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典诗词赏析 

徐付宝 

           

• 古人用悲欢离合晕开浓重的墨，挥洒下流畅的笔
体撰下了流芳千古的古典诗词。 

• 古典诗词的美丽，美在古人对大自然景色与生灵
的深入刻画，喻情于景； 它铭记着古人对胜景的
赞美，对故乡的眷恋，对战争的憎恶，对国家的
忠心，对伊人的爱恋，对离别的哀愁，尘世的纷
纷扰扰仿佛都已浓缩进这泼墨的瞬间。 

• 欣赏古典诗词，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文学欣赏水平，
感受中华古典文学的无穷魅力。 



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 

         世界上有不少文明古国衰落了，灭亡了，
而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却抗击了无数次外来
侵略，至今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
且焕发青春，光芒四射。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中华民族有其坚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
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古典诗词是承载中华文化精神的璀璨明珠。 

        这种坚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和强烈的爱国主义
精神是在不断发展的中华文化的熏陶中培育出来
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古典诗词就
是承载中华文化精神的璀璨明珠。从《诗经》以
来，诗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屈原
以后，祖国诗人们都承受了中华文化的滋养，并
且不断发展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宝贵精神。三千年
中华诗歌史，流淌着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博
大的文化精神、厚重高远的情感和深邃的哲理，
光辉灿烂，万古流芳。 

 



中华古典诗词中的文化精神 
 

 

一、体贴精神。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文化
最伟大的精气神，灵魂之灵魂。设身处地就是体
贴精神。因为我们随时随地，做人做事，人际交
往，无往不是在发生这个问题。诗人和圣贤都感
情丰富，善于体贴，诗人多情，感情丰富（感情
丰富的反面就是麻木不仁，不仁就是不体贴）圣
贤如此，诗人亦如此。所以说，诗人词人首先是
一个仁人，一个宅心仁厚的仁者。如中国最伟大
的诗人杜甫亦是最伟大的圣人——“诗圣”。“诗
圣”杜甫的诗歌是体贴精神的杰出代表。 



古典诗词中的文化精神 

二、民胞爱物情怀。杜甫面对安史之乱，面
对极其复杂的现实，能够在拥护正义战争
的同时(如《石壕吏》等诗作），揭露黑暗，
关怀民生疾苦，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杜
甫的热心肠就是民胞情怀之体现。陶渊明、
杜甫诗中，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花一
鸟都是亲切可爱的朋友。这是中华文化爱
物精神之体现。 

 



古典诗词中的文化精神 

  三、正义感。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为受害者鸣不
平，维护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和生命权利，维护正
义和公平。正义感是不朽诗歌的生命线。陶渊明、
李白、杜甫是见证人。陶渊明的《述酒》揭露东
晋历史的真相，是是非分明的正义感，李白揭露
唐肃宗黑暗无道的历史真相，杜甫揭露唐肃宗和
代宗的斥贤拒谏信任宦官的政治无道，在自己正
义廷争之后，宁愿弃官，不赴召，宁愿漂泊天地
之间，贫困至死，也始终坚守自己的良知和正义
感，真是虽九死其犹未悔！“朱门酒肉臭、路有
冻死骨”，千载而下，至今读来惊心动魄！ 



古典诗词中的文化精神 

四、国身通一精神。诗人的身心性命，与祖国、民族、文化
共存亡。其中，文化意识高于民族意识。国可亡，人心不
可亡，文化不可亡，是诗人们的共识。心怀天下，忧国忧
民，屈原、杜甫、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伟大
诗人是杰出代表。 

五、祖国诗词是人文创造之归宿。中国文化对宇宙自然怀有
一种饮水思源般的情怀。中华文化认为宇宙是一个大生命，
个人是小生命，是交融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古典诗词中的家国情怀、亲情爱情主题、人生感悟主题，
等等，反映了中华文化将宇宙人生融为一体的深邃独特的
人文精神。中华诗词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归宿，用万古
流芳的伟大情怀，和穿越时空的最高境界，构成了中华民
族的共同精神家园。 

 



古典诗词的永恒魅力 

        母校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霍松林先生曾
经指出：“优秀诗篇之所以优秀，首先在
于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深刻而又生动地表现
了特定的社会生活、时代脉搏和人们的心
灵世界，感情美、意境美、词彩美、音韵
美，具有强大的德育、美育功能，能够陶
冶情操，提升精神境界。中国号称“诗
国”，享誉世界的中华诗词，千百年来已
经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
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欣赏古典诗词的意义 

        欣赏古典诗词，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文学
欣赏水平，感受中华古典文学的无穷魅力。
会让我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文化更加
一往情深，能够让我们的心灵既深沉厚重，
又轻盈活泼，让我们的胸襟博大，光风霁
月，关怀生命，热爱生命，让心灵和智慧
的源头活水生生不息，像青青翠竹那样绿
色长青。 

 



欣赏古典诗词让我们富有爱心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据说他每一
天都读诗。因为诗歌是让人“立心”的。
中国诗让人回归本心,返璞归真。 

       孩子们如果从童年诵读古典诗词，就会
成为一个富有爱心的、对社会和人类更为
关怀的人。因为祖国诗词里面充满了诗人
对宇宙万物和人间社会的种种赏爱和关怀，
随着年龄增长，体会就越来越深。 

        



欣赏诗词让我们具有诗心和哲思 

       自然界的景物，和人间的悲欢离合、世事的盛
衰成败，都让诗人动心和关怀，诗人写下美丽的
诗篇，情景交融，充满对生命的感动和思考，祖
国的诗人都具有哲思，祖国哲人也都具有诗心。
诗心和哲思两者交融，相得益彰，和谐统一。很
多诗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如朱熹的“问渠那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白居易的“长恨春归
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无名氏的“归来笑
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陆游的“纸上得
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安石的“不畏
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等等。 

 



欣赏诗词让我们保持灵心慧性 

• 诗之最重要质素即在其兴发感动之作用。诗人之情，首贵
真挚。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有云：“杜少陵绝句云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以异？余曰不然。上两句见两间莫
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
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中亦云：“风诗三百，用意各有所在，仁者见之谓仁，智
者见之谓智，故能感发人之性情。”再如杜甫的“细雨
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
娇莺恰恰啼”。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
有蜻蜓立上头”，白居易的“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等等。诗词是对生命生机活泼的感
发感动，欣赏诗词能够让我们保持对生命的感动,保持童
心——灵心慧性。 



欣赏古典诗词需要了解中华文化 

      我们欣赏古典诗词，应该首先要了解两点： 

• 第一  、中华民族的审美眼光与西方文化不同，中
国古典诗人看宇宙天地、山川万物，有独特的审
美之心。李清照的“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
无穷好”“眠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
（以灵心慧性创造了绝妙的意境）。再如辛弃疾
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是
一种人与自然互相交流交融感应的和谐境界。令
我想起王阳明的看花名言。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
二元对立的审美观不同。中国古琴和西方钢琴也
不同，阿炳的《二泉映月》和西方的摇滚乐有本
质不同。 



中华文化的审美观 

• 从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开始，就反映出中华
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中华文化不以宗教
和科学为主流，而以社会人生为终极关怀，是一
种人文主义精神，是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诗
经》无论写爱情还是战争，都是都是以善良、和
平的愿望为根基，而古希腊诗歌《伊利亚特》充
满杀人流血场面的描写。这也看出中华文化审美
观和西方的不同。杜甫即使写战争，也用“感时
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来表达，东坡的“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诗人冯小青的“愿为一滴
杨枝水，洒向人间并蒂莲”，表达了多么美好的
愿望！ 
 



欣赏诗词需要了解诗词的意象意蕴 

• 第二  、诗歌的主要特点以形象为主(也有议论
诗）， 比较一下“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
光阴，”这是教训，是教导说教，不是诗，而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则把
抽象的时光易逝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美丽形象，意
蕴无穷。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
多愁”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东流”都是把抽象的感情转化为具体可感的
形象，意蕴无穷。所以欣赏诗词要把握形象里面
的深远意蕴。即由意象到意境。 

 



欣赏诗词要理解诗人的深情 

       祖国诗人之所以留下万古流芳的诗词，
因为诗人深情绝代。诗人深情，我们说诗
人是宇宙人生和天地万物的千古情人。我
们要理解诗人的深情之心，才可以谈欣赏
古典诗词。诗人多愁善感，感情丰富。正
因为诗人多情，对人对事物对人间万物有
至情至性，他才能呕心沥血，写出千古绝
唱！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诗人看天
地万物，有一种永恒的爱心和深情之心，
悲天悯人之心。千秋万代，永同此心。 

 



祖国诗人的深情 

• 如唐代诗人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
草”。将人人共有之情，和盘托出，写别
后难忘之情，以处处芳草之绿，而联想深
爱之人罗裙之绿，设想似痴，而情则极深
挚。 又如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
有灵犀一点通”，因为深情所至，彼此心
灵之间已经达到互相感应的默契境界，多
么深情！多么默契的美好！心灵柔美旖旎,
感情深挚缠绵,真是深情绵邈，婉曲幽约。
李白杜甫的友情之深，东坡对妻子的感情
之深，等等。 



如何欣赏古典诗词 

        古典诗词具有博大高远的意蕴和境界，鉴赏古
典诗词一定要细心、用心。具体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知人论世。陈寅恪先生说过，研究古人学问，
应该“具了解之同情”。读古人诗词也是如此，
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了解诗人的胸襟抱负
和经历，才能真正进入诗人的内心，达到和诗人
同一心境（古今会心 、千秋契意）的境界。才能
得味。 

         



欣赏诗词要知人论世 

        如辛弃疾的词，包含着一生壮志难酬的
巨大感慨。如“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
秋！”欲说还休，不是不想说，而是情到
深处却无言，此时无声胜有声。无限感慨，
尽在其中。因为作者的愁是忧国忧民之愁，
里面有极细微深广的情感体验，极幽约的
生命叹息，是作者人格襟抱的显示。从壮
志难酬上升到对宇宙人生的深层审美体验
和普遍关怀。 

 



欣赏诗词要知人论世   用心感悟 

      再如辛弃疾的送别词《贺新郎》中的“啼鸟还
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
月？ ”意思是啼鸟只解春归之恨，如果也能了解
人间的这些恨事，它的悲痛一定更深，随啼声眼
中滴出的不是泪而是血了。 由春恨到别恨，归到
“如许恨”，实际是在感叹人间恨。面对人生种
种恨，亲人远离，哀伤可知。无限沉痛，尽在其
中。其中涵盖无限时代之恨、家国之愁。再如毛
泽东同志的诗词，大气磅礴，是其伟大胸襟的结
晶。 



欣赏诗词要咬文嚼字，含英咀华 

二、要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才能含英咀华。
古典诗词讲究炼字，要反复揣摩其妙处。
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
字，贾岛的“推敲”二字，“红杏枝头春
意闹”的“闹”字等等。只有反复推敲文
字，才能理解诗词的性灵、神韵和境界。
才能理解中华文化伟大的精气神，才能激
活我们生生不息的活力，才能让我们保持
光风霁月的诗心，让诗词中或轻盈飘逸或
伟岸厚重的精神成为我们灵魂的伴侣。 

 



欣赏古典诗词要重视“赏” 

  三、重视“赏”。欣赏的赏，就是交流，赏心悦目，
赏心是心的赏会，心灵的交会契合，圣人多情，
孔子，杜甫都是如此，诗人呕心沥血写诗词，皆
因为多情，所以欣赏诗词是为了进入诗人的内心，
和诗人交流情感，达到古今会心、彼此契意的心
心相印的境界。诗人的心、讲者的心、读者的心
这三心交感互通，构成了中华诗道的千秋一寸心。 

         周汝昌先生说，“以我之诗心，鉴照古人之诗
心，又以你之诗心，鉴照我之诗心，三心映鉴，
真情斯见，虽隔千秋，欣如晤面”！ 

 



小朋友如何学习
诗歌？ 

 多读     

●第一招● 

 

——读出诗韵 



●第二招● 

 

——感悟诗意、品味诗情 

★小朋友如何学习诗
歌？ 

多思 



悯农 

          李绅 

         锄 禾 日 当 午，  

        汗 滴 禾 下 土。 

        谁 知 盘 中 餐， 

        粒 粒 皆 辛 苦。  



简析 

      诗歌意思： 

   烈日当空时农民在田间锄草， 

   汗珠一滴滴掉在庄稼下面的土地上。 

   有谁知道那盘中的饭食， 

   每一粒都蕴含着农民的千辛万苦。   

   

把握要点：把粒粒粮食比作滴滴汗水，形象贴切。 

启迪我们：珍惜粮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田 舍 夜 舂 

高启 

  

                 新妇舂粮独睡迟， 

                 夜寒茅屋雨来时。  

                 灯前每嘱儿休哭， 

                 明日行人要早炊。 

 



作品简析 

[1]田舍指农家。夜舂：夜间舂粮。舂米，捣去米的外皮。 

[2]新妇：长辈对晚辈媳妇的称呼。亦可以是晚辈对长辈称其
妻或妇人自称。  

[3]每嘱：一再嘱咐。屡次嘱咐。 

[4]行人：出门远行的人。指新妇的丈夫。早炊：早饭。 

  

    简析    这首诗写田家新妇连夜舂米，为行人准备早炊的情
景，把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描绘得逼真传神，可爱可敬。
家无储粮，也见出农家的贫寒。诗中寒夜、茅屋、夜雨、
儿啼、夜舂等既写出新妇的辛劳，也渲染了行人离去时的
气氛。从诗中的描写可以见出作者对农村生活有着切身的
体验和感受。 

 

 



野老歌 

    张籍 

                  老农家贫在山住， 

             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 

             输入官仓化为土。 

               岁暮锄犁倚空室， 

               呼儿登山收橡实。 

               西江贾客珠百斛， 

               船中养犬长食肉。 

 



《野老歌》简析     

  提示：写山村老农遭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终年劳动而不得食。 

  老翁家贫住在山中，靠耕种三四亩山田为生。
田亩少，赋税多，没有吃的。粮食送进官府的仓
库，最后腐烂变质，化为泥土。一年到头，家中
只剩下锄头、犁耙靠在空房子里面，只好叫儿子
上山去拾橡子充饥。从长江西面来的富商的船中，
成百上千的珠宝用斛来计量，就连船上养的狗也
长年吃肉。（贫富差距之大令人想起杜甫的名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秋    思 
         [唐]张籍 

 

洛阳城里见秋风， 

欲作家书意万重①。 

复恐匆匆说不尽， 

行人②临发又开封③。  



写作背景： 
      张籍，唐代诗人。张籍是韩愈的学生，他
出身贫寒，常年过着四处奔波，漂泊异乡的
生活。在唐朝安史之乱是兵荒马乱，民不聊
生，离家十年的诗人深陷洛阳城，却不知战
乱中的家人的信息。正在此时他在洛阳城里
遇到了故人，并托他捎信给家人 。在此情此
景下，写下了这首诗。     

  



       秋    思 
         [唐]张籍 

 

洛阳城里见秋风， 

欲作家书意万重①。 

复恐匆匆说不尽， 

行人②临发又开封③。  

 意万重：形容要
表达的意思很多。 

 行人：这里指捎
信的人。 

 开封：把封好的
信拆开。 



洛阳城里见秋风。 

 秋风本无形，但它可以使树叶黄落， 

百花凋零， 

给自然界带来秋光秋色， 

因而虽无形可见，却又处处可见。 



洛阳城里见秋风。 

• 秋风是无形的，可闻、可触、可感，却不
可见。但正如春风可以染绿大地，带来无
边春色一样，秋风所包含的寂寥肃杀之气，
也可使秋叶纷纷，落红遍地，给自然界和
人间带来一片秋容秋态。那么，诗人见到
的恐怕是这秋风带来的凄凉摇落之景。客
居他乡的游子，见到这一切，怎能不勾起
羁泊异乡的孤独寂落情怀，引起对家乡、
亲人的悠长思念呢？这平淡而富于含蕴的
“见”字，给予读者多么丰富的想象啊！  



欲作家书意万重。 

 一封家书，一份情思， 

诗人有千言万语，他在信中会 

写什么？ 

意万重 



洛 阳 城 里 见 秋 风， 

欲 作 家 书 意 万 重。 

      诗意：客居洛阳，又见秋风。心中涌 

起千愁万绪，觉得有说不完、写不尽的话 

需要倾吐，而一时间竟不知从何处说起，也 

不知如何表达。 



复 恐 匆 匆 说 不 尽， 

行 人 临 发 又 开 封。 

      诗意：带信的人将要出发的时候，我 

却又打开了封好的信。 

书成封就之际，似乎已经言尽；但当捎信的
行人就要上路的时候，却又忽然感到刚才由
于匆忙，生怕信里漏写了什么重要的内容，
于是又匆匆拆开信封。  



"复恐"二字 ，刻画心理入微 

 

 

      这" 临发又开封 "的细节，与其说是为了
添写几句匆匆未说尽的内容，不如说是为
了验证一下自己的疑惑和担心。而这种毫
无定准的"恐"，竟然促使诗人不假思索地作
出"又开封"的决定，正显出他对这封"意万
重"的家书的重视和对亲人的深切思念——
千言万语，惟恐遗漏了一句。 



本色之极  厚重无比 

• 当然，并非生活中所有"行人临发又开封"的现象
都具有典型性 ，都值得写讲诗里。只有当它和特
定的背景、特定的心理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方才显出它的典型意义。这首诗，在"见秋风"、"
意万重"，而又" 复恐匆匆说不尽 "的情况下来写"
临发又开封"的细节，本身就包含着对生活素材的
提炼和典型化 ，而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摹写。王安
石评张籍的诗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
艰辛"（《题张司业诗》），此评深得张籍优秀作
品创作要旨和甘苦"三昧"。这首极本色、极平淡，
象生活本身一样自然的诗，其实印证了王安石精
到的评论。 

 



 
       想象《秋思》中描绘的画
面，把《秋思》改写成一个小
故事。 

//Bsyx-vod/上传专用/5年级语文/5古诗/11.mpg


         诗人张籍在街上闲逛。 

      是清早了。忽然一阵萧瑟的秋风送来阵阵寒意，此
刻，一排大雁从诗人张籍的 头顶飞过，飞向南方，诗
人张籍不禁想起自己寄居他乡常年不归。大雁飞走了，
但明年春天还会回来。可是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呢？想
到这里，张籍落下了眼泪。树叶飘落了，荷花也枯萎了，
习习秋风吹乱了他那长发。   

      诗人张籍回到家中，望着那飘落的白杨叶无心写诗
思前想后，他觉得应该给家人写封信了，便把笔墨纸都
准备好，张籍提起笔，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不知道从何
说起此时张籍的脑海里不断出现当年自己离家之景，眼
泪夺眶而出，千头万绪的情感，种种思念流露于字里行
间。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二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
时过去了……张籍花了整整一天来写这封信,因为他觉
得这封信是他的思念。   

   



          写好信后，张籍并不是马上用信封装上，而是反反
复复地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生怕有什么重要内容落下了。
就这样又过了一夜。在这一天一夜中张籍从未吃饭喝水
心心念念的而是那封信。   

      天亮了，公鸡开始打鸣了，这时，张籍不再睡觉，
而是把信封好，早早地来到街口，来等待邮差，张籍现
在心急如焚，希望邮差早点到来，亲人就能早日看到这
封信。忽然街上传来马踢声，张籍便知道是邮差来了。
邮差下马，从张籍手中接过了信，正要上马，忽听张籍
说：“等一下，让我再看一遍，可能有什么内容写落了，
好吗？”邮差把信又给了张籍，打开已经封好的信封，
张籍便仔细看了一遍，又把信封封好交给了邮差，邮差
上马，扬鞭而去，诗人注视着他，直到邮差从他的眼线
中消失，习习秋风吹拂着张籍那张沧桑的面庞，泪水又
从张籍眼中流出。   

      回到家中，他提笔写下了《秋思》。    

 



        从前有个叫张籍的人，客居在洛阳。 

     一年一度的秋天又到了，树叶都枯黄了，一片片地飘
落下来，在旁人眼中，落叶好似一只只纷飞的、充满生
机的彩蝶，装点着快乐的金色的秋天。而在张籍眼中，
却一片荒凉、落寂。他已经离家很多年了，好久没有见
到自己的亲人了，真思念他们啊！ 

     张籍想给远在家乡的亲人写一封信，但是想说的话实
在太多了，一下子不止到从何说起。 

    他在信中写： 

    爹，娘，你们在家乡过得好吗？我在洛阳一切都好，
只是耳边没了娘那虽然喋喋不休但充满关爱的唠叨，眼
前没了爹那慈祥的笑容。你们不用挂念我，我很好。我
很想你们，你们一定也很想我吧？我保证，我有时间就
会来看你们的！ 

    中秋节快到了，这是我离家第几个中秋了？ 

   



       爹娘，最近天气转凉了，你们多加些衣服、被子，千
万别病了。还有，平时不要太劳累了，如果缺什么的话，
给我捎个信，我会办好的！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他写着写着，脑中浮现出了久违爹娘的笑容，耳边响
起了娘的唠叨…… 

  “啪”的一声，扯回了他的思绪，原来，不知不觉中
自己已泪流满面。 

  第二天，他把信交给了仆人，吩咐仆人一定要将信送
到。就在仆人即将出发的时候，张籍又叫住了他，仆人
转过身，不解地问：“老爷，您还有什么吩
吗？”“啊……你把信给我，让我再看几遍。” 

  他接过信后，认认真真地读了好几遍，才双手颤抖着
郑重的交给了仆人。并嘱咐道：“一定要把信送到啊，
一定要一定……” 

  仆人走了，他望着仆人远去的身影，口中不知道在嘀
咕着什么。他的眼泪终于像断了线的珍珠，流了下来。 

  那信中藏着一颗怎样的思乡之心啊！ 

 



 

              搜集表达思乡情感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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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天净沙  秋思      （元）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劳劳亭 

    李白 

 

                      天下伤心处， 

                      劳劳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 

                      不遣柳条青。 

        赏析提示：春风有情，知道人们离别之
苦，所以春风吹过，而柳条未青，似有意
不让人们折柳送别。李白此绝句意蕴深长，
被评为千古绝调。 

http://so.gushiwen.org/author_247.aspx


题李凝幽居 

贾岛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简析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首联写友人李凝幽居的环境。诗
人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走去，
寻访友人幽居之处；小径通向荒芜
的小园，周围很少有人居住。暗示
了李凝的隐士身份。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颔联写幽居的静寂。友人幽居
之处旁有一池塘，池塘边有树，诗
人来到门外，轻叩门扉。月夜之下
一片宁静，敲门声惊动了树上的鸟
儿，它们发出了声响，或飞出盘旋
一阵又回到巢中。（以响衬静）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颈联写回归路上所见。诗人走过一座
小桥，视野开阔起来，依稀分辨得出原野
上斑斓的色彩；夜风轻拂，云脚飘移，让
人觉得仿佛山石在移动。诗人反说此景，
别具特色，因为“石”并未动，是“云”
在动。一说古人认为云“触石而生”，故
称石为“云根”，所以在这里，“移石”
和“动云根”是同一意思。这样更显出了
环境的幽深而迷人。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尾联点明诗的主旨：我暂且
离去了，但不久会再来，不负共
同归隐的诺言。前三联是写景叙
事，作为铺垫，最后方托出此一
主旨，即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此诗紧扣“__”字，首联写李凝所
居之地的____，颔联写所居之地
的____，颈联写所居之地环境的
____，尾联抒发诗人对隐居生活
的向往之____，层层铺垫，将诗
人归隐志向表达得水到渠成。 

幽 

幽僻 

幽寂 

幽美 
幽情 



注释 

注释 

  ①云根：古人认为“云触石而生”，
故称石为云根。这里指石根云气。 

  ②幽期：再访幽居的期约。言：指期
约；不负言：决不食言。 

  ③题：写。幽居：僻静的居所。 



译文 

 

• 译文 
  悠闲地住在这里，很少有邻居往来，
只有一条杂草遮掩的小路通向荒芜的小园。 
  鸟儿歇宿在池边的树上，一位僧人(作
者)正在月下敲响山门。 
  走过小桥呈现出原野迷人的景色，云
脚正在飘动，好像山石在移动。 
  我暂时要离开这里，但不久还要回来，
要按照约定的日期再来拜访，决不食言。 



                   文学史上的佳话——推敲的典故 

 

•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是历来传
诵的名句。“推敲”两字还有这样的故事：
贾岛初次参加科举考试，往京城里。一天
他在驴背上想到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
僧推月下门。”又想用“敲”字来替换
“推”字，反复思考没有定下来，便在驴
背上继续吟诵，伸出手来做着推和敲的动
作。看到的人感到很惊讶。 



                           韩愈的建议 

• 当时韩愈任京兆尹（京城的地方长官），他正带
车马出巡，贾岛不知不觉，直走到韩愈仪仗队的
第三节，还在不停地做推敲的手势。于是一下子
就被韩愈左右的侍从推搡到京兆尹的面前。贾岛
详细地回答了他在酝酿的诗句，用“推”字还是
用“敲”字没有确定，思想离开了眼前的事物，
不知道要回避。韩愈停下车马思考了好一会，对
贾岛说：“用‘敲’字好，因为月夜访友，即使
友人家门没有闩，也不能莽撞推门，敲门表示你
是一个懂得礼貌的人；更能衬托出月夜的宁静，
读起来也响亮些。” 
 
 



“推敲”可见古代诗人炼字的功力 
          

            诗人应不能连夜晚宿在池边树上的鸟都能看得到。
其实，这正见出诗人构思之巧，用心之苦。正由
于月光皎洁，万籁俱寂，因此老僧（或许即指作
者）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就惊动了宿鸟，或是引
起鸟儿一阵不安的骚动，或是鸟从窝中飞出转了
个圈，又栖宿巢中了。作者抓住了这一瞬即逝的
现象，来刻画环境之幽静，响中寓静，有出人意
料之胜。倘用“推”字，当然没有这样的艺术效
果了。 
   

            



延伸：如何理解“分”字 

•    颈联“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是写回归路上所见。 

•    月下“過橋”，將“野色”“分” 

向兩邊。这是一种理解方法。 



小结：最后点出作者心中幽情 

        前三联都是叙事与写景，最后一联点出
诗人心中幽情，托出诗的主旨。正是这种
幽雅的处所，悠闲自得的情趣，引起作者
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诗中的草径、荒园、宿鸟、池树、野色、
云根，无一不是寻常所见景物；闲居、敲
门、过桥、暂去等等，无一不是寻常的行
事。然而诗人于寻常处道出了人所未道之
境界，语言质朴，冥契自然，而又韵味醇
厚。 



他是谁? 

他的诗多沉郁顿挫。 

他的诗反映了当时的现
实，故被誉为“诗史”
。 

他是唐代最伟大现实
主义的诗人。 

后人尊称他为“诗圣”。 

他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
的年代。 



春望 
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春望 
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又呈吴郎 

                                        杜甫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先认真读几遍此诗，理解大意 。 

  



题解 

    大历二年（767），即杜甫流离到四川夔府的
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
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
涉。后来，杜甫将草堂转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
诗中吴郎），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
去。不料吴姓亲戚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不允
许别人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于是写此诗
去劝告吴郎。此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
因此这一首题作《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
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
“呈”这个似乎与对方身分不大相称的敬词，以
让吴郎易于接受。  



译文 

        我任由西面的邻居在草堂前打枣，她是
一个没有饭吃没有儿子的妇人。不是因为
穷困，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只因为怕
她恐惧，对她的态度上更要显得亲善。妇
人立即防着你这个远客即使属多事，但您
来了就插上稀疏的篱笆却好像是太认真了。
贫困的妇人已经对我诉说了因为赋税征求，
贫穷到骨。我正由此联想到战乱带给百姓
的灾难而泪流满面。  



注释 

      

            （1）呈：呈送，尊敬的说法。这是用 写的
一封信，作者以前已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
这是又一首，所以说“又呈”。  
  （2）吴郎：作者的一个亲戚，辈分比作者小，
在此作者却用了平辈之间的“呈”让人更易接收。
郎是对人的爱称。  
  （3）扑：打。  
  （4）任：放任，不拘束。  
  （5）西邻：就是下句说的“妇人”。  
  （6）不为：要不是因为。  
   

http://www.gushiwen.org/GuShiWen_98fe267f68.aspx


注释 

       （7）宁有此：怎么会这样（做这样的事
情）呢？  
  宁：岂，怎么。  
  此：代词，代贫妇人打枣这件事。  
    ( 8）只缘：正因为。  
  （10 ）恐惧：害怕。  
  （11）转须亲：反而更应该对她表示
亲善。亲：亲善。  
  （12）即：立即，马上。  
   

 



注释 

          （13）防远客：指贫妇人对新来的主人存有
戒心。  

  （14）多事：多心，不必要的担心。  

  （15）便：就。  

  （16）插疏篱：是说吴郎修了一些稀疏的篱
笆。  

  （17）甚：太  

  （18）征求：指赋税征敛。  

  （19）贫到骨：贫穷到骨（一贫如洗）。  

  （20）戎马：指战乱。 

 



作品简析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
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
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
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
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
“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
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
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
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
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
指扑枣一事。意思是：“如果不是因为穷得万般
无奈，她又哪里会去打别人家的枣子呢？正由于
她扑枣时总是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所以我们不
但不应该干涉，反而还要表示些亲善，使她安心
扑枣。”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
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
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
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
吴郎。 



吴郎不懂得体贴人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
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
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
要联系起来看。“防”是提防，心存戒备，
其主语是寡妇。“远客”，指吴郎。“多
事”，就是多心，或者说过虑。下句“插”
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是说：“那寡
妇一见你插篱笆就防你不让她打枣，虽未
免多心，未免神经过敏；但是，你一搬进
草堂就忙着插篱笆，却也很像真的要禁止
她打枣呢！” 



言外之意 

• 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
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
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
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
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
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
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是全诗的顶点。上句，杜甫借寡妇的

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
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
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
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 

      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
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
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
马”。 



以小见大 

• 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
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
最后两句杜甫也是在点醒、开导吴郎。让
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
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
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
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
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
吗？” 



鉴赏 

苛捐杂税兵荒马乱人民贫苦 

自己过去任由邻居寡妇扑枣 

应该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 

寡妇多心只因你插上了篱笆 

自叙以前事 

以启发吴郎 

委婉劝吴郎 

民苦的根源 



思想 
普通的打枣小事 

人民的水深火热 

老泪纵横 

说明： 这是诗人忧国忧民思想的具体例证！
同时也说明，在此艰难的岁月中，人
们更应该互敬互爱，同甘共苦，以共
渡难关！ 



艺术 

    首先，以诗代书信，词语明白如话
却又委婉含蓄。 
    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
作转接。如“不为”、“只缘”、“已
诉”、“正思”，以及“即”、“便”、
“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
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节奏感，又有
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本诗有什么艺术特色？ 



杜甫博大深沉的心灵 

• 杜工部之诗素有“诗史”之美誉，小学时读到他
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不朽诗句，无
数次在心中拜读品味，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撼人
心魄！ 

• 杜甫那颗敏感博大的心灵，让他成为了人类良知
的象征。后世伟大的范仲淹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伟大的先哲之精神一脉相承也！
如高中时代我们学过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诗人自己没有住的地方，却想到只要天下寒士能
够有地方住，只要天下寒士俱欢颜，自己被冻死
也无怨无悔！这是何等境界！ 



杜甫的人格精神如日月经天  江河行地 万古流芳 

• 呜呼！试问天下能有几人，在自己颠簸流离之时
候，深刻关注着国家的命运，还忧心忡忡着苍生
的疾苦！大哉杜甫，伟哉杜甫！ 

• 伟大的杜甫给我们立了这样一个榜样：真正用中
华文化精神培育起来的人就是这样实现其人生价
值的，大济苍生又竭尽全力。他的人格精神真正
是君子之泽，泽被后世，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万古长青——真的是“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的崇高地位 

        朱熹对道德要求极高，他认为中国历史
上最伟大的五位人物是诸葛亮、杜甫、颜
真卿、韩愈、范仲淹。可见杜甫的地位之
崇高。伟大的王安石在题杜甫画像的诗中
说“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对杜甫无限仰慕。鲁迅先生评价陶渊明
（远）、李白（高）、杜甫（身边）时，
曾经说过，稍微比较之下，觉得杜甫更让
人感到亲切，依然在我们身边和心中。 



观刈（yì）麦 

 白居易 

 
 

•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 妇姑荷(hè)箪食，童稚携壶浆， 

• 相随饷（xiǎng）田去，丁壮在南冈。 

• 足蒸暑土气，背灼（zhuó）炎天光， 

•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观刈（yì）麦 

             白居易 

•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bì） 筐。 

•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 吏禄三百石（dàn），岁晏（yān）有余粮， 

• 念此私自愧(kuì），尽日不能忘。 

 

 



注释 
  （1）刈（yì）：割。(本为古体诗)  
  （2）陇 ：同“垄”，田埂，这里泛指麦地。  
  （3）覆陇黄：小麦黄熟时遮盖住了田埂。覆：盖。  
  （4）妇姑：媳妇和婆婆，这里泛指妇女。  
  荷（hè）箪（dān）食（shí）：担着圆形竹器盛的食
物。荷：肩挑。箪食：竹篮盛的食物。  
  童稚携壶浆：小孩子提着用壶装的饮料。浆：古代一
种略带酸味的饮料，有时也可以指酒。  
  饷（xiǎng）田：给在田里劳动的人送饭 。  
  丁壮：青壮年男子。  
  南冈：地名。  
  （5）足蒸暑土气：双脚受地面热气熏蒸。  
  背灼炎天光：脊背受炎热的阳光烘烤。  
   



                 （6）惜：珍惜．舍不得浪费。  
  （7）秉（bǐng）遗穗：握着从田里拾取的麦穗。秉，用手握
着。  
  敝：破。  
  （8）相顾言：指互相诉说。顾：视，看。  
  （9）输税：缴纳租税。  
  （10）曾不：从未。 zeng，一声，在古汉语中用来加强语气相
当于“连……都……”如《列子 汤问》（《愚公移山》）“以君残年
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课本上是zeng，也有人理
解应该是读ceng貌似“曾”在此处是做“从不”讲。 
  事：从事。  
  农桑：农耕和蚕桑。  
  （11）吏禄三百石（dàn）：当时白居易一年的薪俸大约是三百
石米。石：中国市制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古时候念dàn，现在
念shí）  
  （12）岁晏（yàn）：岁末。晏，尽。 

 

 



译文 

      农家很少有空闲的月份，五月到来人们更加繁忙。  
  夜里刮起了南风，覆盖田垄的小麦已成熟发黄。  
  妇女们担着竹篮盛的饭食，儿童手提壶装的酒浆，  
  相互跟随给在田里劳动的人送去，收割小麦的男子都在南冈。  
  双脚受地面的热气熏蒸，脊梁受炎热的阳光烘烤。  
  精疲力竭仿佛不知道天气炎热，只是珍惜夏日天长。  
  又见一位贫苦妇女，抱着孩儿在割麦者旁边，  
  右手拾着遗落的麦穗，左臂上悬挂着一个破筐。  
  听她望着别人说话，听到的人都为她感到悲伤。   
  因为缴租纳税，家里的田地都已卖光，只好拾些麦穗充填饥
肠。   
  现在我有什么功劳德行，却不用从事农耕蚕桑！   
  一年领取薪俸三百石米，到了年底还有余粮。   
  想到这些内心感到惭愧，整天也不能淡忘。 

 
 



 

作者简介  白居易(公元772年-846年)，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南)，后迁下(今陕西渭南北)，一身经历了代

宗、德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曾任过周至尉、
左拾遗、左赞善大夫、江州司马、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太子少傅
等官。白居易是个同情人民，敢于反映民间疾苦，敢于揭露官场贵
族黑暗面的官吏和诗人。              

现存白诗近三千首，数量当推为唐代诗人之冠.他自己分之为讽谕
诗、闲适诗、感 伤诗、杂律诗四类,元稹为之编辑为《白氏长庆  

集》。 



              时代背景 

《观刈麦》是白居易任周至县县尉时有感于
当地人民劳动艰苦、生活贫困所写的一首诗，
作品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
责．对于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
食而深感愧疚。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
(807)，诗人三十六岁。周至县在今陕西省西
安市西。县尉在县里主管缉捕盗贼、征收捐
税等事。正因为白居易主管此事，所以他对
劳动人民在这方面所受的灾难也知道得最清
楚 。 



第一层四句，交代时间及其环境气氛。"农家少闲

月，五月人倍忙"，下文要说的事情就发生"人倍

忙"的五月。这两句总领全篇，而且一开头就流露

出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夜来南风起，小麦

覆陇黄"，一派丰收景象，大画面是让人喜悦的。

可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丰收景象下农民的悲哀呢?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     童稚携壶桨。 

相随饷田去，     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      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      但惜夏日长。 

第二层八句，通过具体的一户人家来展现这“人

倍忙”的割麦情景。婆婆、儿媳妇担着饭篮子，
小孙儿提着水壶，他们是去给地里干活儿的男人
们送饭的。男人天不亮就下地了；女人起床后先
忙家务，而后做饭；小孙子跟着奶奶、妈妈送饭
时一齐到地里。她们是要在饭后和男人们一道干
下去的。你看这一家忙不忙呢?"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这四句正面描写收麦劳动。他们脸对着大地，背对着
蓝天，下面如同笼蒸，上面如同火烤，但是他们用尽
一切力量挥舞着镰刀一路向前割去，似乎完全忘记了
炎热，因为这是"虎口夺粮"，时间必须抓紧呀！妇姑：
媳妇、婆婆，古时媳妇称婆婆叫姑，称公公叫舅。荷：
肩挑；用篮子盛着食物，这里即指饭篮。壶浆：用壶
装着水，这里即指水壶。田：给田里干活的人送饭。
丁壮：成年的男劳力。惜：珍惜．舍不得浪费。天气
如此之热，白天又如此之长，而人们却竭力苦干，就
怕浪费一点时间，可见人们对即将到手的麦子的珍惜
程度。"惜"字在这里用得非常好，是用一种违背人之
常情的写法来突出人们此时此地的感情烈度。 



白居易的《卖炭翁》中有“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之语，“愿”字的用法与

此处“惜”字的用法正同。 

这一层交代了人物、环境、心里，表现了劳动

人民的艰辛。              

 



复有贫妇人，         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         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         闻者为悲伤。                       
田家输税尽，         拾此充饥肠。  

笫三层八句，镜头转向一个贫妇人，她被捐税弄得破了产，现时只

能以拾麦穗为生，这是比前述全家忙于收麦者更低一个层次的人。

你看她的形象：左手抱着一个孩子，臂弯里挂着一个破竹筐，右手

在那里捡人家落下的麦穗。这有多么累，而收获又是多么少啊！但

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是收麦的时候，还有麦穗可捡，换个别的时候，

就只有去沿街乞讨了。而她们家在去年、前年，也是有地可种、有

麦可收的人家呀，只是后来让捐税弄得走投无路，把家产，土地都

折变了，至使今天落到了这个地步。秉：拿着。田家：这里指一个

庄稼户的产业。输：交纳。 

这一层写拾穗，从肖像、语言，突出生活的悲惨。揭示了

赋税的繁重。 

 



 第四层六句，写诗人面对丰收下出现如此悲惨

景象的自疚自愧。事：从事。岁晏：年底。  



   作品的题目叫《观刈麦》，而画面上实际出现的，除

了刈麦者之外，却还有一个拾麦者，而且作者的关心也恰

恰是更偏重在后者身上。他们二者目前的贫富苦乐程度是

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日凄凉可

怜的拾麦穗者是昨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又安知今日辛劳

忙碌的刈麦者明日不沦落成凄凉可怜的拾麦者呢?只要有

繁重的捐税在，劳动人民就永远摆脱不了破产的命运。作

者在这里对当时害民的赋税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对劳动

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而且不是一般的同

情，是进而把自己摆进去，觉得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别太

大了，自己问心有愧。 



对比之中见民生疾苦 

• 白居易的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
思想情绪，呼喊出了劳动人民的声音。全
诗在写作上的基本特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
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作者选取了举
家忙碌和凄凉拾穗这两个镜头，使之构成
强烈对比。前者虽然苦累，但他们暂时还
是有希望的，至于后者，则完全是断梗浮
萍，朝不保夕了。  



诗歌的深层含义 

         白居易的自愧和内疚，实际上包含着对
整个官僚社会的批评，白居易只是一个三
白石的小小县尉，那些大官僚、大贵族们
其实更应该感到惭愧，赋税是皇帝管的，
白居易无法公开反对，只能用这种结尾来
达到讽喻的目的。可谓用心良苦！ 



关于词的小知识 

      词是隋唐时兴起的一种和乐而歌、 

  句式长短不齐的诗体。词在形式上
的特点是“调有定格，句有定数，
字有定声”。词大多分段，一段就
是一个乐段。 

 



李清照词欣赏 

                            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 

                     惊起一滩鸥鹭。 



由童年之美好易逝扩至人生苦短之深沉感慨 

• 诚然，清照喜欢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喜
欢寄情于山光水色，沉醉于大自然的天籁
之中，怡然自得，陶醉于人与景色物我两
忘的忘我境地，何等投入，何等惬意！ 

• 但是在我看来，此词还有更加深广的蕴藉
和极悠远深邃的意境。我认为，鸥鹭扑棱
棱飞去，象征着无忧无虑之童年已随之而
去，一去不复返，惟在记忆中魂牵梦萦，
惟在思念中徜徉而永恒。 



对宇宙人生普遍悲剧性的深沉体认 

• 从表现方式和意蕴两方面来看，清照此词，化抽
象的时光为天机活泼、灵动可感之绝美意象，以
飞翔灵动之具象表现时光流逝之快，令人感慨人
生之短暂，美好之易逝，令人思考生命之本质意
义和人生之终极家园。 

• 我认为，易安此词最后一句与李后主之词句“自
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着对
生命短促、美好易逝之同样深层次的审美体验，
甚至有着对于流年似水、悲苦无常之宇宙人生普
遍悲剧性的根本审视和深沉体认，蕴含极其深邃，
当具有无限无止境可解读可分析可诠释之无穷张
力，真乃千古绝唱也! 

 



李煜词赏析  乌夜啼 

 

                        乌夜啼 

                              李煜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
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
恨水长东。 



李煜和李清照 

• 李煜即李后主，是五代最有成就的
词人。也是词史上一流的大家。亡
国后，孤寂悲凉的处境，使他的词
转向了写思乡之情、亡国之恨，被
称为词中之帝，和李清照相比较，
清照被称为婉约中宗。都融入了国
破家亡的深悲巨痛。其词千古，其
心甚苦！ 
 



我喜欢吟咏“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 我常常伴着“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深
情吟咏，唱出我心灵深处的欣喜和忧伤，
想起我的母亲，想起似水流年……思念绵
绵，深情无限，我想，生命中因为有了挂
牵，我才懂得了母亲的欢颜 …… 



李煜词的深层次悲剧意蕴 

•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说后主词“俨有释
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后主词有一种博
大深厚的思想感情。这首《相见欢》，写的只是
林花，实际象喻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写的只是个
人的悲哀，但又不局限于一己之悲哀，词的形象
所表现的是对人生无常、世事多变、年华易逝的
无可奈何的种种复杂情绪，这种情绪远远超出了
自己的“身世之戚”，有着更普遍、更广泛的内
容，包容了人类所有的悲哀。而这一点正如同释
迦、基督之“担荷人类罪恶”一样。王国维先生
这句话是对后主词思想内容的深刻评价。 



万古深情——《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注释 

 
 （1）乙卯：公元1075年，即北宋熙宁八
年。   

  （2）十年：指结发妻子王弗去世已十年。  

  （3）思量：想念。   

  （4）千里：王弗葬地四川眉山与苏轼任
所山东密州，相隔遥远，故称“千里”。   

  （5）“尘满面”两句，形容年老憔悴。   

   



注释 

       （6）孤坟：孟启《本事·徵异第五》载张
姓妻孔氏赠夫诗：“欲知肠断处，明月照
孤坟。”其妻王氏之墓。   

  （8）幽梦：梦境隐约，故云幽梦。   

  （9）小轩窗：指小室的窗前，轩：门窗   

  （10）顾：看。   

  （11）明月夜，短松冈：苏轼葬妻之地，
短松：矮松。 

 



创作背景 

• 苏东坡十九岁时，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
王弗年轻美貌，且侍亲甚孝，二人恩爱情
深。可惜天命无常，王弗二十七岁就去世
了。这对东坡是绝大的打击，其心中的沉
痛，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公元
1075年（熙宁八年），东坡来到密州，这
一年正月二十日，他梦见爱妻王氏，便写
下了这首“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
（陈师道语）且传诵千古的悼亡词。   



简析 

•      这是苏轼为悼念原配妻子王弗而写的一首悼亡
词，表现了绵绵不尽的哀伤和思念。上片写词人
对亡妻的深沉的思念，是写实。下片记述梦境，
抒写了诗人对亡妻执着不舍的深情。 

•      上篇记实，下篇记梦，突出衬托出对亡妻的思
念，加深本诗的悲伤基调。全词情意缠绵，字字
血泪。既写了王弗，又写了词人自己。词中采用
白描手法，出语如话家常，却字字从肺腑镂出，
自然而又深刻，平淡中寄寓着真淳。这首词思致
委婉，境界层出，情调凄凉哀婉，为脍炙人口的
名作。   



不思量，自难忘，字字千钧 

• 我喜欢东坡此词中的“不思量自难忘”着
六个字，清代纳兰容若的“当时知道是寻
常”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举重若轻，无
限深情，尽在其中！ 

• 纳兰性德《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
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
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
是寻常。  



不思量自难忘，是最真实自然的感情 

• 作者将“不思量”与“自难忘”并举，利
用这两组看似矛盾的心态之间的张力，真
实而深刻地揭示自己内心的情感。十年忌
辰，触动人心的日子里，他又怎能“不思
量”那聪慧明理的贤内助呢。往事蓦然来
到心间，久蓄的情感潜流，忽如闸门大开，
奔腾澎湃难以遏止。于是乎有梦，是真实
而又自然的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想到爱妻华
年早逝，感慨万千，远隔千里，无处可以
话凄凉，话说得极为沉痛。其实即便坟墓
近在身边，隔着生死，就能话凄凉了吗？
这是抹煞了生死界线的痴语、情语，极大
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孤独寂寞、凄凉无助而
又急于向人诉说的情感，格外感人。 



纵使相逢应不识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这三个长短句，又把现实与梦幻混同了起
来，把死别后的个人种种忧愤，包括在容
颜的苍老，形体的衰败之中，这时他才四
十岁，已经“鬓如霜”了。明明她辞别人
世已经十年，却要“纵使相逢”，这是一
种绝望的、不可能的假设，感情是深沉、
悲痛，而又无奈的，表现了作者对爱侣的
深切怀念，也把个人的变化做了形象的描
绘，使这首词的意义更加深了一层。   



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 

• “小轩窗，正梳妆。”那小室，亲切而又熟
悉，她情态容貌，依稀当年，正在梳妆打
扮。作者以这样一个常见而难忘的场景表
达了妻子在自己心目中的永恒的印象。夫
妻相见，没有出现久别重逢的高兴，而是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正是东坡
笔力奇崛之处，妙绝千古。正唯“无言”，
方显沉痛；正唯“无言”，才胜过了万语
千言；正唯无言，才使这个梦境令人感到
无限凄凉。“此时无声胜有声”，无声之
胜，全在于此。 



料想妻子年年此时柔肠寸断 

• 别后种种从何说起？只有任凭泪水倾盈。
一个梦，把过去拉了回来，但当年的美好
情景，并不存在。这是把现实的感受溶入
了梦中，使这个梦也令人感到无限凄凉。
结尾三句，又从梦境落回到现实上来。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年年此日，妻子也思念我，该是柔肠寸断
了吧？ 

 



东坡此词中道出爱的境界 

• 在这世上有一种最为浑厚的爱叫至爱亲情，
有一种感情叫相依为命。那是天长日久的
渗透，是一种融入了彼此生命的温暖。 
爱的境界是什么？是执子之手，是相濡以
沫，爱的最高境界是——生死相许、生死
不渝。 

• 我经常吟咏着“不思量自难忘”，想起我
的母亲，母亲的形象刻骨铭心，永远温暖
着我的身心…… 



东坡旷达背后的深情 

        

 

        东坡之为人，乃至情至性绝代之人，其
于宇宙人生万事万物，情至深，义至重，
看似旷达，实则苏词中的悲感最深！ 

 

 



悲剧性体认 

• 在东坡之前，李后主伴着“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的深情吟咏，唱出了灵魂深处的无限悲凉，然其
无比可贵者，在于其把自己人生悲剧的体验提升
至对整个人类和芸芸众生悲苦无常的深情悲悯，
在个体通向对宇宙人生之悲剧性体验和审视中，
以期重建慰藉灵魂之精神家园，在超越小我悲剧
性际遇之深沉感悟中，入于终极性大彻大悟之化
境，从而显示出对人生不断毁灭的普遍深沉之挽
歌式大深情和真正伟大的大悲悯悲剧性精神之体
认。 
 
 



深情绝代 

        我认为词至东坡，上承李后主一代词帝忧伤如
许烟水迷离的万古悲情，下启纳兰容若一往情深、
超越生死、哀婉幽绝的绝代痴情和曹霑于《红楼
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绝代悲悯，于气象
万千之表面，达臻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之境界，
“一蓑烟雨任平生，”“人间有味是清欢”“此
心安处是吾乡”，凡此种种，均为表面，而其悼
亡之作《江城子》才是其至情至性之绝代深情和
对亡妻无限真情、刻骨铭心、究竟无法忘怀于万
一的真实而伟大灵魂之真正体现。 
 
 



 

卜算子·答施 

乐婉 

  

   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 

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肠断。 

要见无因见，拚了终难拚。 

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 

 

      



写作背景简介 

         乐婉，生卒年不详。宋代杭州妓，为施酒监所
悦。施曾有词相赠别，乐乃和之。即今传世的
《卜算子·答施》 ，收录于《花草粹编》卷二自
《古今词话》。 

          明代陈耀文《花草粹编》卷二，引宋代杨湜
《古今词话》（原书已佚）说：“杭妓乐婉与施
酒监善，施尝赠以词云：‘相逢情便深，恨不相
逢早。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伊家好。别你
登长道，转更添烦恼。楼外朱楼独倚栏，满目围
芳草。’”于是，乐婉以这首词来作答。  



相思如海 

•     乐婉此词直抒胸臆，明白如话，是以我手写我
心之作。“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临别之
前，却从别后的情况说起，起句便奇。 

•    心灵善感的女词人早已充分预感到，一别之后，
痛苦的相思将如沧海一样深而无际，使自己时时
备受煎熬，美好的往事将像天上的云一样杳杳不
可即。唯其善感如此，便不能不紧紧把握住这将
别而未别的时刻不放。 

    



一个难字，笔力千钧 

•     “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肠断。”流尽了
千千万万行的泪，留不住即将远逝的恋人，反使
我愁肠寸断！上一句势若江河，一泻而下，下二
句一断一续，正如哽咽。诀别的时刻最终还是来
临了。女词人既道尽别后的痛苦，又诉尽临别的
伤心，似乎已无可再言。殊不知，下片更是奇外
出奇，奇之又奇。 

•  “要见无因见，拼了终难拼。”要重见，无法
重见。与其仍抱无指望的爱，真不如死掉这条心。
可是，真要死掉这条心，又谈何容易？人生到此，
道路已断，真是绝望矣！ 

 



发愿：来生再续缘 

•    “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
有情人最终成不了眷属，莫非果真是前生
无缘。倘若果真是前生无缘，则今生休矣。 

•     但是，今生已经无缘，更有来生，待来
生来世我们俩再结为夫妻吧！绝望之中，
发一大愿，生出一线希望。此一线希望，
真是希望耶？还是绝望耶？诚难分辨！唯
此一大愿，竟长留天地间！ 

   



感情极其真挚 

• 全词篇幅虽短，但是，一位感情真挚，思想果断
的女性形象，活脱脱的跃然于纸上。以泪滴千千
万万行之人，以绝不可能断了之情，直道出作者
的真挚情感，为之一拼，转念便直说出终是难舍，
如此种种念头，皆在情理之中。但在别人则未必
能够直接道出自己的感情，而她却能直言不讳，
这正是由于作者的性格豪爽果决。至于思旧事如
天远，要重见而无因见，待重结、来生愿！若不
是感情真挚的人，又岂能道得出耶？ 

 

 



令人想起一首古乐府 

 

•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
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 表达了对爱情忠贞不渝永不变心的坚定誓
言！ 



爱的真谛亦是词的最高境界 

   全词犹如长江之水，一流而去永不回头，
但其意蕴仍觉有馀。以一位风尘女子，而
能够得到此一段奇情异彩，历来受到人们
的喜爱，其奥秘正在于词中道出了古往今
来的爱情真谛：生死不渝。这亦是词中的
最高境界。 

 

 



生死不渝之精神 

         邓小军老师在评析乐婉《卜算子.答施》一词
时尝深沉感叹曰：“中国古人之贤者，小而对于
个人爱情，大而对于民族文化，皆能抱一种忠实
之态度，即使当其不幸而处于绝望之境地，生死
之难关，也能体现一种生死不渝之精神。惟其有
此一种精神，小而至于个人爱情，才能够心心相
印，肝胆相照；大而至于民族文化，才能够绵延
不绝，生生不已。两者事有大小，实则具一共通
之义。” 

       



传承中华文化的伟大精神 

         我想：古典诗词中所承载的中华文化之
精神博大精深，浩瀚伟岸，此种极其宝贵
之人文传统，犹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
虽频遇阻厄而生生不息，万古流芳！中华
文化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生死不渝的伟
大精神值得我们代代传承和发扬光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