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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寄语

春暖花开

-—听蒙曼老师解读诗词

青春，青涩而美好，稚嫩而洒脱。对于某些人
来说，青春是人生的一个阶段，现如今，青春更多的
是一种心态。从古至今，文人墨客从不吝啬手中的笔
墨去渲染青春，与青春相关的诗词更是数不胜数：毛
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感慨“恰同学少年，风华
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孟郊在《劝学》中
苦口婆心“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吴文英在《生
查子·秋社》中叹息“泥落画梁空，梦想青春语。”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
少年时。”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让
我们跟随诗人进取的足迹，一同徜
徉神州大地，纵横四海八方，挥斥
方遒，礼赞青春。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
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
晴却有晴。”刘禹锡写过很多爱情
诗篇，每一首都感人肺腑，特别是
他的这首《竹枝词二首·其一》，
通篇描写细腻感人，诗人把女子内
心的那种相思之情，以一种充满诗
意的方式，描绘的淋漓尽致。“东
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两句诗格外经典被后世无数的诗
人化用。蒙曼老师借此诗最后两句赞美“青春”，她
认为，青春留给我们最美好的印象，一方面是激情澎
湃的奋斗，另外一方面，则是青涩朦胧的情感。
蒙曼老师对《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
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有其深入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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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当人们看到水流川流不息的时候，很自然
就会联想到时间的消逝、生命的消逝，无论时间或生
命，总有一去不复返的那一天，谁也没有办法控制自
己的生命可以永远延长下去，但是人可以让生命变得
有意义，长短虽然不可控，但是它的丰沛程度是人可
以操控的。诗中“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两句
意在表达：人努力了，生命就有意义了。生命与时间
可能是短促的，但人的努力是长久的且有价值的。
青春，如炽热火焰，如
灿烂星河，它是弱冠之年的李
白，登庐山时写下“飞流直下
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
自信潇洒；它是青年时期的杜
甫登泰山时抒怀“会当凌绝
顶，一览众山小”的激情迸发；
青春，让我们对生活报以向
往、光明和希望，所以即使暮
年之躯，李白也能叹出“两岸
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
山”，杜甫才能在悲苦了半生
之后还能感慨“白日放歌须纵
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百年前的今天，热血青
年们智性勃发，血脉偾张；百
年后的今天，我们寄语正值青
春年华的青年们：
奔跑吧，青年，/愿你扬起风帆披荆斩棘勇往
直前；/奔跑吧，青年，/愿你挥毫谱写诗样人生大爱
无疆；/奔跑吧，青年，/愿你翩翩少年心怀家国肩负
未来。

-------------------------------------------------------------------------------诗词飞花令

植物+动物
1、乱花渐入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2、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高鼎《村居》
3、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
4、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二首》
5、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小池》
6、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二首》
7、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崔颢《黄鹤楼》
8、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
9、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
10、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佚名《江南》
11、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张志合《渔父》
12、劲草不随风偃去，孤桐何意凤飞来。——范仲淹《欧伯起相访》
13、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毛泽东《七律·冬云》
14、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贾岛《题李凝幽居》
15、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苏轼《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16、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17、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
18、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杜甫《绝句二首》
19、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20、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赵师秀《约客 / 有约》
21、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
22、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晏殊《破阵子·春景》
23、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24、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王维《积雨辋川庄作》
25、红鲤二三寸，白莲八九枝。——白居易《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荷，日有幽趣》
26、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27、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28、百舌无言桃李尽，柘林深处鹁鸪鸣。——苏轼《望江南·暮春》
29、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30、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梅尧臣《鲁山山行》
31、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李白《长干行二首》
32、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
33、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徐俯《春游湖》
34、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白居易《舟行(江州路上作)》
35、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佚名《敕勒歌》
36、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枫桥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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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诗作

如 果

立 夏

（ 七·1 班 杨雨）
（七·2 班 周星余 ）

武汉生病了
听说 蝙蝠有可能是
这一次的罪魁祸首
曾被人关在笼里的野生动物

躁动的社会终于静下来了

如果，诗
是一把刷子
我要用它
刷净武汉的阴霾
如果，诗
是一根掸子
我要用它掸去鼠年的浮尘

人终于又一次
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威力
我原谅了一只蝙蝠
但我至今无法原谅
那些吃蝙蝠的人

捣乱的哥俩

如果，诗
是一架飞机
我要用它
把信心
撒播到全国各地

不 出 门
——向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

（五·1 班

刘丹 ）

SARS 从病毒星球
来地球上捣乱
被赶走后又找来了他的
弟弟
继续捣乱
他的弟弟以为
戴了顶王冠
就能主宰地球
可是他不知道
他还是得丢下王冠
灰溜溜地滚回去

（五·3 班

李艾琳 ）

每天早晨，
我都要路过
那一排高大的树，
那是广玉兰
枝头上歇停着一片片
白色的小鸽子

现在成功地把人
也关在了笼子里

（八·2 班

王健明）

我想出去放风筝，
妈妈说：“不出门！不出门！”
可是，84 岁的钟南山爷爷出门了。

今天，
在雨雾中
它们一朵一朵落下来
现在它们全身是黄色的，
点缀着褐色的斑点
小路上，
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
像一个个小水瓢
被风摆放在小路上，
盛满了清凉的雨水
雨点在其中
欢快地跳跃，
发出小小的，
清脆的爆炸声

致敬医护战士
我想出去和小朋友们玩，
妈妈说：“不出门！不出门！”
可是，那些白衣天使出门了。

（六·2 班

谭明星）

医护战士逆向行，
义无反顾抗疫情。

妈妈说，
有个叫武汉的“孩子”病了，
钟爷爷和白衣天使们去给“他”看
病了。

国难当头勇做盾，
不图英雄不贪名。
众志成城灭瘟神，

钟爷爷说：
“不出门！不出门！
这样，武汉就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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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儿女一条心。

-----------------------------------------------------------------------------------------------------学生习作

（八·3 班

平凡的背影

张雅丽）

“我们坚信有爱就会贏，你有多痛，我就多痛 心，

（七·1 班

谢明珠）

有难一起扛，共分担才更坚强.距离 03 年 的非典，已

背影，多么平凡的字眼，不值得人们细细探究，

过去 17 年,病毒又再次向我们发起了 挑战，抗疫时期

也不值得人们去记住。但今日这场与新型冠状病毒战

刚好降临在春节之际，这一-年， 我们过了一一个安

斗的“战场”上，无数的背影令我无法忘怀。那些背

静的年,没有小孩玩耍的声音; 没有鞭炮噼里啪啦的

影虽瘦小，但高大；虽单薄，但伟岸。

声音;也没有汽车的鸣笛 声;能听到的应该只有人们

2020 年 1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夺走了新年

祈祷的心声，都喊着 叫着: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的喜庆与快乐，一眨眼，人

这是一种急性感染肺炎，其病原体是一种先 前未

们谈“新型冠状病毒”即色

在人类中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这种病初期 症状为发

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关

热，乏力，干咳并逐渐出现呼吸困难等 表现，严重者

系着人民的健康。这种病毒

呼吸窘迫或脓毒症状休克，甚至死 亡。目前认为该病

引发的肺炎确诊人数还在增

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和接触传 播，目前还未发现特效的

加。

治疗方法和病毒疫苗。

然而这种可怕的病毒并

因为这一疫情，有多少人不能在家团聚，因 为这

没有让“白衣天使”们望而

一疫情，有多少人为此牺牲。如，李文亮，2019 年 12

生畏。许多医务人员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挺身而出，

月 30 日，向外界发出防护预警，而被称 为疫情"吹哨

在第一线与病魔战斗着。自从他们进入重症病房后，

人”，过了一段时间，李文亮在接诊 时遇到不明原因

就没有回过家。要知道疫情爆发的时间正值农历新年，

的病毒性肺炎患者并受到感染， 过了两天，李文亮出

他们难道不想念他们的亲人吗？

现咳嗽发热等症状，随后疫 情变得严重，2 月 1 日，

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是宁波一线医院抽调的一

上午 10:41，李文亮在自己的 微博上公布了，共确诊

些医务人员集结完毕，即将奔赴武汉，奔赴“战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消息 此外，他的多名同事和父母

他们匆匆地与泪流满面的家人拥抱，那些医护人员，

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 毒。直至 2 月 7 日凌晨 2:58，

他们也身为儿子、女儿、姐弟、兄妹，他们有的更是

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 生李文亮在抗击型冠状病毒感

为人父母……当然，他们还有更光荣的身份——医生、

染的肺炎疫情工作 中不幸感染，经全力抢救无效去

护士！他们难道不想在家与亲人欢度春节？他们难道

世。

没有被传染的危险？但为了控制疫情，抢救患者，他
最美逆行者都在为疫情

们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间，肩头扛起重任，心中只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全国

有一个念头——支援武汉，支援疫区，责无旁贷！相

各地也都在向武汉捐赠资

互拥抱告别后，医护人员们用坚定的目光望着前方，

源，尽自己一 份微薄之力。

满怀信心地登上了前行的“战车”……背影似乎越来

汶川人民分装 6 辆大货车,

越小，不！这些背影是如此高大，是多么无私与伟大！

星夜兼程 跨越三省近 1300

在抗击病毒的第一线还有许多的背影，医生们忙

公里路途到达武汉，并交由

碌的背影，记者们奉献的背影，为医生送饭各行各业

武汉 市武昌区卫健委接收，

人们感激的背影……这些背影，让这场战争也充满了

随后统一调度分发给武汉， 市民。一方有难，八方支

温情。我们坚信，用不了多久，病毒一定会被消灭，

援，这份承载着汶川同. 胞对武汉亲人的深情厚谊。

疫情一定可以控制！祖国大地一定能够重新变得生机

武汉，加油!抗击新型冠状肺炎，人人参. 与!中

勃勃！

国，加油!望坚守前线的白衣天使安全归 来!望新型肺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炎早日结束!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安康!

（本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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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