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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其博大精深、瑰丽

灿烂的传统文化为华夏子孙留下极其珍贵的历史遗产。传统古典文学是华

夏文化的艺术奇葩（pa）：唐诗宋词集思想美、语言美、艺术美为一体；

经文典故是浓缩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智慧的结晶，闪烁中华民族特有的精

神基因。它们使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因此学习古典文学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古典文学是我们民族文学的基础，可以使我们沉积人文底蕴，熏陶出

人文气质，从而提高全民的人文素养。我们能从文学名著中不断汲取营养，

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培养开拓创新的能力，丰富

知识、启迪智慧、发展潜能。 

学习和诵读经典古文，可以塑造人格、陶冶情操。她让我们体会到古

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爱民情怀；体会到古人 “粉 

 

 

 

 

 

 

 

 

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的为国尽忠的决心，体会到古人的

高洁品格和浩然正气对我们的心灵震撼，同时也激励着今天的人们不断开

拓进取。使我们从小养成的人文气质伴随人的一生，这有助于提高人的境

界，净化人的灵魂，使人以更宽阔的目光去看待事物，以更博大的胸怀去

包容他人。 

学习古典文化，诵读古典经文，在当代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作

为当代的小学生，我们应当用心学习古典文化，为做胸怀壮志的现代中国

人奠定良好的基础。 

我们应当通过积极的阅读和学习，继承古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和宝

贵的精神财富。因为她凝聚了古人无数智慧，蕴涵了深刻的人生道理。 

                                         

孟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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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和将士的英勇。后两句具体地写出战士们的险

恶处境，仅仅战场的风沙已经足以穿透将士的铠

甲，而无数次战斗中，敌人刀剑不是更严重地威

胁着他们的生命吗？但是，为了国宝，他们早已

奋不顾身，实践着不破顽敌、决不回师的誓言。

诗中从西部边疆的自然风光写起，以守边将士的

豪迈气概结尾，情景交融，并且巧妙地运用比喻

和衬托的手法，达到了十分动人的艺术境界 

 

 

。  

 

 

 

名人名言： 

1 从军行 

唐 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注释 

  1、青海：地名，在今青海湖。 

  2、雪山：指祁连山，常年积雪。 

  3、玉门关：在今甘肃玉门，是唐代的边疆重

镇。 

  4、破：击败。 

  5、楼兰：汉代西域的鄯善国，在今新疆鄯善

东南一带。西汉时楼兰国王勾结匈奴，多次杀害汉

朝使臣。这里借指侵扰唐朝西北地区的敌人。 

译文  

  青海上空的阴云遮暗了雪山，站在孤城遥望着

远方的玉门关。塞外身经百战磨穿了盔和甲，不打

败西部的敌人誓不回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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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别董大 

   唐  高 适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注释 

  1、董大：唐玄宗时代著名的艺人，善弹琴。大，

表示在兄弟中排行第一。 

  2、曛：昏黄。太阳落山时的余光。 

  3、知己：知心朋友。 

  4、识：赏识。 

  5、君：您。这里指董大。 

译文  

  千里尘云笼罩着昏暗的天地，北风吹雁南飞大雪

纷纷。不要愁前边没有知心的朋友，天下没有不赏识

您的人。 

赏析 

一方，自然容易伤感，但此诗的情调却明朗健康。后两句劝董

大不必担心今后再遇不到知己，天下之人谁会示赏识像你这样

优秀的人物呢？这两句，既表达了彼此这间深厚情谊，也是对

友人的品格和才能的高度赞美，是对他的未来前程的衷心祝

愿。送别诗能够写得如此豪迈向上，实在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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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zgdsx.com/sc/gsxs/1.htm


 

 

 

3 独坐敬亭山 

   唐  李白 

众 鸟 高 飞 尽，孤 云 独 去 闲。 

相 看 两 不 厌，只 有 敬 亭 山。 

注释  

1、李白（701-762），字太白，唐代伟大的

浪漫主义诗人。他写了大量歌颂祖国河山、揭露社

会黑暗和蔑视权贵的诗歌。他的诗对后人有深远的

影响。  

2、敬亭山：在今安徽宣城县北，山上旧有敬亭。 

  3、闲：悠闲。 

  4、两不厌：诗人把山拟人化了，觉得自己与敬

亭山互相看不够。厌，满足，厌倦。 

译文  

  成群的鸟儿高飞无踪影，一片云儿独自飘去悠

然。和我终日相对却看不够的，只有闲静的朋友敬

亭山。 

静的愿望。后两句将山人格化，说只有敬亭山才是自

己真正的知己，诗人对现实社会中世态炎凉的厌恶之

情，在这两句看似平淡的诗句里得到了含蓄的表达。 

 

 

 

 

 

名人名言：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

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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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别董大 

（唐）高 适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高適（702-765），唐代诗人。字达夫，渤海蓨（tiáo）（今河北景

县）人。性格落拓，不拘小节。他半生漂泊，熟悉边疆生活，边塞

诗写得慷慨苍凉，真实而有气魄。 

注释 

  1、董大：唐玄宗时代著名的艺人，善弹琴。大，表示在兄弟

中排行第一。 

  2、曛：昏黄。太阳落山时的余光。 

  3、知己：知心朋友。 

  4、识：赏识。 

  5、君：您。这里指董大。 

译文  

  千里尘云笼罩着昏暗的天地，北风吹雁南飞大雪纷纷。不要愁

前边没有知心的朋友，天下没有不赏识您的人。 

 

 

 

 

 

 

 

 

 

 

 

 

 

名人名言： 

    快乐是从艰苦中来的。只有经过劳作、经过奋斗

得来的快乐，才是真快乐。不可能有从天上掉下来一

个快乐来给你享受。而且快乐常常不是要等到艰苦之

后，而是即在艰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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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悯 农  
 

唐  李 绅 

 

 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 田，农夫犹饿死！ 

 

   

注释 

1、李绅（772-846），唐代诗人。字公垂，无

锡（今江苏无锡）人。他是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而且是写新乐府诗，最早的实践者，和白居易、元稹

的关系很密切。 

  2、粟：谷子，去皮后就小米。这里指粮食作物

的种子。 

  3、子：谷子。 

  4、四海：全国之内。 

  5、闲田：空闲的、没有利用的土地。 

  6、犹：还是。 

田”则显示了农民的勤劳和辛劳，诗歌最后一句笔锋

陡转，揭示出一个残酷的实现：创造丰收的农民却被

活活饿死。这一巨大的反差形成极大的震憾力量，它

迫使我们深思，是谁造成了农民的悲惨命运？诗人用

通俗明白的语言声讨了那些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也使

我们认识了当时社会制度的极度不公正。 

 

 

名人名言： 

如果你富于天资，勤奋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如果

你智力平庸，勤奋可以弥补它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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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望天门山 

唐 李 白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注释 

  1、天门山：在今安徽当涂西南长江两岸，东

名博望山，西名梁山。两山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故得名。 

  2、楚江：流经湖北宜昌县至安徽芜湖一带的

长江。因该地古时属于楚国，所以诗人把流经这

里的长江叫做楚江。 

  3、回：转变方向。 

  4、两岸青山：指博望山和梁山。 

  5、日边来：指孤舟从天水相接处的远方驶来，

好像来自天边。 

译文  

  楚江东来冲开天门奔腾澎湃，一路奔流的长

江水至此浩荡而出的气势。“碧”字明写江水之色，

暗写江水之深；“回”字描述江水奔腾回旋，更写出

了天门山一带的山势走向。后两句描绘出从两岸青山

夹缝中望过去的远景，“相对”二字用得巧妙，使两

岸青山具有了生命和感情。结尾一句更是神来之笔，

一轮红日，映在碧水、青山、白帆之上，使整个画面

明丽光艳，层次分明，从而祖国山川的雄伟壮丽画卷

展现出来。 

 

 

 

名人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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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唐 刘长卿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注释  

1、刘长卿（726-790），唐代诗人。字文房，祖籍

河间（今河北河间），自小生长在洛阳。自视为洛

阳人。他的诗工秀委婉，格调清淡，很有韵味自称

五言长城。  

2、苍：青色。 

3、白屋：指贫穷人家的房屋，屋顶常用白茅草覆

盖，或用木板而不涂油漆。 

4、 柴门：篱笆门。 

5、闻：听。 

6、吠：狗叫。 

译文  

清贫境况。后两句转而叙写自己冒着风雪前来叩门求

宿，引得狗叫起来。全诗简练含蓄，写到此处悄然而

止，没有再进一步交待主人开门、自己进屋以后的种

种场面，而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回味。 

 

名人名言：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份劳动就有

一份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未来。 

——（中国）鲁迅 

即使一个人天分很高，如果他不艰苦操劳，他不

仅不会作出伟大的事业，就是平凡的成绩也不可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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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乌衣巷 

唐 刘禹锡 

 

朱 雀 桥 边 野 草 花， 

乌 衣 巷 口 夕 阳 斜。 

旧 时 王 谢 堂 前 燕， 

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 

注释 

  1、乌衣巷：在今江苏南京市秦淮河南岸。六朝

时为贵族聚居的地方。 

  2、朱雀桥：在南京城秦淮河上。 

  3、花：作动词用，即开花的意思。 

  4、斜：为了押韵，这里可以按古音读作 xiá。 

  5、王谢：东晋时声望、权势最显赫的王导、谢

安两大贵族世家。 

  6、寻常：普通。 

译文 

  朱雀桥边一些野草开花，乌衣巷口惟有夕阳斜

始终对这个六朝古都怀着憧憬，正好有友人将自己

写的五首咏金陵古迹诗给他看，他便乘兴和了五首。

金陵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的都城，

演出了无数历史故事，唐代诗人游览金陵，最易引

发盛衰兴亡的感慨。乌衣巷原是六朝贵族居住的地

方，最为繁华，如今有名的朱雀桥边竟长满野草，

乌衣巷口也不见车马出入，只有夕阳斜照在昔日的

深墙上。过去栖息在王、谢豪门雕梁画栋上的燕子，

现在都飞到普通百姓的房子里去了。诗人没有直接

描写乌衣巷一带的萧条景象，只写野草、夕阳、燕

子，唤起了读者的想象，从侧面暗示了乌衣巷的衰

落，而历史兴亡之感也就在乌衣巷的今昔对比中表

达出来，笔调含蓄蕴藉，使人读起来余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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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宋 陆 游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注释 

  1、篱：篱笆，用竹子、树枝等编成的围墙。 

  2、河：黄河。 

  3、仞：古代长度单位，七尺或八尺为一仞。

五千仞，形容山非常高。 

  4、岳：指西岳华山。 

  5、摩：触摸。 

  6、遗民：指沦陷在金人占领地区的宋朝百姓。 

  7、胡尘：胡（金）人兵马践踏扬起的尘土。 

  8、王师：指南宋军队。 

译文 

人统治下。深秋的早晨，他推篱笆院门，迎面凉风

吹来，更增添了他的痛苦悲愤。虽然已是 68 岁的

老人，而且身处贫困，但他仍念念不忘沦陷区内的

大好河山，以及金人奴役下的北方人民——他们哭

干了眼泪，望眼欲穿地盼望南宋军队早日解救他们，

却一年又一年地白白等待。对此，作者寄予了深切

的同情。“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两

句诗苍劲悲凉，充分表现出诗人悲愤不已，念念不

忘国事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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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竹里馆  

 

唐 王 维 

 

独坐 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 

注释 

  1、幽：幽静。 

  2、篁：竹林。 

  3、复：又，再。 

  4、长啸：撮口出声对啸。啸声清越而舒长，

所以叫长啸。 

译文  

  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林里，一边弹着琴一边又

长啸。深深的山林中无人知晓，皎洁的月亮从空

中映照。 

赏析 

  这首诗前两句写诗人独自一人坐在幽深茂密

的竹林之中，一边弹着琴弦，一边又发出长长的

12 静夜思 

唐  李 白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 

注释 

1、李白（701-762），唐代诗人。字太白，号

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作品

极富浪漫色彩，感情强烈，善用比兴、夸张的表现手

法，形成了豪放纵逸的艺术风格，被称为“诗仙”。 

  2 静夜思：宁静的夜晚所引起的乡思。 

  3 疑：好像。以为。 

  4 举：抬，仰。 

译文  

  床前有明亮的月光，好像地上寒冷的清霜。抬头

望着天上的明月，低头思念着自己的家乡。 

赏析   

本诗是首千古传诵的名篇。平实朴素的语言，生

动地表现出游子的思乡之情，全诗仅 20 个字，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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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赠花卿  

 

唐  杜 甫 

 

锦城 丝管日纷纷 ，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 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注释   

1、花卿：即花敬定，成都府尹崔光远的部将，

曾因平叛立功。卿是对男子的美称。 

   2、锦城：指成都。成都旁有锦江，所以称成都

为锦城。 

   3、纷纷：多而乱的样子。这里指看不见、摸不

着的乐曲。 

译文  

  锦成里日日飘荡着美妙乐声，一半江风吹散一

半袅袅入云。这悠扬曲调莫非是神仙演奏，在凡俗

的人间能够几回听闻。 

14 江畔独步寻花  

唐 杜 甫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 

注释 

  1、独步：独自散步。 

  2、黄四娘：“娘”或“娘子”是唐代惯用的

对妇女的美称。 

  3、蹊：小路。 

  4、留连：因喜欢而不愿离去。 

  5、自在：自由自在。 

  6、恰恰：唐代人的口语，正好。 

译文  

  黄四娘家的小路上开满了鲜花，千朵万朵压

垂了枝条。嬉戏流连的彩蝶不停寺飞舞，自在娇

媚的黄莺啼鸣恰恰。 

赏析 

  这是一首别具情趣的写景小诗。小路上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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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非常亲切，而诗人在春天所感受到的由衷的快

乐跃然纸上。 

 

 

 

 

 

名人名言： 

每一个明天都是希望。 

无论身陷怎样的逆境， 

人都不应该绝望， 

因为前面还有许多个明天。 

15 滁州西涧  

唐 韦应物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注释 

1、韦应物（737-792），唐代诗人。京兆万年（今

陕西西安）人。贵族出身，曾为唐玄宗侍卫，后来发奋

读书，成为有名的诗人。其诗多写田园风物，以古风和

五律最受人推崇，风格古淡隽永，后人将他与柳宗元并

称为“韦柳”。 

   2、滁州：今安徽滁县，诗人曾任州刺史。 

   3、西涧：滁州城西郊的一条小溪，有人称上马河。 

   4、独怜：最爱，只爱。 

   5、春潮：春雨。 

   6、野渡：荒郊野外无人管理的渡口。 

   7、横：指随意飘浮。 

译文  

  涧边丛生的幽草特别让人喜爱，密林中还有黄鹂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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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uayue.zsedu.net/resource/chinese/苏教版/第四册/四册《古诗两首》/jianbandubuxunhua.htm


 

 

 

冲就横在水中了。诗人所用的字句都很平常，但因

捕捉到一个特殊的情景，描绘出小船横在水流中的

画面。所以格外生动。从前两句的描写来看，诗人

的心情很悠闲，但后两句的风景又有点寂寥的感觉。 

 

 

 

名人名言： 

失败实在不是什么稀罕事——最优秀的人也会

失败。稀罕的是从失败中学到东西。 

——（美）海厄特 

16 望洞庭  

唐 刘禹锡 

湖光 秋月两相和 ，潭面无风 镜未磨。 

遥望 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 一青螺。 

注释 

  1、和：协调，这里指水天一色。 

  2、潭：指洞庭湖。 

  3、磨：磨拭。 

  4、翠：绿色。 

译文  

  洞庭湖的水光与秋月交相融和，水面波平浪静

就好像铜镜未磨。远远望去洞庭湖山水一片翠绿，

恰似白银盘子托着青青的田螺。 

赏析 

  这是一首山水小诗，诗人遥望洞庭湖而写，明

白如话而意味隽永。第一句从水光月色的交融不分

写起，表现湖面的开阔寥远，这应该是日暮时分的

景象，天还没黑但月亮已经出来，如果天黑就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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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江南春  

唐 杜 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注释 

  1、山郭：修建在山麓的城池。 

  2、酒旗：酒店门口的幌子。 

  3、南朝：东晋以后隋代以前的宋、齐、梁、

陈四个朝代都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史称南

朝。 

  4、四百八十寺：形容佛寺很多。南朝佛教非

常盛行。 

  5、楼台：指佛寺中的建筑。 

  6、烟雨：如烟般的蒙蒙细雨。 

译 文 

  江南大地鸟啼声声绿草红花相映，水边村寨山

麓城郭处处酒旗飘动。南朝遗留下的四百八十多座

联想到丘迟信中的话，可以生发无穷的遐想，无形中

拓展了诗歌的景色，后两句笔锋一转，写起雨中的江

南景色来。如烟似雾的蒙蒙细雨，白茫茫一片，被细

雨笼罩的景物变得飘飘渺渺，朦朦胧胧，这是江南独

有的美景。南朝留下的寺庙最多，被烟雨包围着，越

发显得幽深和神秘，使人产生不尽的历史联想。 

 

 

 

名人名言：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

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颂读，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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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乐游原 

唐 李商隐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 

 

注释 

1、李商隐（812-858），唐代诗人。字义山，

号玉（奚+谷）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一

生都寄人篱下，怀才不遇。他擅长写骈体文和诗歌，

诗以七律最出名。与杜牧齐名，后世称“小李杜”，

又与温庭筠并称“温李”。 

  2、乐游原：长安乐南方的游览胜地。地势高而

宏敞，西汉曾在这里建有宫苑。 

  3、向晚：将近傍晚。 

  4、不适：不愉快。 

译 文 

  黄昏时分心绪烦闷，驾车登上郊外古原。夕阳灿

烂无限美好，只可惜已接近黄昏。 

光彩，这壮丽的景色给他异常的感动，使他不由得发出“夕

阳无限好”的赞叹。然而这赞叹所引起的更多的是惋惜和

遗憾，因为他想到自己的年龄和身世，想到大唐帝国正走

向衰落的命运，他痛感人生和时代虽是如此美好，但它们

终究已很有限，正无可挽回地在渐渐消逝。这无可奈何的

命运使他对眼前美好的景色充满留恋，又十分哀伤。诗的

后两句表达了人类一种普遍 

 

 

 

 

 

 

名人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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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i.baidu.com/_胡剑波/album/item/d8871ac4a7c331d638db4945.html


 

 

 

19 商山早行 

唐 温庭筠 

晨起动征锋，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角 ，枳花明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注释 

1、温庭筠（812-870），唐代诗人。本名岐，

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出生在京兆

鄠（hù）县（今陕西户县）。才思敏捷，参加考

试，八叉手即写成八韵，人称“温八叉”。诗与

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又擅长填词，是最

早大量写词的作家。 

  2、商山：又名楚山，在今陕西商州市东南。 

  3、征铎：车马旅行时用的响铃。 

  4、槲：一种落叶乔木。叶子在冬天虽枯而不

落，春天树枝发芽时才落。 

  5、枳：一种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春天开白花，

译文  

  征铎鸣响催促旅人起程，刚上路就伤悲离开故

乡。鸡鸣声伴有屋顶的残月，足迹已踏乱桥上的新

霜。槲树的叶 

子落满了山路，枳树的白花只点缀驿墙。回想夜来

甜蜜的故乡梦，满眼是凫雁散布在池塘。 

赏析     

这是一幅早行图。它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真

切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一般旅人的某些共同感受。 

  首句表现“早行”的典型情景，概括性很强。

清晨起床，旅店里外已经叮叮当当，响起了车马的

铃铎声，旅客们套马、驾车之类的许多活动已暗含

其中。第二句固然是作者讲自己，但也适用于一般

旅客。“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三、四两句，

历来脍炙人口。这两句诗可分解为代表十种景物的

十个名词：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

霜。“鸡”和“声”结合在一起，不是可以唤起引

颈长鸣的视觉形象吗？“茅店”、“人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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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凉。这一相会不能不使杜甫感慨万千。“岐王宅

里”、“崔九堂前”不但有开元盛世的繁荣，也有

年轻杜甫的充满了浪漫情调的生活和理想，而这一

切随着岁月的流逝，都已成为过去而荡然无存。“寻

常见”、“几度闻”，流露出了诗人对开元盛世的

眷恋之情，也流露出了希望破灭后的哀怨。梦一样

的回忆，改变不了了眼前的现实，所以，即使是在

景色秀丽的江南，而诗人所看到的只是花瓣的飘

零，它象征着这个美丽的春天已经永远地消失。这

首短小的绝句包含国势哀变、人世沧桑，而看起来

自然流畅，毫无痕迹，显示了极为高超的艺术功力。

这是杜甫绝句中最富有时代生活的二十八字。因

此，本诗被推举为杜甫七绝的压卷之作。 

 

 

 

20 江南逢李龟年 

 

唐 杜 甫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注释 

  1、李龟年：唐代著名歌唱家，安史之乱后流

落到江南。 

  2、岐王：名李范，唐睿宗的第四个儿子，受

封岐王，喜欢结交各样朋友，接待各种人士。 

  3、寻常：经常。 

  4、崔九：名崔涤，任殿中监、秘书监等官职，

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宠臣。也喜欢结交待友。九，在

兄弟中排行的顺序。 

  5、江南：这里指今湖南省一带。 

  6、落花时节：暮春，通常指阴历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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