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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摹物像，活現活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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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說明詩就是情意的表現，當這種情意在心裏的時候，
就是「志」，把情意用語言表達出來，那就叫做「詩」。

詩在文學作品中是最簡練的，是最濃縮的，以期以最少的文
字，將作者心中要敘述的事、描寫的景、抒發的情、說明的
理表達出來。

在詩的發展過程中，有一類稱作詠物詩的，讓人讀來產生
「詩中有畫」的感覺。詩人用文字如畫筆一樣將眼前或想像
之物像描繪下來，「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
（《文心雕龍˙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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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物詩容易寫得成，因為僅將眼中所見的描寫出來而已，卻
難寫得好。張炎（公元1248年-約1320年）《詞源》中說：
「詩難於詠物，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模寫差遠，則晦而
不明。」

所謂「體認稍真」，就是把注意力放在描寫客觀事物的「形
似」上，所詠之物，雖然纖微畢現，栩栩如生，但沒有深遠
的寄託，也不能給人以應有的啟迪。蘇軾（公元1037年-1101
年）指出：「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書鄢陵王主簿
所畫折枝〉）便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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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模寫差遠」，就是不能把客觀事物的性格特徵、神情
意態，擘肌分理地描繪出來，而高談神似，侈言興味，就會
變成令人不知所云的啞謎。趙翼（公元1727年-1814年）指出：
「作詩必此詩，乃是真詩人」（《甌北集》卷四十六）也就
是這個意思。

蘇軾和趙翼的說法，並不矛盾，前者強調「神似」，是詩的
更高境界；後者強調「形似」，是詩的基本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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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如寫作詠物詩，先求形似，
然後追求神似，詠物而不滯予物，把形
似和神似恰到好處地結合起來，使物像
活靈活現。寫詩如是，我們欣賞詠物詩，
帶領學生欣賞詠物詩，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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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詠鵝〉、〈畫雞〉、
〈蜂〉、〈小池〉、
〈詠雪〉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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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鵝 駱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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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駱賓王（約公元640年-？），唐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縣）人，唐代

文學家。與王勃（公元650年-676年）、楊炯（公元650年-693年）、

盧照鄰（公元634年？-689年？）一起，被人們稱為「初唐四傑」。七

歲能寫詩，被目為「神童」。曾經擔任臨海縣丞，徐敬業（公元636

年-684年）起兵反對武則天（公元624年-705年），賓王代他作〈討武

曌檄〉，一時傳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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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背景】

駱賓王少負才名，這首詩相傳是他七歲時即景吟詠的作品。



【文本探究】

鵝，鵝，鵝，曲項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曲項：項是頸的後背。彎曲的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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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鵝，鵝，鵝，
曲項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
紅掌撥清波。

• 「鵝，鵝，鵝」三字，究竟是甚
麼意思? 是模仿鵝的叫聲，還是
指出鵝的數量呢? 

• 如果是鵝的叫聲，為甚麼不用
「呱呱呱」、「哦哦哦」之類的
狀聲詞？

• 如果是指鵝的數量，究竟有多少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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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鵝，鵝，鵝，
曲項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
紅掌撥清波。

• 「曲項」是甚麼意思？

• 詩句寫「向天歌」，為甚麼不是
「向天叫」？

• 原應是「叫」，為甚麼說成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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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鵝，鵝，鵝，
曲項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
紅掌撥清波。

• 「白毛」是指甚麼？

• 「浮」字的意思是甚麼？

• 為甚麼鵝兒浮的是「綠水」，撥
的是「清波」？

• 「綠水」和「清波」都是指潭水，
這樣會讓人覺得重覆嗎？

全詩共十八個字，句式不避長短，具有兒歌的隨意性；末兩句對
偶工整，又使詩歌富於韻味。詩歌雖短，卻有「鵝」、「歌」、
「波」三個韻腳，使人讀來琅琅上口，平添不少詩趣。



【課堂內外活動舉隅】

•瀏覽教育多媒體網頁：《古典詩歌集‧詠鵝》

•網上小遊戲：《古文知多少‧詠鵝》
https://www.hkedcity.net/chigame/index.php?game_id=5a1798f7499f9a8e04ce3ea2&type=ccancient&level=J

•試依照駱賓王的描寫，加上你的想像和創造，繪畫一幅不少於三隻
鵝的戲水圖。

14

【延伸名句、名篇閱讀】 (因應學生能力提供)

名句：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駱賓王〈在獄詠蟬〉）

名篇：

•蘇軾〈惠崇春江晚景〉其一：「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
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https://www.hkedcity.net/chigame/index.php?game_id=5a1798f7499f9a8e04ce3ea2&type=ccancient&leve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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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 羅隱



【作者簡介】

•羅隱（公元833年-910年），原名橫，字昭諫，世稱羅給事，杭州新
城（今浙江杭州富陽新登）人，唐代文學家。

•自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底至京師應進士試開始的十二三
年間，他總共參加了十多次進士試，全部落選，史稱「十上不第」，
並因此改名羅隱。黃巢起義後，避亂隱居九華山。僖宗光啓三年（公
元887年），歸鄉依吳越王錢鏐，歷任錢塘令、司勳郎中、給事中等
職。五代後梁太祖開平三年（公元910年）去世，享年77歲。

•羅隱著有《讒書》及《兩同書》（《太平兩同書》）等。前者對當時
社會進行的揭露和批判相當深刻；後者提出「仁政」，力圖提煉出一
套供天下人使用的「太平匡濟術」。詩集有《甲乙集》，多諷刺現實
之作，語言通俗易懂，善用口語，於民間流傳頗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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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背景】

羅隱生活的那個時代，內則宦官專政，外則藩鎮跋扈，直言之士易招
殺身之禍，所以詩人只好把刺世嫉邪的感情，寓之於草木蟲魚的吟詠
之中，塗上一層保護的色彩。〈蜂〉這首詠物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
下寫成的。



【文本探究】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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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不論平地與山尖，
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
爲誰辛苦爲誰甜。

• 「不論」是甚麼意思？

• 「山尖」是甚麼意思？

• 請說說這句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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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不論平地與山尖，
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
爲誰辛苦爲誰甜。

• 「盡」的意思是甚麼？

• 「占」解作「佔」，佔據、佔
有。那「占」該怎樣讀？為甚
麼？

• 整個環境的風光都被蜜蜂所佔，
真的嗎？請說說你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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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不論平地與山尖，
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
爲誰辛苦爲誰甜。

• 「採花」的「花」，為甚麼說
是「百花」？

• 蜜蜂是怎樣採花的？

• 你知道採花成蜜的過程嗎？請
說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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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不論平地與山尖，
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
爲誰辛苦爲誰甜！

• 有人說，「甜」這個字用得極
好，你同意嗎？為甚麼？

• 句中「為誰」出現了兩次，你
覺得重複累贅嗎？

• 如果這句的標點符號要改，你
會怎樣改？為甚麼？



•〈蜂〉是一首詠物詩。詩歌首先描寫不論高山或平地，所有美
好風景都被蜜蜂採花釀蜜時所佔據；其後筆鋒一轉，感歎蜜蜂
辛辛苦苦採花釀蜜後，蜂蜜卻被別人奪去。詩歌以「為誰辛苦
為誰甜」作結，意在言外，啟人思考，耐人咀嚼，既讚美蜜蜂
的辛勞工作，不畏艱難，也對牠們的遭遇表達深切同情。

•本詩前後有很大反差，首兩句寫不論平地或山頂，只要繁花盛
放的地方都被蜜蜂一一佔據，極力鋪寫蜜蜂的張揚。後兩句寫
蜜蜂歷盡艱辛，釀成蜂蜜後卻為他人所有，不知為誰辛苦。詩
人透過前後詩句的巨大落差，使讀者對蜜蜂的處境更為憐憫。
其次，詩歌最後一句既可作為感歎句，慨歎蜜蜂的不幸；也可
以是疑問句，引發讀者思考，反思蜜蜂的處境。

•詩的語言通俗，形象生動，含意深刻，其中「甜」字用得極佳
，因為「甜」是蜂蜜最大的特點，也能代表美好的成果。詩裏
所寫採花釀蜜的蜂，象徵著在平地高山辛勤耕作的農民，但又
不局限於農民。詩裏含有對一切不勞而穫、坐享其成的剝削者
的不滿，反映了辛苦勞動、勤奮工作的人得不到應有報償的不
平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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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內外活動舉隅】

•蒐集與動物有關的詩歌，與同學一起讀一讀。

•大家都知道蜜蜂的辛勤勞苦。試寫下你想對牠說的話，與同學分
享後評選最佳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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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名句、名篇閱讀】 (因應學生能力提供)

名句：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羅隱〈自遣〉）

名篇：

•羅隱〈雪〉：「盡道豐年瑞，長安有貧者，豐年事若何？為瑞不宜
多。」

•虞世南〈詠螢〉：「的歷流光小，飄颻弱翅輕。恐畏無人識，獨自暗
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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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池

楊
萬
里



【作者簡介】

•楊萬里（公元1127年-1206年），字廷秀，號誠齋。南宋吉州吉水
（今屬江西省）人，高宗紹興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進士。任永
州零陵丞、太常丞、廣東提典刑獄、秘書監、江東轉運副使等職。
政治上主張抗金，正直敢言。寧宗時因奸相當權，辭官退居，終憂
憤而死，賜諡文節。與陸游（公元1125年-1210年）、范成大（公
元1126年-1193年）、尤袤（公元1127年-1194年）齊名，稱「南宋
四大家」。

•其詩早年學「江西詩派」，後用心於晚唐詩人，五十五歲忽有所悟，
摒棄諸家，由師法前人到師法自然，經過一段曲折的道路，詩人終
於將詩法從前人的舊套裏擺脫出來，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被嚴羽
（公元？年-約1245年）稱為「誠齋體」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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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誠齋體」有三大特色：「第一，幽默風趣的情調。這一特點在他的小詩中更為多見。他能將千古常

見的題材寫得詼諧、風趣……第二，新穎奇特的構思。無論是在狀寫物態，還是抒情寫意，他的詩在構思

上總是給人一種新奇之感……第三，通俗活潑的語言。楊萬里的詩語言通俗如話，曉暢明白。」（見房開

江：《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92-94。）



【寫作背景】

楊萬里一生據說寫詩二萬餘首，今存詩四千二百多首。就今日存詩數
量而論，在宋代詩人中也算是一位多產詩人。〈小池〉一詩寫作背景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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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探究】

泉眼無聲惜細流，樹陰照水愛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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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貴創新，又重含蓄，絕句尤其如此。眼前景、口頭語，一經詩人觀
察、 捕捉、醞釀、表述，便情趣盎然，含不盡之意，楊萬里這首短
詩〈小池〉便是如此。這首詩所描寫的對象，本無甚特異之處。也就
是一個「泉眼」不大、 淌著「細流」的「小池」；池邊有樹，「樹
陰」閃現在水中，水面上有剛剛露出「尖角」的「小荷」，而這小荷
尖角已有蜻蜓立於其上。但就是這樣一種隨處可遇、夏日慣見的尋常
光景，詩人卻能賦予它清麗的秀色、全新的意象、活潑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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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泉眼無聲惜細流，
樹陰照水愛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頭。

• 「泉眼」的意思是甚麼？

• 水從泉眼湧出，為甚麼說「無
聲」？

• 「惜」是甚麼意思？用了這個
字有何好處？

• 這句運用了哪種修辭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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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泉眼無聲惜細流，
樹陰照水愛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頭。

• 「樹陰」是甚麼意思？

• 「照水」是甚麼意思？

• 「晴柔」是甚麼意思？

• 句中「愛」字是甚麼意思？用
得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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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泉眼無聲惜細流，
樹陰照水愛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頭。

• 這句寫了哪些東西？

• 為甚麼以「小」形容「荷」，
以「尖尖」形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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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泉眼無聲惜細流，
樹陰照水愛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頭。

• 「上頭」是甚麼意思？

• 說說最後這句寫了甚麼？

• 想一想為甚麼「蜻蜓」要這樣
做？

這首詩所描繪的泉水、樹影、小荷、蜻蜓均是人們常見的景物， 但詩人
卻巧妙地用清新靈活的筆調，捕捉那富於大自然寧靜之美的畫面，構成
了這篇氣韻生動、情趣盎然的佳作。



【課堂內外活動舉隅】

•看一看海報中《小池》的圖畫，說一說它與詩歌內容有哪些相同或相異
之處。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primary/lang/poster_junior.pdf

•理解詩歌內容，嘗試畫出《小池》的全景，並寫上全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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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名句、名篇閱讀】 (因應學生能力提供)

名句：

•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楊萬里〈竹枝歌〉）

•霧外江山看不真，只憑雞犬認前村。（楊萬里〈庚子正月五日曉過大皋
渡二首〉其一）

名篇：

•楊萬里〈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其二：「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
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primary/lang/poster_juni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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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雞

唐
寅



【作者簡介】

•唐寅（公元1470年-1523年），字伯虎，吳縣（今屬江蘇省）人。明代畫
家，與沈周、文徵明、仇英並稱「吳門四家」；又是文學家，與祝允明、
文徵明、徐禎卿並稱「江南四大才子（吳門四才子）」。

•他天資聰穎，才華橫溢，年少時已而有才名，十六歲即考中蘇州府秀才
試第一名，廿九歲時又中鄉試第一（解元）；入京參加會試，因牽涉科
場舞弊案被捕入獄，事後黜謫為吏，從此無心仕進，放浪江湖，以賣畫
為生，山水、人物、花鳥他都擅長，工筆、 寫意俱佳，兼善書法，亦能
詩文。

•唐寅的詩歌口語化特徵比較明顯，雖有太過直白淺陋的不足，但是勝在
一個「真」字，字裏行間流露出的真實和真情，衝出語言格律的藩籬，
足以打動人心。不論是諷刺權貴還是記錄生活辛酸，他的詩歌中永遠有
一份或源於豁達或源於自嘲的俚趣和孩童般的天真。

34

【寫作背景】

這是一首題畫詩，寫作時間不詳。畫中的雞應該是一隻冠紅羽白、昂首
挺胸，威風凜凜的大公雞。這隻公雞不輕易啼叫，一旦啼叫，千家萬戶
都會回應，開門迎接新的一天到來。顯然，作者是託公雞表達自己懷有
非同一般的遠大志向。由此推斷，可能是作者入京考試前的作品。



【文本探究】

頭上紅冠不用裁，滿身雪白走將來。
平生不敢輕言語，一叫千門萬戶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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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頭上紅冠不用裁，
滿身雪白走將來。
平生不敢輕言語，
一叫千門萬戶開。

• 詩句說甚麼東西「不用裁」？
為甚麼它「不用裁」？

• 「走將來」是甚麼意思？

• 作者用「紅」來形容雞冠，
「雪白」形容甚麼？

• 理解這兩句後，你覺得作者所
說的「雞」是公雞還是母雞？
牠的形象有甚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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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頭上紅冠不用裁，
滿身雪白走將來。
平生不敢輕言語，
一叫千門萬戶開。

• 詩句說雞「不敢輕言語」，你
認為雞會說話嗎？如果會，牠
是怎樣說？如果不會，那作者
的意思是甚麼？

• 為甚麼雞「一叫」，「千門萬
戶」會打開？

這是一首題畫詩。畫面本是靜態的，詩中呈現的卻是生動的生活場景：
遠遠的有一隻雄糾糾的大公雞正昂首闊步地走過來。頭頂着大紅雞冠，
全身的羽毛潔白光亮，顯得格外神氣。牠不肯輕易開口，因為只要牠引
吭啼叫，便要驚動千家萬戶了。



•詩的前半部寫雄雞的外表形象，牠有鮮紅的雞冠，雪白的羽毛，

「紅」與「白」的色彩照應，簡單而明亮，給人精神飽滿，氣宇軒

昂的感覺。「走將來」三字，將牠昂首闊步的形態生動地摹寫出來。

後半部寫雄雞的內在品質，以欲顯先藏的手法傳寫牠的聲音，最後

一句則點出牠真正不平凡之處。雄雞只在早晨特定的時間報曉，其

他時間不會胡亂啼叫，所以牠「平生不敢輕言語」；牠一啼叫，便

是東方吐白，新的一天來臨；千萬人家給喚醒了，開始這一天的生

活。

•俗諺有云：「雄雞一鳴天下白」，自古以來雞就代表「除舊佈新」、

「送走黑暗、迎接黎明」的吉祥象徵。雞鳴則光明至，以光明勝黑

暗，以正義勝邪惡，民間每以雞來做為辟邪之物。古人更有「風雨

如晦，雞鳴不已」之說，以比喻君子之不畏邪惡。那麼，詩中、畫

中的雄雞，無疑就是詩人的自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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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詩外傳》載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
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
信也。」



•「一叫千門萬戶開」，不但寫出了「雄雞一鳴天下白」這一事實，
同時也帶有神話的色彩。在《玄中記》中說，東南有一座桃都山，
山上有一棵大樹，名叫桃都。樹上有一隻天雞。牠在日出之時 就
會鳴叫，之後全部的雞都會隨之而鳴。詩中氣派不凡的雄雞是不是
天雞呢？這就由讀者自己去想像了。

•這首詩的語言通俗易懂，明白流暢，讀者可單就字面去理解詩的內
容，亦可結合中國的文化及詩人的經歷去深入探討詩的含意， 為
讀者提供了不同的欣賞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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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內外活動舉隅】

•理解本詩，聆聽誦讀錄音，配合適當的動作、神態，有感情地朗誦詩歌。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KS1_19_c.mp3

•蒐集與小動物有關的詩歌，並配上圖畫，上載到校內電子學習平台，與
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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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名句、名篇閱讀】 (因應學生能力提供)

名句：

•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唐寅〈桃花庵歌〉）

•難將心事和人說，說與青天明月知。（唐寅〈美人對月〉）

名篇：

•唐寅〈言志〉：「不煉金丹不坐禪， 不為商賈不耕田。 閒來寫就青山
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唐寅〈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 般般都在別人家。 歲幕天
寒無一事，竹堂寺裏看梅花。」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KS1_19_c.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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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雪 鄭燮



【作者簡介】

鄭燮（公元1693年-1765年），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今江蘇省
揚州市）人，祖籍蘇州。清代著名的書畫家、文學家。乾隆元年（公
元1736年）進士，曾任山東范縣（今屬河南省）、濰縣（今屬山東省）
縣令十餘年，政績清明，頗得百姓愛戴；後因得罪豪商贓官，被誣貪
污，最終黜官回鄉。他在當時已是很有名的藝術家。他的書法以隸、
楷、行三體相參，自稱為「六分半書」。他的畫以蘭、竹、石見長，
隨意揮灑，筆趣橫生。他的詩真率自然，多反映人民疾苦，抒寫落拓
不羈的情懷，特別是許多題畫詩，往往扣題立論，或借題發揮，富有
濃厚深刻的哲理趣味，耐人咀嚼，令人深思；有《板橋全集》傳世。

42

【寫作背景】

據說鄭燮初到揚州時非常窮困，有一天大雪紛飛，他冒雪外出，路上
遇上一群讀書人在吟詩。他們見鄭燮衣衫襤褸，以為他不懂作詩，便
故意刁難。結果鄭吟出這首詩，令這群讀書人甘拜下風。



【文本探究】

一片兩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
千片萬片無數片，飛入梅花都不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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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一片兩片三四片，
五六七八九十片。
千片萬片無數片，
飛入梅花都不見。

• 詩的頭三句，作者在數甚麼？
你是怎樣知道的？

• 這三句說出了甚麼情況？

• 「片」字出現了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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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 提問舉隅

一片兩片三四片，
五六七八九十片。
千片萬片無數片，
飛入梅花都不見。

• 前三句寫出大雪紛飛，千萬朵
雪花飄降的景象，為甚麼到了
最後這句，雪花「都不見」了
？

詩的前兩句，詩人數着一片又一片的雪花，第三句則描繪大雪紛飛，
千萬朵雪花飄降的景象。最後一句，突然寫出無數雪片飛入了梅花叢
中，瞬間不見。



•這詩的特點，可歸納為一「奇」字。 詩的標題是〈詠雪〉，但整篇
都沒有出現一個「雪」字，是立意之奇。詩的前三句只是單單數着
眼前千萬雪花飄下的情景，看似平平無奇，但到了最後一句，詩人
筆鋒一轉，奇峰突起，「飛入梅花都不見」，把前面的千萬雪片一
掃而空，是佈局之奇。四句詩句句押韻，可是前三個韻腳都是「片」
字，但讀起來又不覺韻腳重覆，是用韻之奇。再者，全詩無一艱深
字詞，而首三句幾乎全用數字組成，從一至十至千至萬至無數，卻
絲毫沒有累贅之嫌，是用字之奇。

•梅花耐寒，能於大雪中怒放，自古以來都是堅毅不屈的象徵。詩人
以雪片襯托梅花，展現梅花傲立雪中的圖象，也正是作者高傲不群
形象的投射。這詩之妙，實在令人嘖嘖稱奇，難怪那群讀書人聽罷，
都甘拜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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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仿作 提問舉隅

詠豬
一隻兩隻三四隻，
五六七八九十隻。
千隻萬隻無數隻，
送入豪門口中吃。

對酒
一杯兩杯三四杯，
五六七八九十杯。
千杯萬杯無數杯，
醉飲沙場有幾回？

• 這首詩形式從鄭燮來，意念頗
有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
死骨」的感慨。你覺得詩寫得
怎樣？為甚麼？

• 這首詩形式從鄭燮來，意念從
王翰〈涼州詞〉「葡萄美酒夜
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

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來。你又覺得怎樣？



【課堂內外活動舉隅】

•蒐集與雪或梅花有關的詩歌或兒歌，與同學分享。

•理解本詩，把詩歌描寫的景色畫出來。

48

【延伸名句、名篇閱讀】 (因應學生能力提供)

名句：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乾為扶持。（鄭燮〈新竹〉）

•冗繁削盡留清瘦，畫到生時是熟時。（鄭燮〈題畫竹〉）

名篇：

•鄭燮〈竹石〉：「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
任爾東西南北風。」

•賀知章〈詠柳〉：「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
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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