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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  

A. 古典詩詞 

《離騷》（節選）作者：戰國・屈原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勿迫。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求索。 

飲余⾺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 

折若⽊以拂⽇兮，聊逍遙以相⽺。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廉使奔屬。 

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吾令鳳⿃⾶騰兮，繼之以⽇夜。 

飄⾵屯其相離兮，帥雲霓⽽來御。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 

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望予。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延佇。 

世溷濁⽽不分兮，好蔽美⽽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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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  

A. 古典詩詞 

《將進酒·君不⾒》作者：唐・李⽩ 

君不⾒，⿈河之⽔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堂明鏡悲⽩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得意須盡歡，莫使⾦樽空對⽉。 

天⽣我材必有⽤，千⾦散盡還復來。 

烹⽺宰⽜且為樂，會須⼀飲三百杯。 

岑夫⼦，丹丘⽣，將進酒，杯莫停。 

與君歌⼀曲，請君為我傾⽿聽。 

鐘⿎饌⽟不⾜貴，但願⾧醉不復醒。 

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酒⼗千恣歡謔。 

主⼈何為⾔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 

五花⾺，千⾦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與爾同銷萬古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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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  

A. 古典詩詞 

《短歌⾏》  

作者：魏晉·曹操 

 

對酒當歌，⼈⽣幾何？ 

譬如朝露，去⽇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衿，悠悠我⼼。 

但為君故，沉吟⾄今。  

呦呦⿅鳴，⾷野之蘋。 

我有嘉賓，⿎瑟吹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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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如⽉，何時可掇？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相存。 

契闊談讌，⼼念舊恩。 

 

 

⽉明星稀，烏鵲南⾶。 

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不厭⾼，海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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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  

B. 新詩 

《⾨前》 作者：頋城   

我多麼希望，有⼀個⾨⼝ 

早晨，陽光照在草上 

我們站着 

扶着⾃⼰的⾨扇 

⾨很低，但太陽是明亮的 

草在結它的種⼦ 

 

⾵在搖它的葉⼦ 

我們站着，不說話 

就⼗分美好 

有⾨，不⽤開開 

是我們的，就⼗分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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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夜還要流浪 

我們把六弦琴交給他 

我們不⾛了 

我們需要⼟地 

餘姚永不毀滅的⼟地 

我們要乘着它 

度過⼀⽣ 

⼟地是粗糙的，有時狹隘 

然⽽，它有歷史 

有⼀份天空，⼀份⽉亮 

⼀份露⽔和早晨 

我們愛⼟地 

我們站着 

⽤⽊鞋挖着⼟地 

⾨也曬熱了 

我們輕輕靠着，⼗分美好 

墻後的草，不會再⾧⼤了 

它只⽤指尖，觸了觸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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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  

B. 新詩

《陌⽣的海灘》 

作者：北島  

 

⾵帆垂落。 

桅杆，這冬天的樹⽊，  

帶來了意外的春光。 

 

 

冬天的廢墟， 

緬懷着逝去的光芒。 

你靠着殘存的階梯，  

在⽣銹的欄杆上， 

敲出⼀個個單調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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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的莊嚴中， 

陰影在選擇落腳的地⽅。 

所有的⾓落， 

鹽粒凝結昔⽇的寒冷， 

 和⼀閃⼀閃的回憶之光。 

 

遠⽅ 

⽩茫茫。 

⽔平線 

這浮動的甲板， 

撒下多少安眠的網？ 

 

頭⼱， 

那只紅⾊的⿃，  

在⽇本海上⾶翔。 

⽕焰的反光， 

把和你分離的影⼦， 

投向不屬於任何⼈的天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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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暴就夠了， 

然⽽也沒有固定的⾵向，  

也許是為了回答召喚。 

翅膀發出⼸的鳴響。 

 

 

落潮 層層疊疊，  

在⾦⾊的地毯上， 

吐下泛着泡沫的夜晚， 

 鬆散的纜繩，折斷的槳。 

漁民們彎着光裸的脊背， 

修建着⾵暴中倒塌的廟堂。 

 

孩⼦們追逐着⼀彎新⽉。 

⼀隻海鷗迎⾯撲來， 

卻沒有落在你伸出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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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  

C. 經典古⽂

《孟⼦·告⼦上》 

（⿂我所欲也）節選 

⿂，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者不可得兼，舍⿂⽽取熊掌者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者不可得兼，舍⽣⽽取義者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者，故不為苟得

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之所欲莫甚於⽣，則凡可以得

⽣者何不⽤也？使⼈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有不⽤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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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則可以辟患⽽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者，所惡有甚於死者。⾮獨賢者有是⼼也，⼈皆

有之，賢者能勿喪⽿。 

 

「⼀簞⾷，⼀⾖羹，得之則⽣，弗得則死。呼爾⽽與之，⾏道之⼈弗受；蹴爾⽽與之，乞

⼈不屑也。萬鐘則不辯禮義⽽受之，萬鐘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

我與？鄉為⾝死⽽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死⽽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死

⽽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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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  

C. 經典古⽂

《莊⼦·雜篇·漁⽗》（節選） 

孔⼦愀然⽈：「請問何謂真？」客⽈：「真者，精誠之⾄也。不精不誠，不能動⼈。故強哭者雖

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哀，真怒未發⽽威，真親未笑⽽和。真在內

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於⼈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

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其跡矣。事親以

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

以受於天也，⾃然不可易也。故聖⼈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恤於⼈，不知貴

真，祿祿⽽受變於俗，故不⾜。惜哉，⼦之蚤湛於⼈偽⽽晚聞⼤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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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  

C. 經典古⽂

《勸學》(節錄) 荀⼦ 

君⼦⽈：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青於藍；冰，⽔為之，⽽寒 於⽔。⽊直中繩，

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受繩則直，⾦就礪則利，君⼦

博學⽽⽇參省乎⼰，則知明⽽⾏無 過矣。 

 

吾嘗終⽇⽽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望矣，不如登⾼之博⾒也。登⾼⽽招，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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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也，⽽⾒者遠。順⾵⽽呼，聲⾮加疾也，⽽聞者彰。假輿⾺者，⾮利⾜也，⽽致千⾥;假

⾈楫者，⾮能⽔也，⽽絕江河。 君⼦⽣⾮異也，善假於物也。 

 

積⼟成⼭，⾵⾬興焉;積⽔成淵，蛟⿓⽣焉；積善成德，⽽神明⾃得， 聖⼼備焉。故不積

跬步，無以⾄千⾥；不積⼩流，無以成江海。騏驥⼀躍， 不能⼗步；駑⾺⼗駕，功在不舍。

鍥⽽舍之，朽⽊不折；鍥⽽不舍，⾦⽯ 可鏤。螾無⽖⽛之利，筋⾻之強，上⾷埃⼟，下飲⿈

泉，⽤⼼⼀也。蟹六跪⽽⼆螯，⾮蛇蟺之⽳無可寄託者，⽤⼼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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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  

D. 親⼦誦/對誦/集誦

《在⼭的那邊》 作者：王家新 

⼩時候，我常伏在窗⼝痴想 

——⼭那邊是什麼呢？ 

媽媽給我說過：海 

哦，⼭那邊是海嗎？ 

於是，懷著⼀種隱秘的想望 

有⼀天我終於爬上了那個⼭頂 

可是，我卻幾乎是哭著回來了 

——在⼭的那邊，依然是⼭ 

⼭那邊的⼭啊，鐵青著臉 

給我的幻想打了⼀個零分！ 

媽媽，那個海呢？ 

在⼭的那邊，是海！ 

是⽤信念凝成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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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啊，我竟沒想到 

⼀顆從⼩飄來的種⼦ 

卻在我的⼼中扎下了深根 

是的，我曾⼀次⼜⼀次的失望過 

當我爬上那⼀座座誘惑著我的⼭頂 

但我⼜⼀次次⿎起信⼼向前⾛去 

因為我聽到海依然在遠⽅為我喧騰 

——那雪⽩的海潮啊，夜夜奔來 

⼀次次浸濕了我枯乾的⼼靈…… 

在⼭的那邊，是海嗎？ 

是的！ 

⼈們啊，請相信—— 

在不停地翻過無數座⼭後 

在⼀次次地戰勝失望之後 

你終會攀上這樣⼀座⼭頂 

⽽在這座⼭的那邊，就是海呀 

是⼀個全新的世界 

在⼀瞬間照亮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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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  

D. 親⼦誦/對誦/集誦

《理想》作者：流沙河 

理想是⽯，敲出星星之⽕; 

理想是⽕，點燃熄滅的燈; 

理想是燈，照亮夜⾏的路; 

理想是路，引你⾛到黎明。 

飢寒的年代⾥，理想是溫飽; 

溫飽的年代⾥，理想是⽂明。 

 

離亂的年代⾥，理想是安定; 

安定的年代⾥，理想是繁榮。 

理想如珍珠，⼀顆綴連著⼀顆， 

貫古今，串未來，瑩瑩光無盡。 

美麗的珍珠鏈，歷史的脊梁⾻， 

古照今，今照來，先輩照⼦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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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羅盤，給船舶導引⽅向; 

理想是船舶，載著你出海遠⾏。 

但理想有時候⼜是海天相吻的弧線， 

可望不可即，折磨著你那進取的⼼。 

理想使你微笑地觀察著⽣活; 

理想使你倔強地反抗著命運。 

理想使你忘記鬢發早⽩; 

理想使你頭⽩仍然天真。 

理想是鬧鐘，敲碎你的⿈⾦夢; 

理想是肥皂，洗濯你的⾃私⼼。 

理想既是⼀種獲得， 

理想⼜是⼀種犧牲。 

理想如果給你帶來榮譽， 

那只不過是它的副產品， 

⽽更多的是帶來被誤解的寂寥， 

寂寥⾥的歡笑，歡笑⾥的酸⾟。 

理想使忠厚者常遭不幸; 

理想使不幸者絕處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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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因有理想⽽偉⼤; 

有理想者就是⼀個「⼤寫的⼈」。 

世界上總有⼈拋棄了理想， 

理想卻從來不拋棄任何⼈。 

給罪⼈新⽣，理想是還魂的仙草; 

喚浪⼦回頭，理想是慈愛的母親。 

理想被玷污了，不必怨恨， 

那是妖魔在考驗你的堅貞; 

理想被扒竊了，不必哭泣， 

快去找回來，以後要當⼼! 

英雄失去理想，蛻作庸⼈， 

可厭地誇耀著當年的功勳; 

庸⼈失去理想，碌碌終⽣， 

可笑地詛咒著眼前的環境。 

理想開花，桃李要結甜果; 

理想抽芽，榆楊會有濃陰。 

請乘理想之⾺，揮鞭從此起程， 

路上春⾊正好，天上太陽正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