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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寄语

2020 年 10 月 1 日，恰逢中秋与国庆双节同至，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中秋诗会，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呈现，

让最传统的中华经典诗词，与国家平台现代传播技术的深度

融合，营造出“万家团圆，共聚一方诗会”的节庆诗会这一

独特的文化景观。

中秋诗会，聚焦三个方向：

一、突出家国团圆，汇聚家国大爱

盛世诗会，共话家国团圆是本次中秋诗会的一个鲜明的

特色。在双节重逢、家国团圆时刻，参赛选手均以家庭组合

为单位参赛。奶奶对小恒屹的教育和互动，让每一个有孩子

的家庭都能从中获得非常实用的教学方法和互动知识，星月

家庭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相亲相爱；一

锅粥组合的夫妻情和战友情，都呈现出了

浓浓的人情味，既有亲友间的小爱，更有

勇敢承担重任，冲锋在国家最需要时刻的

家国大爱。

二、强调诗以言志，注重情感表达

诗歌是最中国的表达，也是融入中国

人骨髓的生活方式。节目中，用诗歌和三组家庭的内在联系，

表达出祖孙、家人间的亲情和薪火相传，爱侣间志同道合、

心意相通的神仙爱情，白衣战士伉俪之间报效祖国、守护人

民的家国情怀。

三、紧扣时代主题，传递生活诗意

在不平凡的 2020 年，无论是疫情期间的“青山一道同

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引发的“世界诗词大会”，还是

“天问一号”发射、北斗组网的高科技，都让传统文化、中

华经典诗词得到了大量传播与关注。在科技领域，“鲲鹏”、

“蛟龙”，一个个从传统典籍中走出的名词，具有了别样的

科技内涵。中秋诗会紧紧围绕这些主题，讲述了科技人、理

工人的浪漫与诗情。让我们从诗词中了解中国人对于宇宙的

不懈追求和探索，以及中国航天人、中国科技工作者如何将

文科的浪漫和理科的严谨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中秋诗会，有四大新意：

一、神仙打架，顶级嘉宾与选手组合精彩不断

中秋诗会，无论嘉宾还是选手，共同突出团圆与“组

合”概念。点评嘉宾康震、蒙曼两位老师，利用诗歌展开神

仙对决，在合作完成你说我猜的过程中，二人默契程度、二

人诗词储备开始了特殊的比拼，神仙打架看得人非常痛快，

康震老师大笑三声，蒙曼老师马上就可以对出“仰天长笑出

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蒙曼老师往往一说出诗的名字，

康震老师就能够迅速回应出需要猜的诗句，这份诗词缔造的

默契，在参赛选手组合中也得到印证，诗意

串起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情感联系。

二、题目再出新，打开生活与诗意交织

的万花筒

从题目中能看到节目组的匠心，“同舟

共济”、“画中有诗”、“心有灵犀”“你

说我猜”四个环节的题目设置，充满知识与

趣味，尤其注重互动性。

三、云上千人团，奇幻的舞台效果前所未有

神仙聚会千人团，既符合后疫情时代“云端录制”的现

实需求，更将云、月、诗的意境完美结合在一起，千人共同

朗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超级震撼。同时，千人同

屏的视角效果，与中国古代溢彩流光的洞窟艺术存在诗意的

联想空间，展示出芸芸众生的精彩面孔。

四、古典加科技，超燃的舞台呈现夺人眼球

中式庭园风格的现场摆设，搭配基于现代 5G 技术实现

的云上千人团，营造了一种千万人瞩目下的诗意夜晚的美妙

场景。在具体的意象应用上，无论是一轮明月、万家灯火，

还是荷塘月色、丹桂飘香，都来自于中华古典诗词的悠远传

统，又在现代声光电营造的舞美技术中焕发出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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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赏析

（宋代 辛弃疾）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全词通过回顾少年时不知愁苦，衬托“而今”深深领略了愁苦的滋味，却又说不出道不出，写出两种截然

不同的思想感情的变化。

上片说，少年时代思想单纯，没有经历过人世艰辛，喜欢登上高楼（层楼），赏玩景致，本来没有愁苦可

言，但是“为赋新词”，只好装出一副斯文样子，勉强写一些“愁

苦”的字眼应景。上片生动地写出少年时代纯真幼稚的感情。“不

识”写少年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愁”，十分真切。

下片笔锋一转，写出历尽沧桑，饱尝愁苦滋味之后，思想感情

的变化。“识尽愁滋味”概括了作者半生的经历，积极抗金，献谋

献策，力主恢复中原，这些不仅未被朝廷重视，反而遭受投降派的

迫害、打击。他这“愁”郁结心头已久，是很想对人倾诉一番，求

得别人的同情和支持的，但是一想到朝廷昏庸黑暗，投降派把持政

权，说了也于事无补，就不再说了。“欲说还休”深刻地表现了作

者这种痛苦矛盾的心情，悲愤愁苦溢于言表。值得注意的是，“欲

说还休”四字重复出现，用迭句的形式渲染了“有苦无处诉”的气

氛，加强了艺术效果，使读者体会到，作者为国事忧愁，极端痛苦，竟至不能对人诉说，这是因为“恐言未脱

口而祸不旋踵”（辛弃疾：《论盗赋札子》），作者实在有难言的苦衷啊！怎么办呢？只好“顾左右而言它”，

“却道天凉好个秋”句，意思就是说作者无可奈何，只得回避不谈，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聊以应景！

此词通篇言愁，上片描绘出少年涉世未深却故作深沉的情态，下片写出满腹愁苦却无处倾诉的抑郁，通过

“少年”时与“而今”的对比，表达了作者受压抑、遭排挤、报国无门的痛苦之情。全词突出地渲染了一个“愁”

字，以此作为贯串全篇的线索，构思精巧，感情真率而又委婉，言浅意深，令人回味无穷。

----------------------------------------------------------------------------------------------------------

纪晓岚，清代政治家、文

学家，乾隆年间官员。一部《铁

齿铜牙纪晓岚》，将这位传奇

才子的一生道尽，当然，这都

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不过，纪

先生的灵牙利齿可真是赫赫有

名。

大清乾隆朝王翰林为母亲

做寿,请纪晓岚即席做个祝寿

词助兴。老纪也不推辞,当着满

堂宾客脱口而出：

“这个婆娘不是人。”

老夫人--听脸色大变，王翰

林十分尴尬。老纪不慌不忙念

出了第二句：

“九天仙女下凡尘。”

顿时全场活跃、交口称赞，

夫人也转怒为喜.老纪接着高

声朗读第三句：

“生个儿子去做贼。”

满场宾客变成哑巴，欢悦变

成难堪。老纪喊出第四句：

“偷得仙桃献母亲。”

大家立刻欢呼起来。

纪晓岚贺寿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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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诗作

（二·2 班 王海颖 ）

小雨小雨沙沙下，

是云和大地打电话。

多好的礼物快收下，

大地让雨儿有个家。

清新的果园小雨的家，

雨滴催开万树花。

碧绿的田野小雨的家，

唤醒种子快发芽。

奔腾的小河小雨的家，

乐坏了岸边的小青蛙。

校园的草坪小雨的家，

小朋友来了乐哈哈。

小雨小雨沙沙下，

大地乐得笑哈哈：

“这个礼物我收下，

小雨小雨到家哪！”

（指导教师 赵远才）

（七·4 班 赵梦绮 ）

春天的秘密

藏在奶奶的篮子里

每次从田里回家

奶奶的篮子里

总会带给我无限的惊喜

有时，秘密是朵盛开的小花

有时，秘密是只可以吹响的柳笛

夏天的秘密

藏在爷爷的草帽里

每次收工回来

爷爷的帽子里

总捂着带给我的阵阵惊奇

有时，秘密是一个会叫的知了

有时，秘密是一只会蹦跳的田鸡

小雨沙沙春天和夏天的秘密

不要说小树

没有真诚

小树以自己的方式

邀请八方

树叶落了

树叶落了

这是小树，驶出的

一艘又一艘小船

不要说小树

一无所有

小树以自己的方式

承载鸟鸣

承载果香

树叶落了

树叶落了

这是小树，放飞的

一片又一片羽毛

不要说小树

不能飞翔

小树以自己的方式

追逐光亮

树叶落了

树叶落了

这是小树，发出的

一张又一张请柬

（ 八·1 班 伍若涵 ）

秋风

把秘密告诉了稻谷

稻谷笑得露出了金黄的牙齿

秋风

把秘密告诉了苹果

苹果笑红了脸

秋风

把秘密告诉了小草

小草笑弯了腰

秋风

又把秘密告诉了人们

人们一边采摘着水果一边笑着

小树自己的方式

（ 九·2 班 李艾琳 ）

树叶落了

树叶落了

这是小树，撒下的

一只又一只脚印

不要说小树

不能行走

小树以自己的方式

丈量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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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习作

吾有所爱，其名华夏

（九·2班 任墨香）

爱国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随着转动了千年的历史车

轮，便沉淀出了爱国文化。岁月让爱国文化催出了醇香，我

不禁陶醉其中……

泱泱华夏，千古八荒，峥嵘岁月长。在中国悠久的历史

和文化中，爱国情怀深深的影响着我们，他是激昂的主旋律，

是激励我们不忘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虽现在安稳，但国家

依然是我们的信仰与热爱。不论身处何地，爱国情怀是炎黄

儿女联系在

一起的纽

带。

家国情

怀是中国古

代文化普遍

具有的高尚

品格。屈原流亡途中，深感国家将要覆灭，汨罗江上纵身一

跃，成全了香草美人的佳名；辛弃疾“男儿到死心如铁”，

始终以恢复中原为己任，“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

回？”爱国将领精忠报国，不畏惧战死沙场……一片丹心至

死无悔，深深的爱国之情令人动容。

祖国走过数千年的历史饱经沧桑，往昔的峥嵘岁月里，

曾经欣欣向荣，也曾满目疮痍。爱国并不仅仅只是一句空泛

的口号，我们要从现在做起，脚踏实地，陶冶爱国之心，培

养爱国之志。努力成为国之栋梁，为祖国的繁荣昌盛，长治

久安，贡献力量。

千里江山锦绣如画，祖国的大好河山值得我们热爱，海

晏河清，太平盛世，祖国的安定需要我们维护。在舒婷的笔

下，我们是祖国的 1/10 亿，也是她 960 万平方的总和，风

雨飘摇之际，她用伤痕累累的身躯哺育了我们。如今她走向

繁荣富强，必会迎来更美好更蓬勃的明天。我们要怀着对她

的无限热爱，投身到为她建设的永恒事业之中，给予她富饶、

自由和荣光。

我愿华夏，世世河清海晏，世世国运隆昌！

腾飞吧，中国

(九`4 班 张豪)

“伟大觉醒”必然催生“伟大创造”。改革开放 40 年

的巨变，中华民族取得了累累的硕果，中国比任何时候都要

有信心和能力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如今，

中华民族强大起来了，中国也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

捧起一把泥土，我说，这是我的祖国；掬起一朵浪花，

我说，这是我的祖国；翻开发黄的《四库全书》，我说，这

是我的祖国；弹奏一曲悠然的《春江花月夜》，我说，这是

我的祖国。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的科技领域，军事航天领域，民

居工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有些领域都走到

了世界的前沿。航天领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3 年“神

舟 5号”飞船发射成功，杨利伟叔叔成功的实现了中华民族

千万年来的飞天梦想；2008 年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

号”飞上天空，成功着陆在月球上；同样是 2008 年，“神

舟七号”升空，翟志刚叔叔成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行走的宇

航员，中国的航天技术蒸蒸日上，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中国的先进技术不仅有航天，还有高铁，无人机，华

为的 5G……这些技术都成了中国的名片。

我的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家门口没有

一个公交车站，出行很不方便，而且路面都是坑坑洼洼、凹

凸不平的，一到下雨天，出行都要同泥水打仗，苦不堪言。

现在，道路都改造

成了崭新的沥青

路面，公交车站一

个接着一个，延伸

到了农村。坐在公

交车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青山绿水，洋房别墅鳞次栉比，

一切都焕然一新。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以智慧为笔，以汗水为墨，

在时间的画卷上记录赤子之情，在历史的苍穹下书写“腾飞

吧，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