我跌
入混沌的睡眠

“耽于幸福的人，在空中嬉戏和纠缠
耽于孤独的人，说出来，说出清晨
和木栅。"
每天的桃花，皆奔其命

我无视于虚空，内怀鸟翅
既不深入，也不浅出，我不是说在完美
更多时候遭逢漏雨，沉郁顿挫不一
而足，迎着繁华
粉红色的桃花唤起密语，“你将如
何安顿。”

世间清净就是如此。这个被普遍赞
美的生活
像从前，身体经常发烫
它与卑劣相互排斥，我绝不让自己
变得麻木
如果是这样，那就一同斑斓与温暖

落在肩上的那一瓣，替我呼吸
我承认，我的确不知需要多近的距
离才能听到虫子唧唧叫

替我退守到黑暗的一边
回忆那些蔚蓝、钙质的隐痛以及欢喜

2003年·第十七届

龙泉桃花龙泉桃花20032003
（四川成都）李明政

《诗经》里盛开的灼灼其华
一直灿烂到龙泉
我相信枝头的片片花瓣
点燃过古人的忧伤

站立在一树桃花前
我确认龙泉的春天
是被桃花照亮的
没有桃花的春天
等于一句谎言
从城里赶来赏花的人
是有福的
他们被桃花照亮了
从而生活在春天里

2004年·第十八届

在龙泉在龙泉，，
想起想起《《桃花扇桃花扇》》
（四川成都）张寄波

因了这出戏
你让三月的阳光
忧郁了一年又一年
蕴了一冬的心事
终被刨开

粉红的容颜
吟笑在一柄折扇里
你是桃花
桃花是你
在龙泉的山丘中
任春雨浸透一世的温柔

凛冽是身外的事
一年一度的温暖与灿烂
是三月的事
桃花就这样开了
携那年的微笑
如约而至

2005年·第十九届

桃花开桃花开
（四川成都）牛放

铺天盖地的春色
2005年在龙泉山全都开成桃花
红红的火焰
顿时在山岭上蔓延开去
远远近近
探花的热情
迫不及待地挤满山路
而客家人的天空
早已飞满蜜蜂

2006年第二十届

龙泉桃花龙泉桃花
（四川遂宁）蒲小林

一棵桃树，被风吹弯，又一棵桃树，
被风

吹弯，吹弯，又弹起来，弹起来又吹弯
一生挣扎于这样的反复
沉重的树叶，有时候一片，有时候几片
像树的冷汗，砸在初春的大地上

风稍一打盹
洁白、粉红绚烂的花朵，像美人的
羞涩，哗地
冒出枝头，先是一朵，两朵
然后是整个春天

2007年·第二十一届

二十五节气二十五节气
（福建厦门）舒婷

春天的形象大使，
在桃源村的T型舞台上，
将一件盛唐的薄衫儿，
展示成迷你短裙。
蝴蝶依旧投递古老情人；
蜜蜂四处提高点击率；
闻讯赶来的博客们在花海里沉没。
最先冒出来的是
诗的鼻子，因过敏
发出很多声响。
绽放时无忧，
美丽从来就是全心全意；
凋零时无悔，
借梅雨洗尽铅华泼胭脂一地。
西南小小乡村，因此
超生出一个
高致性爱情流感的节气。

2008年·第二十二届

成都成都，，
20082008年的节庆年的节庆
（四川广汉）陈修元
三月启航的桃花
从中国成都出发
寻找她的异国姐妹
来自美国佐治亚州桃郡的桃花
与龙泉驿的桃花相约
将三月染成粉红

妖娆在盛世的桃花
走在属于她自己的T型台上
命中注定，在奥运圣火
点亮北京的夜晚前
要历经一场千年不遇的灾难

5.12汶川大地震，青涩的桃果
在梦中被獠牙粗暴嚼碎
桃花，我的新娘桃花
你新婚的日子，让热爱你的人群
在余震中，奋力拼接你桃型的图案

2008，成都，这一年的桃花，花期最长
亲近她的人，内心水份充盈
在春天和秋天之间
在不同的肤色之间，桃花
成为我们心里善良而强大的词语

2009年·第二十三届

最近这株桃最近这株桃
（四川汶川）羊子

她按着她的心思走。

脉脉向天，内心连着深海，
视我的镜头如飘蓬。

最近这株桃在龙泉的水波里，
梳妆她的心思，不让我看。

哪里是我看不到的呢？桃啊，
我也是从大地的中央走过来，
从时间的另一个高端走过来，如你。

不习惯空旷的头顶上这多艳阳，
气喘吁吁地环绕着，
不愿这多地火匕首一样簇拥着。

都想亲近你是桃！

你是逃，你是我心口纵容的逃。
一分一秒在时间的背面，
芬芳自立，守节而美。

2010年·第二十四届

桃诗桃诗
（四川邛崃）杨然

从龙泉的枝头上
摘下我心仪的桃诗
归田园去，那里有我
美不胜收的抒情欢乐
映照绚丽的客家火龙汇流
牵引我融入旷野的芳涛艳波
万人相亲，我只亲这一枝
火热的成都生活恋歌

仿佛一朵魂归故里的容颜

谱就我幻想多年的牧歌
桃花如梦，梦如桃花
以诗寻找我心灵的归属
从成都来，到龙泉去
年年如约花开，年年结果
田园和城市在这里手牵着手
心连着心，一生永唱欢爱的歌

2011年·第二十五届

赶路的春天赶路的春天
（山东济南）夏海涛

取一束含苞的桃枝权作马鞭
从黑夜启程 赶赴水蜜仙桃的盛宴
怀揣古典的意象 搜集流传的花香
与风作伴 沿着蜜蜂的舞蹈
一路向南

时间的栅栏 拦不住盛开的欲望
从古蜀国纵身一跃 飞过三千年
驰骋的脚步被龙泉的桃树绊倒
春天酒瓶般炸开 桃红四溅
所到处阳光飞舞 清香点点

愈开愈烈的花瓣先于桃叶到达
成千上万的手臂
举起柔情似水的召唤

春天乘着快马 自南而来
经成都到达龙泉驿站
歇歇脚 追赶2011年

2012年第二十六届

桃花在桃花在20122012

（四川成都）凸凹
桃花在2012，想起列宁在1918
想起一场新的含苞，一场
顶风的怒放。克里姆林宫这朵大桃花
在饥饿中流血，在流血中想起
面包屑……保卫一朵花，英雄救美
让苏维埃收获了花的高贵
花的弱小。除了这些，桃花
这位穿红裙的少女，还想起了
那沿龙泉山驿道走来的星期日--
这个生日，从红，但一点也不红：
人民看见的，是一些树立的大地，在
山泉镇垭口回风的第26遍朗诵中
掉着树形的古老冰渣。这一年
桃花还想起了她的命，她的
红得要命，薄得不要命的命，她的
活也要活在春天，死也要
死在春天的命
桃花的命，只有桃花自己才能比喻
只有桃花自己才能飘动、转经
说给空茫听
至于玛雅预言，怎么尖锐、敲门
也没能进入庄子的蝴蝶梦--
没能进入一朵桃花的记忆
那处女般的开篇和结语

2013年·第二十七届

驿路折花驿路折花
（四川成都）李永才

驿路的嘤鸣，比流水更犀利
让人猝不及防的，
是复活于栅栏的冷雨，桃花和干草
一只过早醒来的灰兔
守在春天的偏门，唯一的等待

是狼群般的曙光，一声早安
如爱人小小的清歌
赶走了，黎明堆积的情伤

和风过处，旷野是装满寂静的瓦缸
我发现，桃花吞没鸟声后
连自己的影子，也不认识了
那种感觉，就像心存一念的女子
紧随雨后的阳光，驿路折花
让一枝春意，独秀高楼
我无法猜测，一朵干瘦的花朵
怎样把江南的缠绵，聊寄祖国的北方

在春光无边的驿站，我容易陷入
柔软的过去，而踌躇不前
我把初生的嫩叶，当成一只蝴蝶
植入内心 这怎么了得
要么是人间的美好，被一只摧花之手
谋杀。要么是一场春雨
沉默的悲伤，穿越黎明的真相：
明亮的生活比阴暗的思想
更让人无所适从
好吧，那就让粮食和雨水
在流言满地的尘世，再一次相爱

2014年·第二十八届

和身体里的和身体里的
桃花一一告别桃花一一告别
（四川成都）彭志强

让沉默与时间为敌，整个2014年
我的心脏都长满了密不透风的铁
吃再多甜蜜的桃也化不开一脸的沉重

桃枝上绕不开的劫
头发上理还乱的结

仅仅醉了一杯桃花酿，三春依旧溃
烂如泥
28岁那年我用微笑生育的女儿
却因此看透
一个在桃花上来回奔跑的人
和细雨中呼喊的蚂蚁差不多

即使运着万千诗句，也无法返回
采摘梦的来处

把桃花移植脸上
这过去的方程式，因算错一步而自
乱阵脚

桃花散乱，
春风自苦。

豪言壮语深陷别人的脚印，我的马蹄
在龙泉作古的驿道不再急坏骨朵。

在龙泉山，我已习惯坐在影子里
和身体里的桃花一一告别

2015年·第二十九届

丁酉春丁酉春，，
回望车城桃花运回望车城桃花运
（四川成都）刘红立

桃花故里
丁酉春，月在癸卯
辛卯日，午时，命带桃花。打望

哪一枝桃花，是第2015朵开放的，
那上面
有两年前的一颗痣

第一辆下线的越野车驰上车城大道
龙泉老驿站舒展新描眉梢
拈一吉祥处，点靓
一颗叫做“普拉多”的桃花痣
惹得满山桃花
一开再开，“吉利”“沃尔沃”紧撵远
去的蹄声
身影比扬尘还轻

都是些寻花问柳的客家新人
穿艳了一身桃花故里
桃花运，用29枚桃枝纤纤晕染
浓淡相宜
没有东西之分

2016年·第三十届

又见桃花又见桃花
（四川成都）梁平

龙泉山第三十朵桃花，
揭秘她的三生三世，
那条久远的驿路踏响的马蹄，
把春天的桃红带走，
那些黑皮肤、白皮肤、棕色皮肤的脸上，
都有了一抹腮红。
我在树下等候那年的承诺，
等候了三十年，
从略施粉黛到雍容华丽，
只有一首诗的距离。
又见桃花，起句如文火，
煲连绵的春夏秋冬，

所有的季节都含了颗蜜桃，
花瓣雨纷纷扬扬，
我的爱，一滴就可以泛滥。

2017年第三十一届

风吹桃花风吹桃花
（四川成都）赵晓梦

被放大的朝霞
正缩小着山泉的清晨
被掩盖的山脉
正看护着桃源的宁静
属于龙泉驿的春天
又回到了大地的眼眸

青草和泥土温暖的黎明
带着花朵透明的梦想
充盈驿道泉眼的心脏
万物静止，聆听风吹竖琴的声音
这三生三世的十里桃花啊
花开不尽，奔马似的群山
烟霞苍茫，犹如云端上的香格里拉
正接受神秘霞光外衣

手握2017年春风的姐妹
心中最柔美的那抹色彩
都盛开在巨大树干的寂静上
山中一夜雨，情道流出诗意和远方
连心亭的长命锁，捂不住林间清音
一块石头让人面桃花相映红
满山遍野都是春风的灼灼证词
现在你可以再亲吻她的眼睛和额头了

——就是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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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第一届

桃花会桃花会
（四川成都）张新泉

从1987年开始，普天下的桃花
定期到中国的龙泉聚会
据说崔护也闻讯从唐朝赶来
漫山遍野的花苞绽开时
正好应和着礼炮般的春雷

云蒸霞蔚啊霓裳彩衣啊
如梦令的花容满庭芳的蕊
让过境的鸟翅尽染芳菲
这一年我信笔涂鸦，写道：

“桃花才骨朵，人心已乱开”
从此浪得虚名，整日里亲花爱朵
夜夜忘归……

1988年·第二届

第二届桃花节第二届桃花节
（四川都江堰）王国平

春去春回，龙泉花开
第一届的花事还没有凋谢
那些采梦的人还在树下
喝茶、说话、晒太阳 围着弯曲的
炊烟
寻找枝头的芬芳和忧伤

春天不用化妆，说来就来了
桃花不用彩排，说开就开了
那是1988年的春天，没有打过任何
招呼
粉红的火焰便舔着记忆般起伏的
群山
一路燃烧，直达龙泉和平原
遮阳伞下的人们还有点惊慌失措

远处是那些怀揣农事的人
他们肩上的箩篼和夹背
装着从物交会上摘下的喜悦
他们就像一枝枝奔跑的桃花

在春天里幸福地招摇过市

二十多年过去了 往事已经走远
而笑容还在脸上，春天还在树下
鲜艳的桃花还在黑白记忆里怒放
龙泉还在一抹红中继续羞涩

1989年·第三届

最动人的表情最动人的表情
（广东东莞）蒋楠

时间的眼睛里，保持着
你三岁时的模样
那些泛黄的记忆，早已
倾身而去。呈现于眼底的
惟有你灿烂的笑靥

越阡度陌，你跳进这片园地
每张容颜，皆是临照未来之镜
当工业文明的气息，渗入
郊野，你变身一座城市的方向
微笑，是你在三月的造影中
最动人的一种表情

物交会、运动会，以及花间迸脱的
村落……一切全都被你容纳
人们醉在其中，好像
融进缁尘未染的家门
不曾品尝你的果实，世界已
从你释放的幽香里
感觉到了你的分量
倘以命名来替换梦境
你的学名便是——“桃花诗村”

1990年·第四届

龙泉驿的桃花龙泉驿的桃花
又开了又开了
（四川绵阳）马培松

兄弟，我忍不住要告诉你
龙泉驿的桃花又开了

开在我们曾经流连的
那片园子里

那些桃花的女儿们
越开越妖冶，越开越艳丽
她们打定了主意
再也不回天上去

昨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那些新开的花儿对我说
她们很想你

1991年·第五届

三月桃花三月桃花
（四川成都）徐甲子

每年这个时节
成都以东的龙泉山岗
成群结队的桃花
像久未出门的女子
相互约定，将一张张粉红的笑脸
绽放在春天的土地上。

这些百姓的女儿，朴素、含蓄
她们成于自然，又归于自然
从不以媚情撒娇于厅堂。
她们纯静、温和，不卑不亢
从不做温室里的娇娘。

在这三月的龙泉山岗上
成群结队的桃花姑娘
高举着春天的彩旗
把甜蜜的花语
悄悄倾诉给自己的故乡。

1992年·第六届

19921992年桃花年桃花
很特别很特别
（四川成都）张放

“一九九二年
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
一个圆"
龙泉驿的桃花很想追随
灼灼其华将乡音喊到天边--
开了！开了！这儿也很特别--
特别的春光，特别的区间

“物交会”，“友好观光年”
开到第六届了，七十万张笑靥
协议引资两千万元……

龙泉想飞，不信花不惊艳
东山再起，生活应该比蜜甜
人道明媚鲜艳能几时
这儿年年岁岁花枝灿
硕果，不仅在枝上，梦中可攀
为什么桃李树下自成蹊，因为
水不在深，有龙泉则灵，
山不在高，有桃花则仙……

1993年·第七届

桃花深处桃花深处
浮出的笑容浮出的笑容
（四川双流）徐文中

又见桃花，相遇三月
龙吐清泉，倾述一个梦境
以爱作试纸
修复一种视觉
在思路中启发一个观念
桃香浮动，展开了春的光线

一路走来的节气
风吹雨散，淘洗过的风
过滤了的天空
桃花深处浮出了笑容

站在那朵桃花的出口
把时间绑在目光中
1993，我们谛听了
桃花映红的岁月

千年桃花源于一种出处
桃花无劫，桃红田野
夜坐桃树看明天
举杯嚼月，满嘴桃花瓣

我们拥有龙泉就拥有桃花
拥有桃花就拥有春天

1994年·第八届

我看见我看见19941994年年
的桃花了的桃花了
（四川成都）龚学敏

我看见那么多的春天，在一位叫做
桃的女子身上
恣意开来了。
我看见那么多的春天，在一枚叫做
龙泉的
汉字上，情不自禁，书写出与爱情
有关的
故事了。

我看见那么多的春天，在一个叫做
洛带的

小镇上，随遇而安，在青石的小巷
中，
再也不走了。

我看见那么多的春天，从一群叫做
龙泉人的
名字中，芬芳四溢。
在今天，一个人就是一朵叫做桃花
的温暖。
在今天，一群人就是一片叫做桃林
的春天，
可以四季。

我看见那多叫做春的风，在鸟的鸣
引领下
从四面汇聚而来，在这里，就叫做
春天了。

1995年·第九届

19951995年桃花节年桃花节
的消息的消息
（四川成都）何小竹

1995年桃花节的消息
我是从报上看到的

周围的人也在议论
龙泉驿的桃花
像人民币一样绽放

许多经济合同
就签订在桃花树下
有关桃花的消息
总是和人民币联系在一起
轮番见报，十分热闹

那一年我在科华北路
经营着一家夜总会
没时间去看桃花
只写了一首诗，表达
我对绽放的桃花的想象

这首诗后来也像人民币一样
被多次印刷和发行
暗喻着一种气象

1996年·第十届

在龙泉在龙泉
（四川成都）席永君

在龙泉
春天被桃花劫持

每一朵桃花囚着一个
小小的春天

当花瓣凋谢
春天并未零落为泥
而是隐秘地走向了果实

在龙泉
春天不叫春天
叫桃花

1997年·第十一届

天空灿如桃花天空灿如桃花
（重庆）唐力

是一瞬间的绽放，灿若桃花
是长久的快乐，灿若桃花
是泥土坚实的梦想
在高处绽放，灿若桃花
在成都，在龙泉驿，桃花在上升
在一九九七，桃花携带着
种子的、人们的、大地的
幸福、梦幻、希冀
在高处汇集，交流，在一瞬间绽放
美的绽放，金色的绽放
让天空，灿若桃花

此时，地上的大街
龙泉驿的大街
一条金碧辉煌的河流，在涌动
人影如织，每一个人都是
一朵浪花，不，是一朵朵桃花
他们也在绽放，不过
他们隐藏了自己的花瓣，但美
在放射光芒，是他们相互的辉映
让大地，灿如桃花

当他们抬头，他们将看到
天空灿如桃花，今夜灿如桃花

1998年·第十二届

19981998年的桃花年的桃花
（四川成都）干海兵

桃花是从乡村荡漾开的
未孕的桃花在早雾中飘荡
在青禾的湖面，在浩淼的春水中
弥散着乡下女子的初血

桃花开得只是有点温暖
每一朵小小的火苗，都只在内心燃烧
在你的内心呻吟

一万朵桃花都在呻吟
在野风平息之处
在半梦半醒之间

1998年的桃花，在柴扉半掩的乡下
羞涩地张望--小路通向远方
没有人去
也没有人来

1999年·第十三届

我在桃花故里我在桃花故里
幸福地沦陷幸福地沦陷
（北京）沙白

春天的枝头，只有桃花能直抵天堂
你我的心底也有那么一朵那么一片
拨开不散的愁云与不歇的苦雨
夭夭灼灼

1999年春风浩荡
“成都城市向东推进”
向东，向着桃花盛开的地方
蜂们蝶们鸟们向东
爱花的人们向东
与花为邻，诗意栖居
采蜜、翩飞、啼鸣
舞龙、诵诗、聚友
在桃花的怀里幸福沦陷

祖国的西南
有天府之国有沃野千里
嗨，这位客官
东出蓉城定会艳遇桃花故里
龙泉驿——宜居宜业宜终老

2000年·第十四届

回忆的坡度回忆的坡度
（四川成都）蒋蓝

一树桃花倒立水上
根却盘桓于星群
几只夜鸟火车一样隆隆驶过
颤动的春季，使湖水
导电而绿腰婆娑

我不懂你的法术
你是吞火而生的蝾螈
再从乳房拉出一片片绿绸
像一只从客家人梦里脱壳的黑蝉
用侧身的弧线湮没乱开之花

绕道我的梦中
我醒来的坡度
越来越陡

这样，我就被搁置在龙泉山的腹地
像失去树皮的杜仲那样渴望安静
除了借助雨的掩护四处游走
我的大部分精力
不过是在桃子上
打出一个虫洞

2001年·第十五届

题题《《桃花故里桃花故里
20012001》》
（四川成都）凌仕江

这个季节
你的雨丝落在我的眼睛里
我用心为你撑一把太阳伞
盼星盼月总是盼不到彩虹
雨中的龙泉
桃花的乡愁

懒得依偎你近在咫尺的芬芳
偶闻风雨
偶遇凋零
风烟俱净中自有美妙呈现
美妙绝不限于男和女

每一个三月醒来的梦里
我都在潮湿中凝望你
那时锦江河边有风筝在飞
孩子诵诗的声音还没响起
晨雾宛如沉默的帷幕
我的马匹打不起精神来看你
风中的画笔停滞在水墨里
桃花。桃花。桃花。
桃花。
桃花。桃花。
桃。花。

桃花虽好
故人却多病

因为一朵花因为一朵花
恋上一座城恋上一座城
因为一个节因为一个节
迷上桃花生活方式迷上桃花生活方式

春风十里传家风春风十里传家风，，桃花诗村飞花令桃花诗村飞花令
龙泉驿“我爱成都·农民家风诗词大会”24日举行

编者按
1942年春，一位叫晋希天的

布衣读书人，在龙泉山山泉铺桃
树下，与四位同学接吟成诗：“龙
泉山中桃花源，桃花堆成龙泉山；
今年赏花人两桌，半个世纪万倍
多。”——诗歌，数据，统计，就这
样与龙泉驿最初的花节产生了联
系，形成了“桃花缘”。

1987年的春天，龙泉驿漫山
遍野的桃花有了自己的家：桃花
会。而那时，全区经济总量仅是
2.61亿元。但从那一年开始，一到
3月，成都便吹响了桃花的集结
号，龙泉驿便吹响了发展的冲锋
号。号声绵亘，干劲冲天，一干就
是 30年、31 届，一干就干出了
“桃花生活方式”，干出了全省首
强区县。而落地在这片土地上的
一年一届的成都乡村诗歌节，也
走到12个年头上了。

2017年的春天，在龙泉驿建
设“中国大车都·成都副中心”的
宏图如火如荼铺展开之时，一个
以“‘数’说30年桃花节镜影·中
国诗人另像浪漫解读”为名的巡
展出场了。巡展邀约了舒婷、梁
平、龚学敏、张新泉、凸凹、蒋蓝、
何小竹、安琪等32位作家和诗人
为31届桃花节赋诗，为每一年桃
花的绽放和龙泉驿这片土地的恩
赐，给出他们的比喻和遥想。

龙泉驿不仅出百里桃花，也
出三百首桃花诗--从全球范围
遴选编成的《桃花诗三百首》，以
及《中国乡村诗选》《中国诗歌双
年选》《现当代诗人咏成都》《采
诗锦城东》等诗集，都出自龙泉
驿。著名诗人舒婷复出后写的第
一首诗《二十五节气》，是在龙泉
驿第21届桃花节上写的；著名诗
人张新泉在龙泉驿诞生的代表作
《想龙泉》，更是家喻户晓。

“诗书礼义，耕读传家”，一群农民诗人在桃
花诗村桃树下，举行“我爱成都·农民家风诗词
大会”，演绎一幅绝美的乡村诗歌美景画。

近日记者获悉，第31届成都桃花节的重头
戏“我爱成都·农民家风诗词大会”暨第十二届
乡村诗歌节，将于3月24日在“中国乡村诗歌之
乡”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的桃源村（桃花诗
村）举行。

据了解，此次活动有八大亮点——
亮点一：活动以“爱成都、农民、家风、诗词”

等关键词为重点，掀起农民家风诗词大赛高潮，
当属国内首例。

亮点二：活动由央视栏目团队和地方联手
打造，邀请“百家讲坛”主讲李山、“中国诗词大
会”第二季亚军彭敏等，以及全国著名诗词专家
梁平、张新泉、谭五昌、向以鲜等莅临现场点评，

创意打造节目室外版。
亮点三：现场将重温“种桃第一人”晋希天

当年与同窗好友赏花吟诗情景，重拾先生“家风
传承”美好故事。

亮点四：参赛队员大多为对古诗词感兴趣
的农民，他们来自都江堰、简阳、资阳雁江区等
10余个区县，以及龙泉驿各镇乡。

亮点五：活动集娱乐性、观赏性和互动性于
一体。评委由专家、观众游客、村民、市区诗词爱
好者组成，人数达200人以上。

亮点六：活动设计新颖，内容丰富。“家风
令·飞花令”在桃树下，飞出“家风”，飞出“桃
花”，飞出总冠军。

亮点七：活动中将穿插本地特色节目和趣
味互动节目，邀请嘉宾上台讲述诗词故事。

亮点八：参与者达数千人，规模空前。 30年，31届，32位诗人以诗的名义“数”说一个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