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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1 

A.古典诗词 

 

 

《偶成》 

作者：南宋·朱熹 

 

少年易⽼学成， 

⼀⼨光阴不轻。 

未觉池塘春梦， 

阶前梧叶已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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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1 

A. 古典诗词 

 

《冬夜读书⽰⼦⾀》 

作者：宋·陆游 

 

古⼈学问无遗⼒， 

少壮⼯夫⽼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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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1 

B. 新诗 

《野花》 

作者：⾼昌 

耐⼼劝说清新的野花 

先闭上那芬芳的嘴巴 

 

让我想象盛开的笑脸 

听我诉说傻⽓的童话 

我⽐蜜蜂还要甜蜜呀 

我⽐蝴蝶还要快乐呀 

 

肯不肯拔出⼩⼩脚丫 

和诗歌⼀起跑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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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1 

B. 新诗 

《春意》 

作者：任⾬玲 

昨夜的⼀场春⾬ 

润了青青的草地 

沿着幽静的⼩路 

我们牵⼿踏青去 

 

听鸟⼉林间欢语 

看天空⽩云嬉戏 

让春风轻抚秀发 

享受绵长的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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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1 

C. 亲⼦诵/对诵/集诵 

《我学写字》 

 

当我学着写「⼩绵⽺」， 

⼀下⼦，树呀，房⼦呀，栅栏呀，  

凡是我眼睛看到的⼀切， 

就都弯卷起来，像⽺⽑⼀样。 

 

当我拿笔把「河流」，  

写上我的⼩练习本， 

我的眼前就溅起⼀⽚⽔花，  

还从⽔底升起⼀座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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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笔写好了「草地」， 

我就看见在花间忙碌的蜜蜂， 

两只蝴蝶旋舞着， 

我挥⼿就能把牠们全兜进⽹中。 

 

要是我写上「我的爸爸」， 

我⽴刻就想唱唱歌⼉蹦⼏下， 

我个⼉最⾼，⾝体最棒， 

甚么事我全能⼲得顶刮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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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1 

C. 亲⼦诵/对诵/集诵 

 

《⼿牵⼿，肩并肩》 

 

天上的雪花原本并不相识， 

但飘落时，聚在⼀起， 

于是融为⼀体。 

 

地上的沙砾原本天各⼀⽅， 

但借流⽔的承载，汇在⼀起， 

于是固结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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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那晶莹剔透的雪花， 

我们是那久经磨炼的沙砾， 

虽然我们来⾃不同的地⽅， 

但我们拥有共同的家——⼀年级。 

 

虽然我们仍未摆脱稚嫩， 

但我们将⼿牵⼿，肩并肩， 

⼀起⾯对成长中的困难险阻。 

 

时光在流逝， 

世界在变迁， 

始终不变的是我们前进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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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2 

A.古典诗词 

 

 

《雪梅》 

作者：宋· 卢梅坡 

 

梅雪争春未肯降， 

骚⼈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 

雪却输梅⼀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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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2 

A.古典诗词 

 

《劝学》 

作者：唐·颜真卿 

 

三更灯⽕五更鸡， 

正是男⼉发愤时。 

⿊发不知勤学早， 

⽩⾸⽅悔读书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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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2 

B.新诗 

《松果》 

作者：黄淮 

⼀盏盏⼩灯红得透明， 

⾼⾼悬挂在绿针从中。 

望⼀望令⼈⼼明眼亮， 

谁不想折枝养在花盆？ 

 

花盆难育成常青松柏， 

君应知盆景株株畸形。 

⼀枚松果可育百棵树， 

松树风格启迪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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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2 

B.新诗 

《黄昏》 

作者：闻⼀多 

黄昏是⼀头迟笨的⿊⽜， 

⼀步⼀步的⾛下了西⼭， 

不许把城门关锁得太早， 

总要等⿊⽜⾛进了城圈。 

 

黄昏是⼀头神秘的⿊⽜， 

  不知他是哪⼀界的神仙—— 

天天⽉亮要送他到城⾥， 

⼀早太阳⼜牵上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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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2 

C. 亲⼦诵/对诵/集诵 

《阳光》 

 

太阳公公的使者们， 

⼀齐从天空降临。  

路上遇见南来的风，  

南风问： 

「你们要去做甚么？」 

⼀个使者回答说： 

「我要把光芒撒到地上，  

让⼈们可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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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使者愉快地说： 

「我要让全世界的花开放，  

让世界变得更快乐。」 

⼀个使者和⽓地说： 

「我要搭⼀座⼤拱桥，  

让纯洁的⼈们通过。」 

最后⼀个使者很落寞： 

「我是为了做影⼦，  

才跟⼤伙⼉⼀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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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2 

C. 亲⼦诵/对诵/集诵 

《天上的街市》 

作者：郭沫洛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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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河的⽜郎织⼥， 

定能够骑着⽜⼉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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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3 

A.古典诗词 

 

《神童诗》 

作者：宋·汪洙 

 

天⼦重英豪，⽂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 

少⼩须勤学，⽂章可⽴⾝；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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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3 

A.古典诗词 

 

《游⼭西村》 

作者：宋·陆游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鸡豚。  

⼭重⽔复疑无路，柳暗花明⼜⼀村。  

箫⿎追随春社近，⾐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拄杖无时夜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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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3 

B.新诗 

《学会等待》 

作者：汪国真 

 

不要因为⼀次的失败就打不起精神， 

每个成功的⼈背后都有苦衷。 

你看即便像太阳那样辉煌， 

有时也被浮云遮住了光阴。 

你的才华不会永远被埋没， 

除⾮你⾃⼰想把前途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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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学会等待和安排⾃⼰， 

成功其实不需要太多酒精。 

要当英雄不妨先当狗熊， 

怕只怕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河上没有桥还可以等待结冰， 

⾛过漫长的⿊夜就是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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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3 

B.新诗 

《不断线的风筝》 

作者：毕宛婴 

 

我是⼀个风筝， 

无忧无虑地随风飘扬。 

时⽽在⾃家屋顶上⽅， 

时⽽飘到很⾼很⾼的天空。 

有时不⼩⼼缠到树枝上， 

哥哥会⼩⼼翼翼地抱我下去。 

有时不⼩⼼跌在地上， 

姐姐会仔细察看我是否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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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遇到甚么困难， 

无论我飞到任何地⽅， 

我都能放⼼⼤胆地飞翔。 

因为我有亲⼈好友在后⽅， 

他们⼿中的那根线呀， 

永远永远， 

也不会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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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3 

C. 亲⼦诵/对诵/集诵 

《牵住时光的⼿》 

作者: ⾦波 

 

常需要静下⼼来想⼀想 

想⼀想刚刚送⾛的⼀天 

再请睁开你的眼睛眺望 

⼜⼀个明天已不再遥远 

⽣命的瞬间总⾶逝⽽过 

别忘了牵住时光那只⼿ 

把握住今天把握住⽣活 

天天都沿着路标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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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上有⼀盏燃烧的灯 

照彻你的醒照彻你的梦 

每天都收获着新的黎明 

⽣活着就像航⾏在⼤海 

让理想的风帆⿎满胸怀 

你永远该做⽣活的主宰 

每天都收获着新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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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3 

C. 亲⼦诵/对诵/集诵 

热爱⽣命 

作者：汪国真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 

便只顾风⾬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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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去想⾝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 

既然⽬标是地平线， 

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命， 

⼀切，都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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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组 P4 

A.古典诗词 

《今⽇歌》 

作者：明代·⽂嘉 

 

今⽇复今⽇，今⽇何其少！ 

今⽇⼜不为，此事何时了？ 

⼈⽣百年⼏今⽇，今⽇不为真可惜！ 

若⾔姑待明朝⾄，明朝⼜有明朝事。 

为君聊赋今⽇诗，努⼒请从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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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4 

A.古典诗词 

《观沧海》 

作者：魏晋·曹操 

 

东临碣⽯，以观沧海。 

⽔何澹澹，⼭岛竦峙。 

树⽊丛⽣，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之⾏，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 

幸甚⾄哉，歌以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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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4 

B.新诗 

《童话》 

作者：郭风 

  

⼩野菊坐在篱笆的后⾯，  

侧着头，想到： 

「我长⼤了， 

要有⼀把蓝⾊的遮阳伞；  

那时候，我会很好看，  

我要和蜜蜂谈话！ 」 

站在她旁边的蒲公英，插嘴道： 

「可是，那有甚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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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菊马上问道： 

「可是，你会⽐我好吗？」 

「我长⼤了， 

会有⼀顶旅⾏⽤的黄⾊的⼩便帽；  

我要带⼀只⽩⽻⽑的毽⼦，  

旅⾏到很多的地⽅！ 」 

⼩野菊沉思地说： 

「那真的很好，  

可是，我不要像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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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4 

B.新诗 

《我微笑着⾛向⽣活》 

作者：汪国真 

 

    我微笑着⾛向⽣活， 

无论⽣活以甚么⽅式回敬我。 

 

报我以平坦吗？ 

我是⼀条欢乐奔流的⼩河。 

 

报我以崎岖吗？ 

我是⼀座庄严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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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我以幸福吗？ 

我是⼀只凌空飞翔的燕⼦。 

 

报我以不幸吗？ 

我是⼀根劲⽵经得起千击万磨。 

 

⽣活⾥不能没有笑声， 

没有笑声的世界该是多么寂寞。 

 

甚么也改变不了我对⽣活的热爱， 

我微笑着⾛向⽕热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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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4 

C. 亲⼦诵/对诵/集诵 

《留住童年》 

作者：钱万成 

摘下这⽚树叶 

珍藏起⼀个不⽼的春天 

诗会从此常绿 

直到永远永远 

 

童年没有遗憾 

失落的往事是缤纷的花瓣 

风中飘来风中飘去 

芳⾹在⽣命中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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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在前⾯的是⼭ 

踏在脚下的也是⼭ 

迷路的只是眼睛 

清醒的总是脚板 

 

留住童年 

留住⼀份勇⽓和果敢 

如果前⾯是⼀⽚海 

那就做⼀条乘风破浪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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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4 

C. 亲⼦诵/对诵/集诵 

《这也是⼀切》 

作者：舒婷 

 

不是⼀切⼤树 

都被暴风折断； 

不是⼀切种⼦， 

都找不到⽣根的⼟壤； 

不是⼀切真情， 

都流失在⼈⼼的沙漠⾥， 

不是⼀切梦想， 

都⽢愿被折掉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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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是⼀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切⽕焰，都只燃烧⾃⼰ 

⽽不把别⼈照亮； 

不是⼀切星星，都仅指⽰⿊夜 

⽽不报告曙光； 

不是⼀切歌声，都略过⽿旁 

⽽不留在⼼上。 

不，不是⼀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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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切损失都无法补偿； 

不是⼀切深渊都是灭亡； 

不是⼀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 

不是⼀切⼼灵 

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 

不是⼀切后果 

都是眼泪⾎印，⽽不展现欢容。 

⼀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切都⽣长于它的昨天。 

希望，⽽且为他⽃争， 

请把这⼀切放在你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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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5- P6 

A.古典诗词 

《长歌⾏》 

汉乐府 

 

青青园中葵， 朝露待⽇晞。 

阳春布德泽， 万物⽣光辉。 

 常恐秋节⾄， 焜黄华叶衰 。 

百川东到海， 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 ⽼⼤徒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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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5- P6 

A.古典诗词 

 

《浣溪沙》 

作者：北宋·苏轼 

 

   游蕲⽔清泉寺，寺临兰溪，溪⽔西流。 

⼭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  

萧萧暮⾬⼦规啼。谁道⼈⽣无再少？ 

门前流⽔尚能西！休将⽩发唱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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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5-P6 

B.新诗 

《青春》 

作者：何达 

是谁，在黎明之前， 

就从床上跳起来， 

像⼀个簇新的弹簧， 

弹起⼀股没有遭受过挫折的⼒量？ 

是青春。 

是谁，在没有太阳升起的时候， 

望着东⽅， 

⼀⼝⽓爬上陡峭的⼭峰， 

望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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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着太阳⾃最遥远的地⽅， 

射来的第⼀道光线？ 

是青春。 

是谁，在黄昏的时候， 

笑得这样爽朗？ 

在傍晚的时候唱得这么开⼼？ 

是青春，是青春。 

让我们满怀青春的热情， 

⾼唱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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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5-P6 

B.新诗 

 

   《等待阳光奔过来》 

 

我想 

在⼀个春⽇下午 

也许就有许多事情 

都将百无聊赖 

独倚窗台 

看远⽅天空云卷云舒 

 

拥挤的楼下 

来往着匆匆的⾏⼈ 

他们个个表情严肃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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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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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别⼈的 

单独⾏动 

⼀⽅天空晴朗着 

⼀只抒情的鸽⼦⽻⽑靓丽 

衔着鸽哨 

肆无忌惮的滑翔在 

风筝与微风之间 

天幕下投来 

⼀幅矫健的影⼦移动 

只选择不规则的划动 

 

条条思索的痕迹 

搭起鸽⼦ 

⽤张开的⽻⽑通往 

远⽅的桥梁 

等待⼀束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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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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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是⼀束 

久违的阳光 

奔过来 

⽽后才是尽情地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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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5-P6 

C. 亲⼦诵/对诵/集诵 

《阳光》 

作者：严⽂井 

阳光是匆匆的过客， 

总是去了⼜来，来了⼜去。 

他不愿意停留。 

不，他也曾暂时在⼀些梦⾥徘徊。 

他徘徊在沙漠的梦⾥。 

沙漠梦见了花朵、云雀、江河和海洋。 

他徘徊在海洋的梦⾥。 

海洋梦见了地震、⼩⼭、麦浪和桑⽥。 

他徘徊在⽼⼈的梦⾥。 

⽼⼈梦见了骏马、青草、⾓⼒和摔跤。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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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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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徘徊在婴⼉的梦⾥。 

婴⼉梦见了母亲的歌声、乳汁、 

胳膊和胸膛。 

每个带⿊⾊的梦都闪亮。 

每个梦都保持着⼀分阳光。 

阳光是个不倦的旅客， 

他总是来了⼜去，去了⼜来。 

他不能只在梦⾥徘徊。 

他在梦的外⾯驰骋。 

他制造⼀个个梦， 

更制造⼀个个觉醒。 

他驰骋，在梦的外⾯驰骋。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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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 P5-P6 

C. 亲⼦诵/对诵/集诵 

          《为要寻⼀个明星》 

 作者：徐志摩 

我骑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夜⾥加鞭；—— 

向着⿊夜⾥加鞭， 

我跨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这⿊绵绵的昏夜， 

为要寻⼀颗明星；—— 

为要寻⼀颗明星， 

我冲⼊这⿊茫茫的荒野。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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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 

那明星还不出现；—— 

那明星还不出现， 

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 

 

这回天上透出了⽔晶似的光明， 

荒野⾥倒着⼀只牲⼝， 

⿊夜⾥躺着⼀具⼫⾸。—— 

这回天上透出了⽔晶似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