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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4 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教育部、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22 中国诗词大会》在央视综

合频道迎来收官，来自家庭团的铁道警察学院治安学系大三

学生姜震摘得总冠军。

在《2022 中国诗词大会》第四期节目“遇见”中，17

岁的听障女生王逸玘用一段手语版的《将进酒》感动了众多

网友。那句自信而坚定的“天生我材必

有用”，成就了本季诗词大会舞台上最

为慷慨激昂的回响。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亲近、学习和

传承诗词？ 在长达七年的温暖陪伴中，

《中国诗词大会》不断让观众深刻领悟

到——重拾诗词，不是为了社交文化的

“面子”，而是关乎心灵家园的“里子”。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当悠久的经典和

朴实的生活结合起来的时候，必会迸发

出最为美妙又最具力量的精神颂歌。

人生自有诗意：从平凡大众身上，

看见源于文化基因的精神美学。

《2022 中国诗词大会》进一步放大

时代的取景框，节目秉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原则，让更广阔的群体参与

进来。

每期节目伊始，“现场百人团”和“云中千人团”以诗

寄情、对词言欢。气象万千的共同抒怀里，古老的文化喷涌

出青春勃发的时代气韵。

节目以诗词为载体，跨越时空的藩篱，超越圈层的代沟，

汇聚平凡大众诗心盎然的高光时刻，展示他们自信饱满、昂

扬进取的奋斗姿态。

他们中，有坚守在泰山执行应急搜救任务的消防员，有

诗词为伴，从此不再孤独；有带着家人投身驻村工作的急诊

科医生，在“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田园生活里，更

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有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背诗的新时

代石油工人，他在诗词中，找到了和千百年前的古人相似的

壮志豪情；有热爱诗词、自学古筝的建筑工人，一路走南闯

北，犹如诗意侠客；有两度立功的 00 后边境缉毒女警，诗

词的力量支撑她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刻……

年仅 20 岁的姜震在摘得本季桂冠之后，父亲姜方程寄

语道：“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要不忘你当初学习诗词的初

心，把诗意人生走下去。这次总冠军，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万物皆可诗词：与生活紧密连接，

打开波澜壮阔的“时代诗词图鉴”。

形容《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

陈乔年两位烈士，可用“壮夫思报国，

志士窃忧时”；铭记苏炳添在东京奥

运会田径赛场上留下的高光时刻，当

属“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怀念一生没走出稻田的袁隆平

院士，王立群老师借用《七律·到韶

山》，道出深情无比的“喜看稻菽千

重浪”，吃米不忘育种人；为奋战在

冰天雪地中的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献

上祝福，“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再合适不过了……

诗心飞向太空：用彰显文化自信

的高燃仪式，开拓文艺的新境界。

在最后一期节目“出发”中，《2022

中国诗词大会》独创“带诗词上太空”的电视呈现。航天英

雄杨利伟担当出题人，邀请选手用诗词问候在太空出差的三

位中国航天员。“现场百人团”手书自己喜欢的与天空、梦

想、飞翔有关的古诗词，集合成诗图册《飞向太空的诗》，

赠送给三位航天员，让古老的浪漫在宇宙回荡！这是一份来

自祖国大地的美好祝福，更是彰显文化自信的高燃仪式。可

以说，《2022 中国诗词大会》通过与时代热点的创新结合，

进一步开拓了诗词文化的新境界，引领了诗词表达的新风

尚。

只要胸怀诗心，生活处处逢春。又一年《中国诗词大会》

落幕了，其所引起的关于民族文化基因的深切共鸣和感知追

寻，必将持续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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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赏析

《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

杨万里 （宋代）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二

杨万里 （宋代）

松阴一架半弓苔，偶欲看书又懒开。

戏掬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

第一首写芭蕉分绿,柳花戏舞，诗人情怀也同

有景物一样清新闲适,童趣横生。儿童捉柳花,柳

花似 也有了无限童心,在风中与孩童们

捉迷 藏。不时有笑声漾起,诗人该是从

睡梦中 被它叫醒的吧?如此光景,长睡不

起也未兔可惜了。诗

第二首诗写作者闲适、慵倦情绪。他想看书,

可是刚刚翻开又兴致索然,百无聊赖中掬起泉水

去浇芭蕉。那淅沥水声惊动了 正在玩

耍的儿童,他们还以为骤然下 起雨来。

这儿以诗人的闲散无聊与 儿童的

天真烂漫相比较,一个“戏”字,一个“误”字起

到相互映衬的作用，而情景宛然，含有无穷乐趣。

“闲” 字, 写出了诗人的恬静闲适,抒

发了诗人 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之情。诗

人善于捕捉 生活中瞬间的形象和自己偶

然触发的兴会,在这两句中也得到生动的显示。

初夏时节，闲居无事，此时奔竞之心尽消,

与自然贴近,与儿童贴近,情绪得到交流，有一种

说不出的满足。这两首诗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微

妙的情境 ,第一首写午睡初起 ,没精打采,当看

到追捉柳絮的儿童时，童心复萌,便不期然地沉浸

其中了。第二首写他从书斋来 到庭院

里，百无聊赖,便捧起水来洒 在芭蕉叶

上,使儿童误以为下雨。全诗充 满生活情

趣，炼字也精,像“软齿牙”的“软”字，“分绿”

的“分”字,意蕴深厚而不粘滞。

……………………………………………………………………………………………………………………

有一年夏天，宫里做了很多把扇子，其中有一把，让乾隆皇帝爱不释手，可是空白的扇面却让他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想题些诗词上去，一时之间又不知道题什么好。于是派人把纪晓岚召来，让他题

扇面。

纪晓岚想了想，觉得题些边塞风光的诗应该不错。大笔

一挥，就把王之涣的七绝《凉州词》其一题上，却在无意中

了少了首句句末的“间”字。

乾隆接过定睛一瞧，便发现了纪晓岚的疏忽与错误，把

扇子掷回给纪晓岚说：这是王之涣的诗吗？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欺君罔上！

纪晓岚忙拿起细看，才知道自己少写了一字，但是机智

的纪晓岚却不肯认错，他神色自若的说：启禀皇上，臣题的本来就不是王之涣的诗，是词。

乾隆明明知道他在狡辩，不过，也想看看纪晓岚到底在耍些什么花招，就说：那么，你念给朕听

听。纪晓岚道：臣遵旨，这应该是这么念的：

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附原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纪晓岚以诗改词 巧解杀身之祸诗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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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诗作

月色朦胧
（七·三班 胡美妍）

月色朦胧的夜晚，

总有一种意象荡漾开来。

你寄存在我的思念中，

那些零碎的残片，

已无法拼出你的模样，

但思绪仍旧翩飞。

月色朦胧的夜晚，

总有一些故事在脑海里回旋。

你寄存在我的思念中，

那些凝结的心事，

已如如弦的月光，

化成笔下飘逸的诗句。

今夜，

月色依旧朦胧。

曾经的誓言，

已随风飘去，

愿它流淌成友谊的箴言，

永远与月光同行。

但思绪仍旧翩飞。

（五·三班 任姝 ）

妈妈的味道

是山茶花的味道

哥哥像一只蜜蜂

每天，都围着她闹

妈妈的味道

是巧克力和奶糖的味道

不管藏在哪里

弟弟都能找到

妈妈的味道

是奶瓶子的味道

妹妹天天捧着它

不吃饱了不睡觉

妈妈的味道

还是餐桌的味道

哥哥说：这个我要

弟弟嚷：这个我也要

我以为

（七·三班 谭媛 ）

三月，

春花渐醒，

挡不住的芬芳，

洒满山谷，

阵阵袭人。

三月，

风筝满天，

五颜六色，

藏不住的希望，

在蓝天自由翱翔。

三月，

游人如织，

男女老少，

脱去冬天的厚装，

换上轻松舒适的春装，

徜徉在赏心悦目的暖风中。

（七·四班 赵睿 ）

我以为，

冬天过后就是春天，

可没有春天就到了夏天。

我以为，

只有在光里的野花才能绽放，

可潮湿阴暗里的野花，

也能野蛮生长。

我以为，

我可以遇见风景，

可不踏上旅途就没有风景。

我以为，

我可以只要结果，

可没有过程是开不了花的。

（三·二班 蒋书瑶）

我变成了一朵彩云，

遮挡烈日，送去凉爽。

我变成了一朵乌云，

浇灌田野，滋润沙漠。

我变成了一只白鸽，

带来远方亲人的祥和。

我变成了一只喜鹊，

搭起鹊桥让牛郎织女相会。

我变成了一本语文书，

传授给同学们浩瀚的知识。

我变成了一本故事书，

送给小伙伴无限的欢乐。

我变成了一朵玫瑰花，

在母亲节那天送给我的妈妈。

我变成了一朵丁香花，

盛开在美丽的校园老师的窗下。

果子，

坐上了大飞机，

飞向世界各地。

果子飞到了，

我家的餐桌上，

好香呀。

果子的香气，

还飞进了我的被窝。

在我的梦里，

果子都是一只只鸟，

飞呀飞。

永远的春天

（五·二班 张丹丹 ）

妈妈的眼睛，

像一池春水，

清亮亮的。

妈妈的笑容，

像一缕春风，

暖融融的。

妈妈的叮嘱，

像一场春雨，

甜丝丝的。

和妈妈在一起，

永远是春天！

四年轮里的三月妈妈的味道

我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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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美文

（八·四班 李芮星）

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

——题记

楼阁外依稀漂泊着小雨，似烟，似雾，似魂牵的前世；

似诗，似画，似梦吟的今生。

坐在丽江古城的茶楼上，面前整齐的摆放着的古朴的

深棕色茶具。楼下舞女阡陌的身姿伴随着宽袖，流露出古

城的气息。楼阁外斜斜细织的密雨，仿佛在告诉古城的人

们，我和你同

在。微抿一口清

茶，那操动了心

却不曾静谧。看

着窗外的细雨，

时不时有几缕

轻雨丝轻抚在

我的脸旁，似乎

在勾引着我。我

耐不住寂寞，步

履匆匆地走下

楼去，撑起一把

浅紫色的伞向

外走去。

走出门来，雨滴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却被油纸伞所

挡在外头。往下走着，随我而行的杏花雨，如纯情的少女

抚摸着这一片土地，脚下踏着被雨水所湿润的略显光滑的

石阶。油绿的苔藓充满着这台阶的交界处，随着风悠然摇

曳，微小却别有一番韵味。街边的人们扯着嗓子，叫卖自

己的商品。不远处的拱桥，倒映在水面，让人不由自主的

驻足观赏。

沿着水流走去，脚下时不时传来“吧唧吧唧”的声音。

来时的小镇已被丽江飘渺的云雾所遮挡，朦朦胧胧，但我

却并不慌乱，我知道雨会为我指明回家的路。

走着走着，隐隐约约看见一颗直插云霄的老榕树，旁

边还伴随着一洼如翡翠般浓绿的江水。老榕树被雨水打下

些许落叶，下坠的过程好似谱写了一首长诗，反复斟酌落

在我的肩头。鼻头一嗅，嗅到了雨儿的芬芳与多情，我将

他塞进口袋，以免被世俗折坏。

雨越下越大，以至于让我忘记了夜色渐深。我往回走

着，脑畔依旧回想着所见所闻，也许只有雨才能无私地将

这一幅浓墨的山水画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独醉于那万千细雨。忘掉一切烦恼的事，让雨水洗

涤我的心，倾听“沙沙”的雨声，感受清新的空气。

烟雨江南，朦胧如诗，风轻雨斜，云蒸雾罩，岁月在

这里驻足很久了，江南的美，停驻在烟雨的水粉里，裹足

不前，让人流连忘返。

阅读伴我成长
（七·三班 王芷涵）

我从小喜欢阅读。书是我最好的朋友，无论到哪里

我都会随身携带着一本书，总是能读得津津有味。因为

我能在阅读中得到无尽的快乐，它能是我不断成长。

我在阅读中成长。通过阅读，我知道了许许多多。

通过阅读，我知道了中华民族是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

历史的文明古国，知道了很多从古至今有关中国的事

件；我知道了世界分为七大洲和四大洋，我现在身处在

亚洲的土地上；我还知道了我们生活的星球叫地球，是

个蔚蓝色的星球……这一切的一切，都令我惊奇不已。

我在阅读中成长。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可以去触摸、

去感悟自然。来到一个幽静的林子，听！那远处的山涧

正清脆地唱着歌，淙淙流淌；看！一根根竹子在随风舞

着，一片片叶子抖啊抖，打着欢快的节拍。还有被风吹

落的樱花，缓缓旋转着，构成一道最迷人的风景，有些

妖艳，有些清丽，有些凄美，还有些绝望……它们浴血

而生，却寓意着勤劳、美丽，带给人们幸福和快乐！感

受着这一切，我闭着眼，幸福着，自然填补了我心灵的

空缺，这难道不是阅读给我带来的快乐吗？

我在阅读中成长。那过往的一幕幕又在我脑海里浮

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我仿佛看

到荆轲义无反顾地走向秦国，一路高歌，这般忠肝义胆

有谁能敌？我又看到班婕妤昔日得到万般宠爱，如今只

能如秋日的团扇一般被抛弃，悲叹“人生若只如初见”；

还有那才女蔡文姬，纵然才情具备，却多次尝受骨肉亲

情分割之痛，离别之苦；“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

少？”我仿佛听到了李煜在亡国之后的伤感、回忆，这

怎是一个“愁”字了得？……这一段段往事或凄或美，

都使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这不正是“书中自有颜如

玉”么？

我在阅读中成长。阅读，

使我的心田得到灌溉；书籍，

为我的脊背插上双翼。我遨游

在天地间，尽情领略历史与自

然的风光。我飞过历史的群山，

看到屈原站在滔滔江水前回望

故国，眼里满是不舍、悲愤与

依恋；我飞过历史的河流，我

看见了因为秦二世的懦弱和奸

臣赵高的狠毒，导致一个庞大

的帝国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我告诫自己，不要一意孤行，

做人还是要以善良和勇敢为本。

“书中自有黄金屋”。我在阅读中得到快乐，我爱

书，更爱阅读。所以，这份快乐，我享受着，珍惜着，

成长着……

烟雨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