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鸣谢 

本届粤港澳⼤湾区中华经典诗词美⽂普通话诵读⼤赛 所有诵材，谨供参赛者使⽤，承蒙名位顾问、评判，热情推荐，本会致以万分感谢。如有未能联络上的有关作者，本会也在此衷⼼鸣谢。

所有诵材，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粤港澳中国⽂化交流协会 

www.ghmcea.org 

Tel：2558-8089 Email：info@ghmcea.org 

中学组  

A. 古典诗词：

《离骚》（节选）作者：战国・屈原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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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A. 古典诗词 

《将进酒·君不见》作者：唐・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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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A. 古典诗词 

《短歌行》 

作者：魏晋·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鸣谢 

本届粤港澳⼤湾区中华经典诗词美⽂普通话诵读⼤赛 所有诵材，谨供参赛者使⽤，承蒙名位顾问、评判，热情推荐，本会致以万分感谢。如有未能联络上的有关作者，本会也在此衷⼼鸣谢。

所有诵材，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粤港澳中国⽂化交流协会 

www.ghmcea.org 

Tel：2558-8089 Email：info@ghmcea.org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燕，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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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B. 新诗 

《门前》 作者：顾城   

我多么希望，有⼀个门口 

早晨，阳光照在草上 

我们站着 

扶着自己的门扇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草在结它的种子 

 

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分美好 

有门，不用开开 

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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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黑夜还要流浪 

我们把六弦琴交给他 

我们不走了 

我们需要⼟地 

余姚永不毁灭的土地 

我们要乘着它 

度过一生 

土地是粗糙的，有时狭隘 

然而，它有历史 

有一份天空，一份月亮 

一份露水和早晨 

我们爱入地 

我们站着 

用木鞋挖着土地 

门也晒热了 

我们轻轻靠着，十分美好 

墙后的草，不会再长大了 

它只用指尖，触了触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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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B. 新诗

《陌生的海滩》 

作者：北岛  

 

风帆垂落。 

桅杆，这冬天的树木，  

带来了意外的春光。 

 

 

冬天的废墟， 

缅怀着逝去的光芒。 

你靠着残存的阶梯，  

在生锈的栏杆上， 

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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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的庄严中， 

阴影在选择落脚的地方。 

所有的角落， 

盐粒凝结昔日的寒冷， 

 和一闪一闪的回忆之光。 

 

远方 

白茫茫。 

水平线 

这浮动的甲板， 

撒下多少安眠的网？ 

 

头巾， 

那只红色的鸟，  

在日本海上飞翔。 

火焰的反光， 

把和你分离的影子， 

投向不属于任何人的天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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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风暴就够了， 

然而也没有固定的风向，  

也许是为了回答召唤。 

翅膀发出弓的鸣响。 

 

落潮 层层迭迭，  

在金色的地毯上， 

吐下泛着泡沫的夜晚， 

 松散的缆绳，折断的桨。 

渔民们弯着光裸的脊背， 

修建着风暴中倒塌的庙堂。 

 

孩子们追逐着⼀弯新月。 

⼀只海鸥迎面扑来， 

却没有落在你伸出的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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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C. 经典古文

《孟子·告子上》 

（鱼我所欲也）节选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

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

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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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

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

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

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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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C. 经典古文

《庄子·杂篇·渔父》（节选）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

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

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

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

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

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

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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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C. 经典古文

《劝学》(节录) 荀子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 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

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

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 过矣。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

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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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 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 可镂。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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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D. 亲子诵/对诵/集诵

《在山的那边》 作者：王家新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 

——山那边是什么呢？ 

妈妈给我说过：海 

哦，山那边是海吗？ 

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 

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 

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 

——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 

山那边的山啊，铁青着脸 

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 

妈妈，那个海呢？ 

在山的那边，是海！ 

是用信念凝成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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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啊，我竟没想到 

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 

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 

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过 

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 

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 

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 

——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 

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 

在山的那边，是海吗？ 

是的！ 

人们啊，请相信—— 

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 

在一次次地战胜失望之后 

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 

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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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D. 亲子诵/对诵/集诵

《理想》作者：流沙河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 

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 

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 

 

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 

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 

理想如珍珠，一颗缀连着一颗， 

贯古今，串未来，莹莹光无尽。 

美丽的珍珠链，历史的脊梁骨， 

古照今，今照来，先辈照子孙。 



 

鸣谢 

本届粤港澳⼤湾区中华经典诗词美⽂普通话诵读⼤赛 所有诵材，谨供参赛者使⽤，承蒙名位顾问、评判，热情推荐，本会致以万分感谢。如有未能联络上的有关作者，本会也在此衷⼼鸣谢。

所有诵材，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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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罗盘，给船舶导引方向; 

理想是船舶，载着你出海远行。 

但理想有时候又是海天相吻的弧线， 

可望不可即，折磨着你那进取的心。 

理想使你微笑地观察着生活; 

理想使你倔强地反抗着命运。 

理想使你忘记鬓发早白; 

理想使你头白仍然天真。 

理想是闹钟，敲碎你的黄金梦; 

理想是肥皂，洗濯你的自私心。 

理想既是一种获得， 

理想又是一种牺牲。 

理想如果给你带来荣誉， 

那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 

而更多的是带来被误解的寂寥， 

寂寥里的欢笑，欢笑里的酸辛。 

理想使忠厚者常遭不幸; 

理想使不幸者绝处逢生。 



 

鸣谢 

本届粤港澳⼤湾区中华经典诗词美⽂普通话诵读⼤赛 所有诵材，谨供参赛者使⽤，承蒙名位顾问、评判，热情推荐，本会致以万分感谢。如有未能联络上的有关作者，本会也在此衷⼼鸣谢。

所有诵材，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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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人因有理想而伟大; 

有理想者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世界上总有人抛弃了理想， 

理想却从来不抛弃任何人。 

给罪人新生，理想是还魂的仙草; 

唤浪子回头，理想是慈爱的母亲。 

理想被玷污了，不必怨恨， 

那是妖魔在考验你的坚贞; 

理想被扒窃了，不必哭泣， 

快去找回来，以后要当心! 

英雄失去理想，蜕作庸人， 

可厌地夸耀着当年的功勋; 

庸人失去理想，碌碌终生， 

可笑地诅咒着眼前的环境。 

理想开花，桃李要结甜果; 

理想抽芽，榆杨会有浓阴。 

请乘理想之马，挥鞭从此起程， 

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阳正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