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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亲贤臣，远小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关键词）

2. 矢志不移，廉洁奉公（书法家带朝代）

3. 若说缘由，本性浮滑（工业品）

4. 嘴上没毛，却是话痨（4 字常用语）

5.“后生可畏，非虚言也”（市招）

6. 先取蜀，后灭吴，有卓见（防疫用品）

7.“余囚北庭，坐一土室”（三国人冠字）

注 ：谜面为文天祥《正气歌》序文句。

8. 瓜苗破土生，风翻荷叶自荣荣，鸦声

频叫鸣（字）

  郑育斌 作
9. 开太平（氏族首领称呼）

10. 进士逆转到北关（字）

11. 西端有女戌时来（网络新词）

12. 麾下润惠及主顾（党史人物）

13. 无处不受其德佑（党史人物）

14. 乔作欢笑，扮靓舞榭( 热播电视剧)

15. 极目南口，落木在田，不由惹心绪

（纳兰词句）

  杜心宁 作
 

参与方法 ：
出刊后 3 日内发至微信 ：13891771088。

答卷只写序号和谜底，注明真实姓名、地址及
电话号码。更多注释可查看宝鸡灯谜公众号。
按猜中数量和收到答卷时间顺序，评出幸运
读者。下期公布谜底和幸运读者名单。

 

上期谜底 ：
1. 世 界 杯  2. 对 白  3. 打  4. 克  5. 街  

6. 俄罗斯  7. 讲台  8. 枇杷  9. 奈  10. 门儿清  
11. 对坐数来宝  12. 古田  13. 创新型  14. 工
匠精神  15. 获得感

幸运读者 ：
吕洪涛（江苏）、张景溶（甘肃）、王东（陕

西）、郑淑彬（广东）、徐丽娟（黑龙江）
 

（王商君整理）

同题作联   春分

是日燕来，柳碧花羞迎细雨 ；

此朝苗起，山青草茂沐春风。

（王    卓）
昼夜平分，骄阳照影梁前燕 ；

水天漫染，弱柳临风岸上花。

（林少康）
水秀山清，日丽风和春正半 ；

花红草绿，莺歌燕舞蝶成双。

（王    尧）
春分一半，景赏千端，陌上花香莺带路 ；

过雨生辉，飞鸢散彩，风中柳色燕穿林。

（仵晓静）
丝丝密密，雨雨风风，隐隐约约芊芊柳 ；

粉粉朱朱，三三五五，来来去去点点莺。

（杨柳青）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杏花

悬联求对
出句 ：柳浪婆娑如舞女      （李文彬）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 ：
百花次第开，喜跃金台争艳色（张蛟龙）
应对 ：
双燕殷勤入，遍寻凤阙赴佳期（马双林）
万客熙攘至，齐游美景赏春光（于龙江）
千柳婆娑舞，欣招玉燕剪春光（乔文祥）
三月从容至，春临大地竞芳香（辛列奇）
众鸟啁啾闹，频穿碧野唤春声（冯娟娟）
一水流连绕，羞窥石鼓漫烟霞（任广民）
一杖高低至，闲来胜地沐清音（史    晏）
群岭高低耸，欣听渭水放欢歌（何熙祥）
千帆从容渡，欣临上海趁东风（张少兵）
千里纷纷至，欣观渭水漾春光（毛祎辉）
众鸟翩然至，欣翔渭水竞春光（杨亚平）
千嶂绵延走，逢迎铁岭展芳容（任一凡）
万鸟轮番唱，欣临玉树比新声（牛宗明）
群燕呢喃唱，春来页岭换新装（张永智）
千鸟从容翥，欣闻凤县唱欢歌（高有望）
群燕翻飞唱，争观灞柳换新妆（杨    萍）
双蝶翩跹舞，忙穿竹径趁斜晖（燕小燕）
众鸟高低唱，乐飞林里觅欢情（雷晓力）
一剪飘然过，若裁绿绮染春光（李仁周）
双燕翩跹舞，忙衔旧草筑新巢（罗昱开）
千树参差发，愁冲紫陌竞春妆（徐萱波）
 

（王商君整理） 

宝鸡文化艺术中心 ：

民俗彩牛绘奋进
王商君

今年春节，市民惊喜地

发现，在宝鸡文化艺术中心

广场，立起一头可爱的彩

色雕塑牛。这头栩栩如生

的牛雕塑，被创作者大胆

着色，因而色彩艳丽、五

彩斑斓，独具匠心，透射

着老黄牛的灵动和昂扬

向上的浩然正气。

这头牛的造型来自凤

翔民间工艺泥塑牛，当然，

它是泥塑牛的放大版。它的制

作方法融入了工业美学的理念，

从而再现了聪颖的宝鸡手工艺者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断代传

承。这头传统文化气息浓郁的五彩

牛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受广

大市民喜爱，人们纷纷驻足观看，

很多大人小孩在这头可爱的五彩

牛前拍照留念。

这头牛是一头艰苦奋斗的老

黄牛，它勤劳耕耘、任劳任怨。在它

的身上，具备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素质，就像勤奋的人一样，对于工

作和生活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

正是每个人对老黄牛精神由衷赞

美的理由。

牛的一生是辛劳奉献的一生。

因此，从古到今，人们对于牛的赞美

之辞和吟诵篇章频出，激励着我们

要像老黄牛一样去拼搏和努力、勤

劳而坚韧，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

默付出，创造价值。

诗人臧克家曾经咏诗赞美老

黄牛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

鞭自奋蹄。”这首诗，饱蘸深情，把

老黄牛暮年的“不求索取只知奉

献”的精神真实地写在纸上，非常

传神，并以此诗句勉励老年同志，

为服务民生没有终点，勤努力多奋

斗贡献余热。

宝鸡儿女要发扬老黄牛艰苦

奋斗的精神，共同创造城市的美好

未来，让我们的生活像这头五彩牛

一样斑斓多彩！

古弓鱼公园 ：

西周玉牛显文脉
本报记者  段序培

沿着清姜河溯流而上，在渭

滨区神农镇太平庄村有一休闲养

心的古弓鱼公园，依山傍水，绿树成

荫，处处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文化

气息。漫步这方土地上，不觉间就

会被园内厚重的历史积淀、独特

的人文景观、曼妙的自然风光深

深吸引。

在一处小广场，一尊穿越三千

年时光的西周玉牛，在阳光的照耀

下，诉说着周文化和周礼的魅力。

一头圆润古朴、憨态可掬的白色玉

牛镶嵌在一块巨石上，只见它四蹄

并立，头部前伸，浑圆的屁股高高

翘起，精巧的造型吸引着游人的目

光。它是秦川牛最早的玉雕形象，

原型长 4.5 厘米、高 2.4 厘米、厚

1.1 厘米、重 14 克。四十多年前，

农民刨地的锄头敲开它的家门，一

批批考古队员经过仔细勘查、认

真考证，千辛万苦揭开了它的神

秘面纱，和它一起面世的还有夔

（kuí）龙、玉兔、串珠、玉璜、玉玦

等玉器和多种青铜礼器。独具匠心

的建设者们，从这些出土的精美物

件中选取了 40 组，按比例放大雕

制成景观。倘若你认真品鉴、耐心

琢磨，每一处景观都能激起内心阵

阵涟漪，西周古弓鱼国、秦、三国、两

宋的历史文化也会在你心里默默

生根。

对于土生土长的秦川牛，宝鸡

人是熟识的，这里是它们世代生存

的地方。它们凭借着高大的体格、

粗壮的骨骼、强健的体质，自农耕

时代起便伴着农人们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人们感恩于它们的奉

献，敬重于它们的付出，于是

便把它凿刻在石器中、雕刻

在玉器上、浇铸在青铜器

内、描摹在书画里，将它们

的奉献精神代代传扬。

宝鸡是周秦文明的

发祥地，这里的人们秉

承了周人的知书重礼和

秦人的豪爽大气，这里的

人具有和秦川牛一样的脾

性 ：披荆斩棘锐意进取的拼

搏力，脚踏实地永不松套的

实干劲，负重奋进不甘落后的

开拓心。

清澈的河水从秦岭山中蜿蜒

流出，流过河底形态万千的岩石，

穿过园区缓缓流向远方……

宝鸡街头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强调要发扬“三牛”精神，让我们对孺子牛、拓荒

牛、老黄牛心生崇敬与钦佩，对“牛”也有了更深的领悟。雕塑是展示一座城市文明进程、人文

精神、个性风格的风景线，在这万物生发、百花争艳的春日，让我们去市区公园路、经二路等

处，看看那独具特色的“牛”雕塑，是如何展现宝鸡独有的文化和精神的……

市人民公园 ：

环保灵犀展艺术
本报记者  段序培

华灯初上，人们信步而行，乘着

周秦风韵，向着市人民公园那一湖

碧波美景而去……

在古色古香的公园门口，一组

造型别致的犀牛雕塑漫步在五彩

花卉织就的花海中，一条用白色小

石子营造出的清澈湖泊在花丛中蜿

蜒。犀牛全身披着厚重的铠甲，被短

柱般的四肢稳稳地托举着，庞大的

头部傲然前伸，两个长短不一的犄

角威风凛凛地指向前方，调皮而灵

动的尾巴甩在身后，体内散发出的

光束，映照出在远古时代悠然款步

的场景。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组犀牛

雕塑竟然是用废旧物品做成的。其中

个头较大的犀牛身长4米、高1.9米，

用枯树枝制成；稍小的犀牛身长 3.2

米、高 1.8 米，用废旧轮胎制成，粗细

不一的树枝和轮胎特有的纹路使得

这组犀牛雕塑丰满而有肌肉感。它

们的身后是层峦叠嶂的秦岭，中间横

贯一条瀑布，在流水灯的变换中呈现

出飞流直下的动感画面。这组以濒危

物种犀牛为主题的造型，自牛年春节

便立于此，不仅传递着灵犀报春的美

好寓意，也呼吁游人爱护珍稀野生动

物，保护生态环境。

犀牛是世界珍稀动物，它们体

型笨重，但性情却温顺，一般不会主

动攻击人类。在古人眼里，它们是一

种尊崇的“巨兽”，从众多出土的文

物中就可以看出。宝鸡曾出土一件

青铜犀牛尊，栩栩如生的神态、独具

匠心的创意，被誉为中国古代工

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

典范之作。

夜幕下的市人民公园，

被这组犀牛造型装扮得美

轮美奂。行走在园区，亭

台楼阁灯光璀璨，绿叶摇

曳花香弥漫。振翅欲飞的

仙鹤、灵动可爱的蚂蚁、

活蹦乱跳的螳螂……轮

胎、农具、饮料瓶等废旧物

品，经园区能工巧匠之手，

变成一件件造型别致的动

物雕塑，点缀在花草间、碧水

旁，为园区增添了无穷的活力，

也向游人呈现了环保理念带来的

艺术美。

市区经二路东段 ：

铜塑公牛见发展 
王商君

牛年到了，与牛有

关的商品也火了起

来，不论是凤翔的

泥塑生肖牛，还是

含有“牛元素”的

工艺品，都深受人

们喜欢。

市区经二路

东段，一尊公牛雕

塑把这个春节渲

染得格外热闹。不

少市民和外地归来

的游子纷纷来此与铜

牛合影留念。这个雕塑

栩栩如生、威风凛凛，把牛

的倔强和勇猛表现得活灵活

现。远远看去，这头公牛浑身散发着

一种昂扬向上、永不服输的凛然正

气。在我的眼里，这头牛就是一头勤

恳耕耘的拓荒牛。

拓荒牛精神的精髓在于 ：勇于

开拓、大胆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敢于冲锋、敢为天下先。这种精

神正是我们中华儿女勤劳创业、顽

强拼搏的真实写照，也是宝鸡人民

努力建设家乡的追求。

这头公牛雕塑是 1997 年初

建成的，当年也是生肖牛年，大约

用了 10 吨黄铜。每逢牛年，人们

都会给它头上佩戴红绸花，让它

别具英气和牛气。这头由陕西省

文物局制作的铜牛，让城市多出

了几分新春佳节的喜气和“牛气

冲天”的昂扬之气。 

二十多年来，铜牛伴着宝鸡人

民走过一路风雨，见证了城市发展

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宝鸡人民在各

个历史时期也充分发挥了拓荒牛的

勤劳勇敢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荣获诸多国家级荣誉，就是对这种

精神最好的诠释。

对于宝鸡，我们有着非常深厚

的期许，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应

该在铜牛的陪伴中，继续发挥拓荒

牛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面对新时

代的挑战和机遇，继续努力，不断创

新，为宝鸡的繁荣和发展写下精彩

的一笔！

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