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诗歌



你奋斗的样子真美

“互联网+”共享经济蓬勃兴起

新业态搭载 5G、AI、大数据跑出发展新实力

科技改变生活，移动终端指尖点击

你摇身一变化身成物流、网约、平台、家政......的缩影

这城市给予你机遇，梦想却给了你拼搏的勇气

奋斗路上，痛过哭过累过笑过

倔强是你，孤勇是你，执着追梦也是你

这城市是你的家，你是服务城市的“摆渡人”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夜幕降临万家灯火

辛勤付出的背后是那颗不甘平凡的滚烫的心

你说“小人物”也可以有“大情怀”

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多少个你汇聚成“一”

不计报酬、不问归期

用真情一次又一次点燃最美的人间烟火气

星光不负赶路人，那只打照面来不及问候的暖心人

凌晨的街道照亮你的脸颊轮廓清晰

城市的街道因你变得生动具体

伟大新时代，劳动创未来

新业态劳动者，感谢有你

为智慧生活增速添彩，让美好生活伴我同行！



携手新业态 一起向未来

惟有劳动最光荣

最是奋斗动人心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勤劳的汗水浇灌收获之花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打造时代的工匠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梦想

新业态劳动者

你们是新时代奋斗者之歌的主唱

在努力寻找认同感与归属感的路上

你满怀炽热的理想奔赴远方

任青春在足迹留下的每一寸土地绽放飞扬

谁说平凡就没有伟大

谁说渺小就不见海洋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每一种真诚的劳动都值得被尊重和歌颂

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

让我们高奏“权益保护曲”

携手新业态

奋进新征程

一起向未来！



春光速递

曾经的父辈，货郎担一直饱胀在变形的肩膀

餐风宿露的岁月

满足了多少闻鼓而出的期盼

勾画了全家人的生活梦想

肩上担着人们兴喜的春光

如今的我，打开导航

骑车穿行在多姿多彩的大街小巷

朝饮晨露，携惠风催开如花笑脸

暮追晚霞，捎歌声浸润疲惫身心

迎暑寒，不觉火炙冰骨

冒风雨，身感畅怀快意

汗水串起千家万户的香甜

我成了一束流动的春光

父辈与我

两个时代两重天

人生路上，我迈出的脚步

——正香



化茧成蝶

—— 导游化“主播”

肩包、团旗、喊话器，

酒店、景区、体验场，

遍洒辛勤的汗水，

成就游人的梦想，

彼时，我叫导游。

引导游人——

游览美景，

品尝美食，

体验文化、感悟人生。

疫情关上了景区的大门，

却推开旅游直播的牖窗

……

手机、云台、充电宝，

美景、美食、直播间，

现时，我为旅游主播。

主打宣传——

青山迤逦，

古道悠长，

美景依旧、文化依然。

日复以夜，

我把黄山的魅力传播，

我为黄山圈粉、点赞。



披星戴月赶路人

我们是城市的探路者

暴雨中，我们踏着水波而来

高温下，我们顶着烈日前行

在钢筋水泥的住宅楼宇间穿梭

连办公室的键盘也为我们敲响劳动的乐章

太阳和星星陪伴我们走过回家的路

用汗水得来的幸福有种平凡的安心

“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

我们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见证者

穿上属于我们的战斗盔甲

城市的奋斗从此有了颜色。



有他社会才和谐

——赞美快递员

晨星拥抱着初醒的大街，

露水浸润着一轮清月；

一声声欢快的笛声，

将黎明搅得如此热烈。

向梦中爱妻吻别，

轻轻走下台阶；

别吵醒心爱的宝贝，

否则，小家伙又要纠缠撒野。

归途，把晚霞送进星夜，

启程，将新的太阳迎接；

他就像快乐的时钟，

风雨无阻，从不停歇。

递上物品，送上情结，

物主的一声“谢谢”，

如同考了个满分，

心中无比喜悦！

改革开放新岁月，

中华复兴创大业；

别看快递行当小，

有他社会才和谐。



劳动新时代 共创新生活

从清晨到深夜，

他们用脚步丈量城市；

从一日三餐到家常日用，

他们以守时守诺换取信任；

从平凡坚守到挺身而出，

他们因真心付出而获得认可。

现实，让路途变成奔波；忙碌，让眼角布满沧桑。

但也有偶尔的温暖，让一切变得有意义。

是一份尊重，是一次体谅，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们是平凡的劳动者，更是幸福的创造者。

一滴汗水，是一缕照亮时代的光。

一份守护，是奋斗者温暖的港湾。

微光已成星海，奋斗者已启航。



《快乐路途 递送幸福》

朝阳升起之前

长街上已经有你奔忙的身影

明月落山之后

巷弄里依然有你疲惫的足迹

炙热酷暑下

汗流浃背的你用脚步丈量着城市

冰天雪地里

瑟瑟发抖的你用微笑传递着温暖

倾盆大雨中

衣衫尽湿的你用双手守护着期待

狂风呼啸时

形单影只的你用信念撑支着托付

你的永不停步

诠释着新形态劳动者奋进的态度

你的眼眸深处

闪耀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情愫

光荣的人啊

踏上快乐的路途



递送圆满的幸福

新就业劳动者保护新安江

你听----

江风习习，送来山民们甜美的歌声；

汽笛声声，吹响了黄金游、生态游的号角！

你看——

山腰云烟缭绕，粉墙黛瓦，掩映其中，

好一派“白云生处有人家”！

山坡上，桔树万丛，金果累累，正所谓：

“金桔万株百里香，熟果千山一片红。”

新安江的魅力，

是每一个劳动者，用美丽的身躯，

造就了秀甲天下的大好山水！

是每一个劳动者，默默付出，滋润了博大精深的徽文化！

一笔一划，

诉说着旧岁月的沧桑，

新时代的巨变，

每当此刻，

我的眼神总被

她微扬的下巴

沟壑遍布的嘴角

牵绊

一低头，

一个繁体的爱字

盈握在手心

我知道，那当中



满含着党的恩情。

在路上
——写给外卖配送员

时间的追赶者

奔走于昼夜星辰之间

没有四季，只有耳边的风声。

你送去一份份人间烟火，无数次

暮色降临。无人记住你的脸庞

只有轮回的时针

忠诚地为你见证。

人生，就这样

被划分为站点。你经过一站

又一站……寂静的深夜

你跨上电动车

也有一丝豪迈

恍若，回到古时，马甲宛如战袍！

你策马扬鞭，经过烽火楼台

耳边风声颤栗——

破晓将至。你无畏地，奔向崭新世界。



一个外卖送餐员的自白

我是一名忙碌奔波的送餐员

每天忙到凌晨一两点

风再狂雨再大

我们马不停蹄在路上

我是一名流浪漂泊的送餐员

谁都不想背井离乡

可我却只身陌生的大城市

我们用辛勤劳动创造了社会价值

我是一名幸福奋进的送餐员

在大街小巷之间挥洒汗水

保障着这座城市的物资供应

我们一点一滴织造着梦想

今天

工会把我们组织在了一起

我们也有了家

更有了奔头



新时代，新农民(组诗)

骑手——方燕

“饿了么？”
“给你点一份外卖吧。”

二十分钟后

外卖女骑手爬上 7楼

气喘吁吁将一份美食送达

骑手——
无数外卖小哥的另一头衔

因月潭水库建设移民

她举家搬迁至县城

找了很多工作

最后选择做名骑手

正好可以有送孩子上(放)学的时间

全天候

风雨无阻，露餐街头

起早贪黑，与时间赛跑

累了在电瓶车上打个盹

闲着在快餐店门口等订单

连习总书记都夸赞他们是:
最勤劳的小蜜蜂！

此次休宁抗击疫情

她和队友们更是以一己之力

逆行迎难而上



把人间小爱和最美的微笑

传送至城市的千家万户……

扎钢筋的女工——杨艾艳

时代在变

个人的身份随着时代也跟着变

从大山里走出来

不满足守着一个座山的贫困

去大城市工地

和男人一样，做扎钢筋工

日晒雨淋

高温下作业不算什么

寒暑交替

吃这点苦也不算什么

左手紧握一把寂寞的铁丝

右手攥着一个梦想的铁钩

在高高的塔吊之下

一层层网格化的水泥钢筋平面上

半空中，她熟练地捆扎着

用无数时间堆砌成与无数人

交织的打工生活网

注入水泥浆

连同无数农民工的青春

铸成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

三百元一天的收入

至年底数着汗水换来的真金白银

脸上的微笑如春风

洋溢满满的幸福

望向回家过年的路……



新时代下新农民——钱国亮

在源芳乡万金台村的高山里

一个外籍退伍军人

买下当地一间黄土老屋

开直播，卖茶叶

他用手机采录大山四季的风景

将日出与月落

风雪晨雾与光阴孕育的

山茶花和一片片新出芽的嫩叶

将一朵白云和各种鸟鸣声

将漫山盛开的杜娟

和春天刚出土的笋

将一条清澈的小溪和

二十四节气的气候变化

都真实直播展现在一杯茶水中

“粉丝”们从中直观地看到

大山的峻秀与静美

山民生活的忙碌与休闲安逸

他要求茶农采摘的新鲜茶叶

必须符合他的标准

他亲手炒制成的高山春茶

在他深情的解说和品茗中

感悟上天对一个新时代新农民的

恩赐和眷顾……



红色帐篷

————2022 年 2 月 14 日，写在县总工会主办，

流口镇政府协办的“走百镇联千村”招聘会现场。工会就像

红色帐篷，为劳动者撑起了一片就业的春天，为职工维权提

供了法律保障，为新形势下努力奋斗的每一个普通人圆梦。

红色帐篷在风里

虔诚地站立，外头

春雷落地，唤醒了一冬的男女老少

人群一卷一卷地从村子里袭来

沸腾的广场上，红色帐篷下的诸多招聘区

鳞次栉比

朴实的村民像耕种土地一般

一垄接着一垄

寻找属于自己的坐标

此时此刻

无需心急如焚的等待

无需火急火燎的告别，没有被迫与驱赶

就近就业、安家

照顾母亲和她的菜花

红色帐篷在春风里

虔诚地站立，里头

春意盎然，喷涌出一摞的崭新希望

给予奋斗中的千千万



致敬，外卖小哥

你踏着新时代的步伐，

催生了新潮劳动大军的兴起。

你迎着智能化的春风，

承载了亿万大众的深厚情谊。

你是数字化时代的幸运儿，

把线上线下经济融合一起。

你为餐饮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电子商务平台记录着你的业绩。

你站在工会搭建的成长舞台上，

用敬业的汗水谱写着履约交易。

你是餐饮消费的“摆渡人”，

用脚步跑出了城市的烟火气。

你是区域地名的“小百度”，

街道巷弄印下你送餐的足迹。

你是活跃城市的“轻骑手”，

吃苦准点是赞誉的重型武器。

你有新业态最美劳动者荣冠，

争分夺秒把爱送给姐妹兄弟。

你享受着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关爱，

不负韶华开拓着前无古人的功绩。



花露水香
——致出租车司机

其实红并非我喜欢的颜色

那辆被年岁包浆的出租车，暗红

像女人一天下来的唇釉

它停在蝉鸣筛拣的浓荫下

他招呼我，竟有我亲人的错觉

同样的错觉必定也在

他的内心

太平湖的波光洒在太平山城，我们

走动，遇见，失散

在每一季阳光的碎片里

我这一无所有的人，不必流泪

此刻

坐在他的车厢，他是我的亲人

他将把我送往我所能描述的幸福之地

车内花露水氤氲

让我想起暮色自远方泄下来的那个傍晚

想起母亲

想起被花露水加持的那些个芬芳的夜色

就像多年之后我依然记得

一辆整洁的出租车

一个平淡生活中浸润花香的灵魂。



古体诗词



沁园春·致敬外卖配送员
负戴炎风，结伴斜晖，送遍昱城。正穿街转巷，暖香入户；持肴

护馔，美味含情。徽菜楼前，文峰桥上，一骑车尘缀彩灯。闻鸡起，

又匆匆飞影，碾落残星。 何尝半日消停？数载里、奔驰万里程。

任霜侵雨打，肢酸身倦；寒迎暑访，汗洒胼生。但愿如期，应须逐梦，

熟路轻车引我行。千家悦，看佳评泉涌，一片温馨。

七律·外卖骑手
外卖小哥辛苦身，一方屏幕纳乾坤。

抢单意恐时迟后，行路心耽粥可温。

万户门前常叩指，九层阶上复留痕。

若闻半句评言好，顿觉风霜亦是恩。

七律·服务驿站寄怀
县总工会情系新业态劳动者，创建了 4家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驿站。

潮流黑马谱新章，雨宿风餐担脊梁。

闹市丛中邀月醉，舞台架上沐书香。

初心编织娘家爱，使命耕耘百姓康。

驿站流光甜梦逐，韶华争艳尽芬芳。



五律·货车司机感赋
新时代诞生的新业态货车司机是一支市场物流生力军，也是发展新经济不可

或缺的一条货运大动脉。

蜂勤自律争，星月伴征程。

肩负千家爱，胸怀万企情。

诚行生业绩，实干出菁英。

休说车能小，弦歌半座城。

七律·劳动光荣
挥毫纵意赋诗章，万座高楼好景光。

街道无尘环卫累，园林有景剪工忙。

深情换得千家赞，热汗赢来众口扬。

劳动人民真伟大，倾情奉献铸辉煌。

七律·劳动人民赞
是谁妆扮美家乡，多彩河山似锦章。

奋力耕耘书壮丽，辛勤开拓铸辉煌。

从来历史人民写，自古英雄百姓当。

双手无闲生活富，不忧今世凯歌长。

七绝•助力新业态劳动者
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相关权益，县总工会开展多元化的关爱服务。

时降新潮创业军，平台展武立功勋。



娘家助力常关爱，逐梦维权气象欣。
注：娘家即总工会。

五律·快递员（新韵）
东风催露面，桃朵绽清晨。

电动轻蹄马，行囊使命心。

足捷无践地，情热似逢春。

客愿花结果，吾为送果人。

七律·咏直播带货
抖音直播最行时，在线营销举措施。

市长带头推特产，网红攒粉售丰赀。

视频互动精挑选，快递圆通复验知。

扩大循环新业态，惠民利市赞吟诗。

临江仙
星斗三更骑踏路，不堪困倦颜容，谁怜憔悴冷霜踪，红尘烟火，

弦管已随风。

别巷清风明月照，夜行回首街空。秋冬莫问苦心中，来年春夏，

花满世间红。



颂快递员
缘何远道走千家？湛湛横江亦有涯。

最是骄阳偏纵送，车尘汗雨浣残霞。

七律.中国梦
初心不改中国梦，劳动编织画里春。

沙漠禾苗翻绿浪，荒滩大厦耸白云。

锤开富路前程阔，钎舞霞光彩霭纷。

架起长虹连世界，嫦娥碧汉采奇珍。

外卖小哥（平水韵）
头戴蓝盔一色裳，双轮作马走城乡。

需求不分寒和暑，脚底难辞雪与霜。

礼待客人勤服务，勇担责任必周详。

披星曝日为妻子，纵是辛劳梦也香。

七律·长途货车司机（平水韵）
为家四海车当屋，日夜兼程送货忙。

平道坎途多险阻，风餐露宿少蔬粮。

孤单自解歌千路，友善帮人赞八方。

己遇困危皆有助，中华美德未虚扬。

七律·快递员



城市农村总现身，热诚服务笑容纯。

东南西北经锤炼，春夏秋冬历苦辛。

素质提升成就快，功夫过硬感情真。

虽然离此家乡远，见面如同是近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