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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部分 15 篇 

 

1.诗经·王风· 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2.九章·橘颂（屈原）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

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

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

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

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

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

伯夷，置以为像兮。 

 

3.庄子·逍遥游（节选）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

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

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

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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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

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

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

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4.白马篇（曹植） 

白马饰金羁， 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 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 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 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 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 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 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 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 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 左顾凌鲜卑。  

弃身锋刃端， 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 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 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 

 

5.五柳先生传（陶渊明）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

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

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

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

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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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洲曲（南朝乐府）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

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

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

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

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

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

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7.春江花月夜(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

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

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

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

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

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

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

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

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

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花摇情满江

树。 

 

8.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岑参）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 



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初赛）朗读题库（2019） 

4 

 

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 

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 

剑河风急云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9.把酒问月（李白）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

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

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

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10. 赠卫八处士（杜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

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

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

已，儿女罗酒浆。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

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11.新丰折臂翁(节选  白居易) 

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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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 

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 

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 

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 

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 

不然当时沪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 

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听取。 

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 

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12.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柳永） 

冻云黯淡天气，扁舟一叶，乘兴离江渚。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

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帆高举。泛画鹢、翩翩过南

浦。 

望中酒旆闪闪，一簇烟村，数行霜树。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

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岸边两两三三、浣纱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

语。 

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叹后约、丁宁竟何据！惨离怀、

空恨岁晚归期阻。凝泪眼、杳杳神京路，断鸿声远长天暮。 

 

13.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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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

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

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 

 

14.深虑论（节选  方孝孺）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

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

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

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

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

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

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

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

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

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

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15.《广宋遗民录》序（节选  顾炎武）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古之人学焉而有所得，未

尝不求同志之人。而况当沧海横流，风雨如晦之日乎？于此之时，其

随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岂列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于

中道，而失身于暮年。于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难。而或一方不可得，则

求之数千里之外；令之不可得，则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3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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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有合于吾者，从而追幕之，思为之传其姓氏而笔之书。呜呼，其

心良亦苦矣！  

 

 

近现当代部分 15 篇 

 

16.《呐喊》自序（节选  鲁迅）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

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

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

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

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

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

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委婉了一点，

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

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

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

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17.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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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18. 绿（节选  朱自清） 

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

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丛叠着无穷

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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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水又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么比拟得出

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

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以

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

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

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

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

好么？ 

 

19.太阳吟（节选 闻一多） 

太阳啊，我家乡来的太阳！ 

北京城里的官柳裹上一身秋了吧？ 

唉！我也憔悴的同深秋一样！ 

 

太阳啊，奔波不息的太阳！ 

——你也好像无家可归似的呢。 

啊！你我的身世一样地不堪设想！ 

 

太阳啊，自强不息的太阳！ 

大宇宙许就是你的家乡吧。 

可能指示我，我的家乡的方向？ 

 

太阳啊，这不像我的山川，太阳！ 

这里的风云另带一般颜色， 

这里鸟儿唱的调子格外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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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啊，生命之火的太阳！ 

但是谁不知你是球东半的情热， 

——同时又是球西半的智光？ 

  

太阳啊，也是我家乡底太阳！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乡， 

便认你为家乡也还得失相偿。 

 

太阳啊，慈光普照的太阳！ 

往后我看见你时，就当回家一次； 

我的家乡不在地下，乃在天上！ 

 

20.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林徽音）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音点亮了四面风； 

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 

星子在无意中闪， 

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 

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 

你是天真，庄严， 

你是夜夜的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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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 

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 

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中期待的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21.迟迟(冯至)   

落日再也没有片刻的淹留，  

夜已经赶到了，在我们身后。  

万事匆匆地，你能不能答我一句？  

我问你——  

你却总是迟迟地，不肯开口。 

  

泪从我的眼内苦苦地流  

夜已经赶过了，赶过我的眉头。  

它把我面前的一切都淹没了；  

我问你——  

你却总是迟迟，不肯开口。  

 

现在无论怎样怏怏地走，  

也追不上了，方才的黄昏时候。  

歧路是分开呢，还是一同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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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  

你却总是迟迟地不肯开口。 

 

22．我的恋人（戴望舒） 

   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 

   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 

   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她有黑色的大眼睛， 

   那不敢凝看我的黑色的大眼睛---- 

   不是不敢，那是因为她是羞涩的； 

   而当我依在她胸头的时候， 

   你可以说她的眼睛是变换了颜色， 

   天青的颜色，她的心的颜色。 

 

   她有纤纤的手， 

   它会在我烦忧的时候安抚我， 

   她有清朗而爱娇的声音， 

   那是只向我说着温柔的， 

   温柔到销熔了我的心的话的。 

 

   她是一个静娴的少女， 

   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 

   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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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恋人。 

 

23．赞美（节选  穆旦）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24. 众荷喧哗 （洛夫） 

众荷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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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你是挨我最近  

最静，最最温婉的一朵  

要看，就看荷去吧  

我就喜欢看你撑着一把碧油伞  

从水中升起  

我向池心  

轻轻扔过去一拉石子  

你的脸  

便哗然红了起来  

惊起的  

一只水鸟  

如火焰般掠过对岸的柳枝  

再靠近一些  

只要再靠我近一点  

便可听到  

水珠在你掌心滴溜溜地转  

你是喧哗的荷池中  

一朵最最安静的  

夕阳  

蝉鸣依旧  

依旧如你独立众荷中时的寂寂  

我走了，走了一半又停住  

等你  

等你轻声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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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等你，在雨中 （余光中） 

等你  在雨中  在造虹的雨中  

蝉声沉落 蛙声升起  

一池的红莲如红焰  在雨中  

你来不来都一样  竟感觉  

每朵莲都像你  

尤其隔着黄昏  隔着这样的细雨  

永恒  刹那  刹那  永恒  

等你  在时间之外  

在时间之内  等你  在刹那  在永恒  

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里  此刻  

如果你的清芬  

在我的鼻孔  我会说  小情人  

诺  这只手应该采莲  在吴宫  

这只手应该  

摇一柄桂浆  在木兰舟中  

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  

耳坠子一般的悬着  

瑞士表说都七点了  忽然你走来  

步雨后的红莲  翩翩  你走来  

像一首小令  

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  你走来  

从姜白石的词中  有韵地  你走来 

 

26.无怨的青春（席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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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青的时候  

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她  

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  

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  

那么，所有的时刻 

都将是一种无瑕的美丽  

若不得不分离  

也要好好地说一声再见  

 

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  

感谢她给了你一份记忆  

长大了之后  

你才会知道  

在蓦然回首的一刹那  

没有怨恨的青春  

才会了无遗憾  

如山岗上那静静的晚月 

 

27.《超越自己》前言（节选  刘墉） 

人生在世，最大的敌人不一定是外来的，而可能是我们自己！ 

我们难以把握机会，因为犹疑、拖延的毛病；我们容易满足于现

状，因为没有更高的理想；我们不敢面对未来，因为缺乏信心；我们

未能突破，因为不想去突破；我们无法发挥潜能，因为不能超越自己！ 

其实每个人都有超越自己的经验，在幼儿期，没有人逼我们学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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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却试着自己站立，不断跌倒，不断站起，不断试步，终于能从爬

的阶段，进入走的时期。然后，我们对走也不满足，又要学习跑。问

题是为什么在我们能跑、能跳、能说、能写之后，那原先所具有的，

不断超越自己的冲力，竟渐渐消失了呢？ 

 

28.红帆船（北岛）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路，怎么从脚下延伸 

滑进瞳孔的一盏盏路灯 

滚出来，并不是星星 

我不想安慰你 

在颤抖的枫叶上 

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 

   来自热带的太阳鸟 

   并没有落在我们的树上 

   而背后的森林之火 

   不过是尘土飞扬的黄昏 

 

   如果大地早已冰封 

   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 

   走向海 

   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 

   就让我们面对着海 

   走向落日 

   不，渴望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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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渴望化为灰烬 

   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 

   你有飘散的长发 

我有手臂，笔直地举起 

 

29.我与地坛（节选  史铁生） 

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

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

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

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

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

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

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

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

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30.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节选  顾城） 

也许 

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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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 

每一个时刻 

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希望 

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只永远不会 

流泪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 

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我想画下早晨 

画下露水 

所能看见的微笑 

画下所有最年轻的 

没有痛苦的爱情 

她没有见过阴云 

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 

她永远看着我 

永远，看着 

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我想画下遥远的风景 

画下清晰的地平线和水波 

http://baike.baidu.com/view/59076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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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 

画下丘陵—— 

长满淡淡的茸毛 

我让它们挨得很近 

让它们相爱 

让每一个默许 

每一阵静静的春天的激动 

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 

 

我还想画下未来 

我没见过她，也不可能 

但知道她很美 

我画下她秋天的风衣 

画下那些燃烧的烛火和枫叶 

画下许多因为爱她 

而熄灭的心 

画下婚礼 

画下一个个早早醒来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