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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中國語文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經典詩文的賞析與品味（三） 

2021年11月20日 
 

          第三講：民生民俗，同喜同哀 

                黃 坤 堯 

 

「經典詩文的賞析與品味」第三講選錄佚名〈江南〉(樂府歌曲)、賀知章

〈回鄉偶書〉、李紳〈憫農〉(其二)、杜牧〈清明〉、王安石〈元日〉五首，包括

漢魏以至唐宋的詩歌作品，很多都採用了對話的方式，反映了一幕幕的日常生活

場景。其中有村姑採蓮、兒童的童心探索外間新奇的世界，學子憫農惜福不要浪

費食物，明白事理，有所發現。至於特定的節日情懷，清明買醉、新春寄望， 千

百年來好像都沒有甚麼改變，民生民俗，哀樂相仍，同時也延續了一代一代的故

事，塑造出中華民族獨有的文化基因。 

甚麼是詩呢？詩是以語言為材料，構成意象，排比聲律，而又講求創意和

結構嚴謹的作品。 

詩的語言可以分為話語和詩語兩種。話語就像我們大多數人平常說話，直

接了當，清楚明白，這就夠了。詩語則是另一種表達的方式。有些人說話比較含

蓄、朦朧，甚至引起歧義，進而激發聽者的思考和想像，我們管這一種語言叫做

詩語。詩只用話語，難免會顯得單薄，水清無魚，了無餘味。如果只用詩語，盡

是比喻、借代、象徵、暗示等種種修辭手法，那就容易流於隱晦和費 解。前人

兩類風格都有，寫得好時各擅勝場。一首好詩該將話語和詩語作適當搭配，參校

調度，始能顯出言外之意，深化意境。1 

詩是文學，也就是一種語言的藝術。任何藝術都必然是創造的。創造源於

天工，是神無中生有的本事；創造亦出人事，指人有將現實材料與形式技巧結合

成藝術的能力。中國古典詩詞音韻諧婉，意境渾成，含蓄優美，精光四射， 更是

傳統藝術中的極品。就算到了今天，新詩比較流行，但古典詩詞仍然具有活躍的

生命力、深刻的表現力、神秘的吸引力、以至迷人的魅力等，可以傳諸久遠。讀

詩悟究天人之際，參透大千世態，推己及人，美化心靈；所以傳統詩論多從「言

志」和「緣情」著眼，關心現實世界，反映時代風姿，表現莊嚴的生命，創造優

美的意境，心畫心聲，喚起共鳴。此外讀詩也可以認識歷史文化，提高美學境界

，陶冶性情，充實學養，自然也是很有意義的思維活動了。2  

詩源於生活，表現生活，生活也就是柴米油鹽，倫常日用，不必刻意求

深。鍾嶸〈詩品序〉說：「至於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 

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

                                                   

1 黃坤堯〈詩的辨析〉，《文采》第二期(香港：《文采》雜誌社，1999 年 8 月)，頁 47-48。 
2 參黃坤堯：〈詩境構擬〉，《詩歌之審美與結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年 12 月)，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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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3 我們讀詩寫

詩，亦不妨從「直尋」的途徑入門，因事見意，因景生情，表現單一意象，自

然搖曳。例如賀知章(659-744)〈回鄉偶書〉創造了一幅溫馨感人的畫面，千百年

來打動了多少遊子的鄉情？孟浩然(689-740)〈春曉〉借花落以惜春，可以聽到詩

人心跳的脈搏。李紳(772-846)的〈憫農〉塑造出農夫種田的辛苦形象及米飯的珍

貴，喚起讀者的共鳴。杜牧(803-853)〈清明〉遇雨，失意落拓，滿懷心事，希望

買酒遣愁。其實這些詩哪一首不是一時的觸動？哪一首不是生活的實在？詩人

的巧妙就在於他能運用最尋常的語言，摹寫生活，塑成簡單精美的意象，化成

現實畫面，感動讀者，開拓心靈境界。 

教小學生讀詩？老師教些甚麼？怎麼教？學生學些甚麼？怎麼學？一首詩

有表層意義，有深層意義，有言外之意，神遊物外，寄意高遠的意境，要教教不

完，要學也學不了。小學生學詩，最好當唱歌一樣，能夠讀出正確的字音語音，

琅琅上口，多讀幾次，懂得背誦；進一步掌握字詞的意義，學好簡單的語句，詩

句高低抑揚快慢的節奏感；了解詩歌押韻的地方，掌握音感語感，明白流暢，自

然就好。至於意義和語法方面，一般「不求甚解」，畫蛇添足，解也解不了。很多

人生經驗會隨著年齡的長大而逐漸明白，有朝一日恍然頓悟，不必揠苗助長。［

揠，at3］ 

「詩無達詁」4，一首詩往往會有不同的詮釋。「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

之用心未必不然」5，作者跟讀者的想法未必一致，甚至人各一解，沒有標準答

案。讀詩最好能發揮學生的想像力，畫出生活的圖象，增強理解能力，推測細節

，合情合拍，塑造故事。但也不能強辭奪理，蒙混過關。錯誤的地方一定要指出

來，不能姑息妥協。想像力並非胡說。有些小孩子缺乏想像力，就不要逼他們，

逼也逼不來的，只能耐心等待。 

學詩最好像遊戲一樣，最緊要好玩。有些學生水過鴨背，忘了就忘了，未

嘗不可；有些學生喜歡多讀幾首，就由他自學好了。各取所需，不一定要劃一規

定。有用的自然會讀下去，沒用的根本不想學。讀過就行了。 

關於作者簡介與寫作背景，通常介紹一般常識，不必深入的考證。只要學

生有觸動的感覺，開拓創意空間，增加思辨能力，這就夠了。讀詩不是讀文學史

，更不是歷史。可是當老師的最好還是要懂得考證，明辨是非，當然也要懂得歷

史文化，了解作者生平及寫作背景，教學時多說多少說要看學生的反應， 有沒有

趣味，適可而止。不要逼小孩看懂，不懂有何不可？ 

                                                   
3 參鍾嶸(468?-518)著，曹旭(1947-)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0月)，

頁 174。諸例分別為徐幹(171-218)〈室思〉、曹植(192-232)〈雜詩〉、張華(232-300)佚詩(《北堂

書鈔》卷一五七引)及謝靈運(385-433)〈歲暮〉句。 
4「詩無達詁」語出董仲舒(179-104B.C.)《春秋繁露》卷五〈精華〉。意思是沒有確切的訓詁或解
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 
5 譚獻(1832-1901)〈復堂詞錄敘〉，《復堂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0 月)，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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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選詩五首，每一首詩就像一幅圖畫，表現生活的美感。其中〈江

南〉寓工作於娛樂，寫出生活的品味，刻劃江南水鄉飄逸流動之美。〈回鄉偶

書〉流露了兒童的好奇心，很想探索周邊的世界，揭示生命的意境。〈憫農〉通

過農夫努力耕耘的畫面，說明幸福不是上天掉下來的，必須珍惜食物，得來不

易。至於〈元日〉、〈清明〉都是一年中重要的節日，不同的作者沈浸於節日的

氣氛當中，必然會加上自我的想像，過好每一天，活得有意義，彰顯生命的姿

采。［前三首發現的喜悅，後二首過節。］ 

 

佚名〈江南〉(古辭) 

江南可採蓮。［上古元部］蓮葉何田田。［上古真部］魚戲蓮葉間。［上古元部］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四句不叶韻］ 

 

作者簡介與寫作背景 

佚名〈江南〉出於《樂府詩集•相和歌辭》。郭茂倩序云：「《樂府解題》 

曰：『〈江南〉古辭，蓋美芳晨麗景，嬉遊得時。若梁簡文(蕭綱，503-551)「桂

楫晚應旋」，唯歌遊戲也。』按梁武帝(蕭衍，464-549)作〈江南弄〉以代西曲， 

有〈採蓮〉〈採菱〉，蓋出於此。唐陸龜蒙(836?-881)又廣古辭為五解云。」又

曰：「右一曲，魏、晉所奏。」6〈江南〉大概是漢代的樂府歌曲，魏、晉以後

仍然演出。「芳晨麗景，嬉遊得時」，自是遊戲之作。 

古辭〈江南〉五言七句，兩段。首段五言三句是主歌旋律，上古元部、真部

通叶。今日用普通話讀誦，三句皆叶-ian，音韻和諧。用粵語吟詠，則「蓮」

「田」(-in)叶下平一先韻，「間」(-an)叶上平十五刪韻，主要元音-i、-a 不同， 

可能有點錯亂了。次段五言四句副歌乃和聲合唱，不叶韻。各句「魚戲蓮葉」四

字都跟首段第三句相同，構成重複的音韻節奏，可以取代叶韻。至於「東」

「西」「南」「北」四字不斷的變換方位表示魚兒在蓮葉之間游來游去，生動活

潑。可能現場還有樂舞表演，穿梭遊走，洋溢著一片歡愉喜樂的氣氛。 

古辭〈江南〉大概是用青春的眼光來看待新世界的事物，談不上有甚麼深

意。但對於評論者來說，這份「童心」未免有點像久違了的「幼稚」感覺，好像

跟現實的生活規範脫節，大家都非常嚮往這種自由自在的境界。此外，〈江 

南〉表面寫勞動生活的快樂，可能也一首情歌，「魚戲蓮葉」暗喻男女歡愛的意

願。大概只能靠讀者的感覺判斷。 

 

古辭〈江南〉的三種句式 

古辭〈江南〉字句簡單，全首 35 字，刪除重複，更只有 15 單字。這些單字

                                                   

6 郭茂倩(1041-1099)《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11 月)，第二十六卷，頁 384。序文參
看吳兢(670-749)《樂府古題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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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小學生易學易認，同時構成了三種簡單的句式，方便學習造句，反覆練習。 

第一句「江南可採蓮」隱藏了一段發現的喜悅。「江南」泛指長江以南的地

域，現代人多指江蘇南部無錫、蘇州以至上海、杭州一帶，古辭舊曲的秦漢時代

可能就多指湖北荊州、湖南岳陽及江西九江以南一帶了。「江南」地域廣大， 

很難具體指明究竟屬於現代哪些地方。後來張繼(?-779?)「姑蘇城外寒山寺」、

王安石(1021-1086)「春風又綠江南岸」、楊萬里(1127-1206)「畢竟西湖六月中」

等，都是發生在江南的故事。 

〈江南〉首句動詞謂語句，「可」為副詞，表示可以。展現擴大了的空間， 

而「採蓮」更是大規模的社交活動，氣氛熱烈。 

次句形容詞謂語句，「田田」乃形容詞，表示蓮葉闊大，茂密圓潤。「何」

字乃古漢語副詞狀語，解為「多麼」。此句也是古人的尋常口語，流露驚喜之

情。 

第三至七句乃名詞賓語句，「間」是方位詞，表示地理位置。說明「魚戲」

的活動場所，中間的介詞「於」往往脫落。「東」「西」「南」「北」隨著方位

的漂移，表現動感，一種自由暢快的感覺，心情愉悅。名詞賓語句由位置動詞

「在」加上表位置的處所詞，主語確指，例如「我在學校。」一部分不及物動詞

能直接帶上附屬成分。這種用法具有文言色彩。參考「這老頭兒輾轉病榻。」

「我住(在)沙田。」「我明天出差(到)上海。」 

 
課堂內外活動舉隅 

1. 搜集荷花的照片。或者畫一幅荷花的作品。 

2. 認識荷花不同的部位，怎樣稱呼？ 

3. 香港哪裏可以看到荷花？ 

4. 在課室的座位中，東南西北各有那些同學？ 

 
延伸名句、名篇閱讀 

 

皇甫松(820?-900?)〈采蓮子〉二首(《花間集》) 

菡萏香連十頃陂。舉棹。小姑貪戲採蓮遲。年少。 

晚來弄水船頭濕，舉棹。更脫紅裙裹鴨兒。年少。(其一)                                 

船動湖光灩灩秋。舉棹。貪看年少信船流。年少。 

無端隔水拋蓮子，舉棹。遙被人知半日羞。年少。(其二) 

  

皇甫松〈采蓮子〉以白描手法刻劃小兒女的相思情愛，生動活潑，真摯感

人，極具民歌韻味，允稱佳構，亦為壓卷之作。二詞感情純厚，不著半點機心

，亦唐五代詞中所僅見。況周頤(1859-1926)云：「寫出閨娃稚憨情態，匪夷所

思，是何筆妙乃爾。」(《餐櫻廡詞話》)蕭繼宗(1915-1996)亦云：「『半日羞

』三字，體貼入微，不獨憨態，兼之心事。」(《評點校注花間集》)都是十分

讚賞的。［菡萏，ham5 dam6，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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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知章〈回鄉偶書〉(其一)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其一，上平十灰、上平四支通叶) 

   《全唐詩》校云：「鬢，一作面。」「笑：一作借。一作卻。」7 

王啟興、張虹《賀知章詩注》校云：「『無改』，《全唐詩》作『難改』，據《唐詩

品彙》改。」「『衰』，《萬首唐人絕句》作『腮』，《唐詩別裁》作『摧』。」「『兒

童』，《萬首唐人絕句》作『家童』。」8 

作者簡介 

賀知章(659-744)，字季真，號四明狂客。越州(浙江省紹興巿)永興(浙江省杭州巿蕭山

區)人。武則天(624-705)證聖元年(695)進士，官至秘書監。天寶三載(744)，上疏請求度為道

士，歸隱鏡湖，詔賜鑑湖剡川一曲，不久即病逝。為人曠達不羈，善談笑，好飲酒，與李白

(701-762)友善。賀知章與張若虛(660-720?、670-730?)、張旭(675-750?、685-759?)、包融

(695-764)並稱吳中四士。賀知章也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善草、隸書，為時人所愛重。李適

之(694-747)等三十七人送賀知章歸鄉詩。李白、杜甫(712-770)寫賀知章詩亦多，傳播久遠。        

賀知章〈唐禪社首樂章〉七首乃祭神樂章，又應制詩三首，其他寫景之作清新遠俗。

《全唐詩》錄存十九首。王啟興、張虹《賀知章詩注》據《四明叢書•賀秘監遺書》補〈董

孝子黯復仇〉補五絕一首，合共二十首。 

 

詩歌內容與寫作技巧賞析 

賀知章三十七歲中進士，八十六歲回鄉，中間相隔五十年，形貌衰老，兒童認不出這位

長者，自是人之常情。此詩首二句乃尋常口語，直寫胸臆。第三、四句亦為真實場景，作者

有感而發，形象鮮明，可以謂之詩語，也就構成這一首不朽的佳作了。此詩一讀就懂，意在

探尋新鮮事物，其實也是一首洋溢「童心」和「智慧」的作品，反映老幼兩代之間的距離，

現在謂之代溝，但相異之中又一種母語在維繫兩代之間的血脈，未成陌路。「笑問」其實就

是最溫馨親切的表現，賀知章的精神狀態尚佳，未見衰老。惟回鄉未久即猝逝，李白謂「念

此杳如夢，淒然傷我情」，杜甫稱「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看來都很懷念這位長者。 

此詩的「衰」字較難處理，第二句乃叶韻句，各種版本大致如此，或改讀粵音 tsœy1、

普通話 cuī，訓疏落之意。《廣韻》兩讀，一在上平五支「衰：小也，減也，殺也。楚危切

(tsœy1、cuī)，又所危切。」釋義不合。一在上平六脂「衰：微也，所追切(sœy1、shuāi)。」9

二讀俱不能跟「回」、「來」叶韻。按《詩韻》「衰」在上平四支，不叶上平十灰。過去

《萬首唐人絕句》作「腮」，《唐詩別裁集》作「摧」，可以叶韻，卻嫌臆改，不見得可

靠。目前只能照讀「衰」字，視作支灰通叶，不必改讀。 

 
課堂內外活動舉隅 

1. 賀知章〈回鄉偶書〉是一首詩嗎？詩意何在？ 

                                                   
7《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4 月)，卷一百十二，頁 1147。 
8 王啟興、張虹注：《賀知章、包融、張旭、張若虛詩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月)，頁 25。［唐詩

小集］ 
9 陳彭年(961-1017)等重修：《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澤存堂藏板，1968 年 10月)，頁 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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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出小時拍的照片和近照比較一下，與同學說說自己樣貌有甚麼不同了。 

3. 訪問家中長輩，看看他/她年青時的照片，了解他/她當時的生活和喜好等。 

4. 每逢農曆新年前後，都有大批市民（特別是長者）喜歡回鄉度歲。究竟 這是出於怎樣的

感情？你能體會嗎？ 

 

延伸名句、名篇閱讀 

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其二： 

         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 

         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其二，叶下平五歌) 

《全唐詩》錄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前者訴諸一般觀念，情真意切， 易得共鳴。

後者以故鄉名勝起興，寄懷人事，略富地方色彩，易成濫調，工拙相去頗遠。此後者之所

以未足流傳久遠也。 

 

 

李紳〈憫農〉(其二)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其二，叶上聲七麌) 

李紳〈古風二首〉。姚鉉(967-1020)《唐文粹》題作「憫農」，計有功《唐詩紀事》作

「憫農詩」。［四部叢刊本據明嘉靖徐焴刻本影印。］ 

「餐」，范攄作「飡」，同「餐」，乃異體字。席啟寓(1650-1702)刻本作「飧」，晚

飯，音義不同。清抄作「食」。「下土」，范攄誤作「中土」。 

［鉉，jyn5；焴，余六切，juk9；餐，tsan1;cān；飧，syn1;sūn；攄，sy1］ 

 
作者簡介與寫作背景 

李紳(772-846)，字公垂，祖籍亳州譙縣(安徽省亳縣)人，寓居潤州無錫(江蘇省無錫

巿)。唐憲宗元和元年(806)進士，曾因觸怒權貴下獄。唐武宗時為宰相， 後出任淮南節度

使。《全唐詩》錄李紳《追昔遊詩》三卷，《雜詩》一卷。現有《李紳詩注》、《李紳集校

注》二種。［亳，bɔk9；譙，dziu6］ 

范攄《雲溪友議》「江都事」條云：「初，李公(紳)赴薦，常以《古風》求知，呂光化

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

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飡

，粒粒皆辛苦。』」10 

王旋伯云：「卞孝萱《李紳年譜》考訂貞元十七年(801)，三十歲，舉進士，赴長安。

貞元十八年，三十一歲，識韓愈。春季，愈薦李紳等於陸傪。是年落第南返，客游江浙。二

詩，當作於貞元十八年前。」11［傪，倉含切，tsam1；七感切，tsam2］ 

盧燕平云：「此詩作於貞元十七年(801)前。貞元十七年，李紳舉進士，赴長安，曾以二

                                                   
10 范攄《雲溪友議》「江都事」條，參《唐國史補等八種》(臺北：世界書局，1968 年 11 月)， 卷上，頁 10。 

11 李紳〈古風二首〉其二，王旋伯注：《李紳詩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11 月)，卷四，頁 127。［唐

詩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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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合入行卷求知於呂溫。」12 

趙其鈞云：「可見『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不是空洞的說教，不是無病的呻吟；它

近似蘊意深遠的格言，但又不僅以它的說服力取勝，而且還由於在這一深沈的慨嘆之中，凝

聚了詩人無限的憤懣和真摯的同情。」二詩「親切感人，概括而不抽象。詩人還用虛實結合

、相互對比、前後映襯的手法，增強了詩的表現力。因此它雖然是那麼通俗明白，卻無單調

淺薄之弊，能使人常讀常新。」13 

 

新樂府運動 

李紳〈憫農〉大致作於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作者二十八歲，尚未登第。嘗以行卷謁

呂溫(771-811)、韓愈(768-824)，深受賞識。貞元二十年(804)， 李紳再至長安應試，住在元稹

家中，因元稹而結識白居易，與元、白成為詩 友，切蹉詩藝。元和元年(806)春，李紳進士及

第。李紳嘗撰〈樂府新題二十首〉，針砭時事，今佚。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并序云

：「予友李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

之，蓋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予遭理

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14
［貺，fɔŋ3］ 

白居易〈新樂府〉并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篇無定 句，句無定字，

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

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

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元和四年

(809)，為左拾遺時作。」15 

元稹撰新樂府十二首，白居易擴為五十首，均繼李紳而作。李紳〈憫農〉可以說是新樂

府初試啼聲之作，開元、白先聲，或即所謂「失傳」之作。 

 
課堂內外活動舉隅 

1. 同學平時吃飯，最常想到的是哪個問題：不好吃？不想吃？還是 不夠吃？  

2. 詩歌告訴我們食物得來不易，我們應如何珍惜食物呢？ 

3. 理 解 本 詩 ， 聆 聽 誦 讀 錄 音 ， 用 適 當 語 氣 或 配 合 動 作 ， 朗 讀 詩 歌 。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KS1_13_c.mp3 

4. 設計感謝卡送給農夫、漁夫等為我們提供食物的人士，並寫一句感謝的話。 

 

延伸名句、名篇閱讀 

李紳〈憫農〉其一： 

       春種一粒粟，秋收［成］萬顆子。 

       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其一，叶上聲四紙) 

「秋成」，席啟寓校：《唐文粹》作「秋收」。漢嚴遵《道德經歸論•大成若缺》 

                                                   
12 李紳〈古風〉，盧燕平校注：《李紳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11 月)，頁 2-3。 
13 趙其鈞〈憫農二首〉，《唐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 年 12 月)，頁 917-8。 
14 元稹(779-831)撰、冀勤(1934-)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8 月)，卷二十四，頁 277。 
15 白居易(772-846)〈新樂府〉并序，顧學頡(1913-1999)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10 月)，

卷第三，頁 52。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KS1_13_c.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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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穀熟曰成。」16 

 

 

杜牧〈清明〉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上平十三元，首句「紛」在上平十二文) 

此詩最早見於宋人謝枋得(1226-1289)編《千家詩》17，杜牧的《樊川文集》（杜牧外

甥裴延翰編，北宋人續編）、清人馮集梧《樊川詩集注》(版本依據為《樊川文集》)及《全

唐詩》都沒有收錄。 

謝枋得(1226-1289)《千家詩》：「此清明遇雨而作也。遊人遇雨，巾履沾 濕，行倦而

興敗矣。神魂散亂，思入酒家暫息而未能也。故見牧童而問酒家， 遙望杏花深處而指示之

也。」 

宋祁(998-1061)〈錦纏道〉詞下闋：「向郊原踏青，恣歌攜手。醉醺醺、尚尋芳酒。問

牧童、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裏人家有？」18 

賀裳《皺水軒詞筌》「詞病淺直」條：「詞莫病於淺直，如杜牧〈清明〉詩『借問酒

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本無高警，正在遙指不言，稍具畫意。宋子京演為〈錦纏

道〉詞，後半曰：『向郊原踏青，恣歌攜手。醉熏熏、尚尋芳酒。問牧童、遙指孤村，道

杏花深處，那裏人家有。』何傖父也。未審賦落花時，伎倆何在？」19 

 

  作者簡介與寫作背景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萬年(陝西省西安巿臨潼區)人，宰相杜佑(735-812)之孫。

太和二年(828)進士，初任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曾為江西觀察使、宣歙觀察

使沈傳師(777-835)和淮南節度使牛僧孺(779-848)的幕僚，歷任監察御史，分司東都。調任黃

州、池州、睦州刺史，後入為司勳員外郎，官終中書舍人。杜牧以濟世之才自負，文中多

指陳時政之作。其詩寫景抒情，亦多清麗生動之作。著《樊川文集》二十卷、《樊川詩集注》

。20 

 

清明：二十四節氣之一，在陽曆四月五日前後。舊俗當天有掃墓、踏青、插柳等活動。

宮中以當天為秋千節，坤寧宮及各後宮都安置秋千，嬪妃做秋千之戲。 

自冬至一百五日，至寒食，習俗禁火三日。秦人呼寒食為熟食節，以禁煙火，預辦熟物

食之。大曆二年(767)，杜甫住夔州瀼西，〈熟食日示宗文宗武〉云：「消渴遊江漢，羈棲尚

甲兵。幾年逢寒食，萬里逼清明。……」寒食即在清明前二日。 

  寒食第三日為清明，家家折柳插門，上墳祭掃。各地民俗有秋千、競渡等。按秋千原

為夷狄習武之戲，唐代以為寒食遊戲。王仁裕云：「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竪鞦韆，令宮

                                                   
16 李紳〈古風二首〉其一，王旋伯注：《李紳詩注》，卷四，頁 127。［唐詩小集］ 
17 杜牧〈清明〉，載《千家詩》。參張河、牧之編：《中國古代蒙書集錦》(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89 年 7 月)，
頁 136。 
18 薛礪若(1903-1957)《宋詞通論》說最後三句化用杜牧《清明》的句意。這就產生一個問題： 是先有杜牧詩還
是先有宋祁詞？ 
19 賀裳《皺水軒詞筌》，唐圭璋(1901-1990)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1 月)第一冊，頁 706。 
20 杜牧著：《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9 月)。杜牧著、馮集梧注：《樊川詩集注》(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5 月)，包括《樊川別集》、《樊川外集》、《樊川集遺收詩補錄》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A%E8%A3%B3/42465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A%E8%A3%B3/424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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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呼之。」21 秋千名之曰半仙之戲，衣

袂飄揚，體態婉轉，長安巿民，爭相仿效。 

欲斷魂：形容傷感極深，好像靈魂要與身體分開一樣，神情淒迷，煩悶不樂，神魂散

亂，神色黯然。 

此詩大約作於唐武宗會昌六年(846)春末，杜牧四十四歲，任池州刺史。 

  〈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云：「楚岸三千里，燕鴻三兩行。有家歸不得，況舉別君

觴。」〈秋浦途中〉云：「為問寒沙新到雁，來時還下杜陵無。」〈春末題池州弄水亭〉

云：「逐日愁皆碎，隨時醉有餘。」〈新定途中〉云：「無端偶效張文紀，下杜鄉園別五

秋。重過江南更千里，萬山深處一孤舟。」22在同年諸作中，都深深地流露出濃厚的思鄉情

緒，表現傷感。《江南通志》載：杜牧任池州刺史時，曾經過金陵杏花村飲酒，詩中杏花

村指此。或說杏花村指杏花深處的村莊，位於安徽池州貴池區秀山門外。受此詩影響，後

人多用「杏花村」作酒店名，如著名的汾酒，即產於山西汾陽巿杏花村酒廠。 

 

課堂內外活動舉隅 

1. 清明、冬至是兩個最受歡迎的節日，大家一般怎樣過節呢？ 

2. 「清明時節雨紛紛」，清明節一定下雨嗎？為甚麼？ 

3. 瀏覽教育多媒體網頁：《節日知多少(二)‧假日表孝心》(3:35-7:59) 了解清明節的起源和意義

。 https://emm.edcity.hk/media/1_vm5klbff 

4. 網上小遊戲：《古文知多少‧清明》 

https://www.hkedcity.net/chigame/index.php?game_id=59ce0216442ffd9104fa1e20&type=ccancient&lev

el=J 

 

延伸名句、名篇閱讀 

蘇軾〈東欄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王安石〈元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上平七虞，首句「除」在上平六魚) 

 
作者簡介與寫作背景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臨川縣城鹽埠嶺(江西省撫州巿臨川區鄧家巷)

人。慶曆二年(1042)進士。嘉祐五年(1060)〈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提出改革的主張。熙寧

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三年拜同中書門下中平章事，推行新法。七年(1074)罷相。次年復

任宰相，推行《三經新義》(《詩經》、《尚書》、《周官》)，其子王雱(1044-1076)及呂惠卿

(1032-1111)參與注釋，立於學官。熙寧九年(1076)再次辭去相位，退居江寧(江蘇省南京巿

                                                   

21 王仁裕(880-956)撰，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1月)，頁 88。 
22 諸詩參周錫䪖選注：《杜牧詩選》(香港：三聯出版社，1980 年 11 月)，頁 127,128,130,133。 

https://emm.edcity.hk/media/1_vm5klbff
https://www.hkedcity.net/chigame/index.php?game_id=59ce0216442ffd9104fa1e20&type=ccancient&level=J
https://www.hkedcity.net/chigame/index.php?game_id=59ce0216442ffd9104fa1e20&type=ccancient&leve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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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寧區)之半山園 (現為海軍指揮學院)，潛心於學術研究和詩歌創作。封荊國公，世稱王荊

公。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1019-1086)執政，盡廢新法，王安石憂憤病死。文章雄健峭

拔，議論深刻；詩歌遒勁清新，絢麗多姿。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著《王臨川集》、《臨川

集拾遺》、《周官新義》、《詩義鉤沈》等。［雱，pɔŋ1］ 

王安石〈元日〉作於熙寧二年(1069)新年，作者由江寧知府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神

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指出「變風俗」、「立法度」為當務之急。又上〈本朝百年無

事札子〉，辨析時政弊端，主張變法。熙寧二年二月，以諫議大夫任參知政事，與知樞密

院陳升之(1011-1079)創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大年初一的時候，王安石想到變法伊始

的新氣象，為國家注入了新希望，對未來充滿信心，深有所感，也就寫下了這首作品。 

 

王安石〈元日〉作品賞析 

好的詩除了表面意義之外，應該還有深一層的意蘊。甚至可以說詩人並不在乎一些表

面意義，那只是一些偽裝，一些假託而已。當時王安石剛開始推行新法。他抱著「天變不

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無畏精神去實踐改革的理想，希望挽救宋朝積弱的

局面。此詩借新年除舊布新之際把保守派大罵一頓，並將自己內心喜悅歡快的心情描寫出

來。千載之後，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王安石跳動的脈搏，分享他的愉悅。 

新年燃放爆竹。《神異記》云：「西方山中有人長丈餘，人見之，即病寒熱，名曰山

臊。以竹著火中，熚烞有聲，則驚遁遠去。」 

［臊，sou1；熚，bɐt9；烞，pɔk8］ 

詩中的「除」是逝去的意思，即除舊佈新。《荊楚歲時記》云：「正月一日是三元之

日也，長幼以次拜賀，進屠蘇酒。」據說飲了可辟瘟疫。春風把新春的暖氣送入屠蘇酒，

令人喝得渾身暖洋洋的。23屠蘇酒可以辟除瘟疫，春風徐來，一股暖流隨著屠蘇酒送入心

中。《四時纂要》：「屠蘇，孫思邈(541-682)所居庵名。一云：以其能辟魅，故云。屠，

割也。蘇，腐也。今醫方集眾藥為之， 除夕，以浸酒懸于井中。元日取之，自少至長，面

東而飲。取其滓，以絳囊盛，掛于門桁之上，主辟瘟疫。」陳陶(812-885)〈朝元引〉云：

「万宇［㝢］靈祥擁帝居。東華元老薦屠蘇。」「橫流：此詩公或戲言，但前輩每病公學

術多變而支離，此其一也。」24
［桁，hɔŋ6］ 

「千門萬戶」乃汴京的家家戶戶，「曈曈日」指太陽光芒萬丈，大家都沐浴在新時代

的春暉之中。「桃符」也就是過去新年時在大門上掛著的兩塊大桃木 板，上書「神荼」、

「鬱壘」兩位神靈的名字，可以鎮壓百鬼。後來進一步發展成為春聯。《白孔六帖》：

「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戶，名仙木，百鬼所畏。」《漢禮儀志》：「門戶代以所尚，周人

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以桃符板為新桃舊桃，蓋北方語。」25
［「神荼」、「鬱壘」，粵

讀申舒鬱律，sɐn1 sy1 wɐt7 lœt9］ 

此詩用典較多，帶出濃厚的節日氣氛，也寫出了心中的喜悅和希望。王安石希望能創

一番事業，振衰起弊，挽救沈淪的國運，很自然的就在新春來臨之際記下了內心的激動情

懷。 

 

                                                   
23 周錫䪖選注：《王安石詩選》(香港：三聯出版社，1983 年 6 月)，頁 106。 
24 李之亮(1950-)校點補箋 ：《王荊公詩註補箋》(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 1 月)，卷四十一， 頁 767。 
25 王安石撰：李壁(1158/59-1222)箋註、劉須溪(劉辰翁，1232-1297)評點：《箋註王荊文公詩》(庚子春月廣文書
局景印元大德刊本辛亥仲春再版發行。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 3 月)，卷四十一，頁三，9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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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內外活動舉隅 

1. 瀏 覽 教 育 多 媒 體 網 頁 ： 兒 歌 《 農 曆 新 年 》 ， 選 出 最 有 意 思 的 新 年 習 俗 。 

https://emm.edcity.hk/media/%E5%85%92%E6%AD%8C%E3%80%8A%E8%BE%B2%E6%9B%8

6%E6%96%B0%E5%B9%B4%E3%80%8B/1_jomkvi8c/172026072 

2. 同學們慶祝新年時會有哪些吉祥語句嗎？ 

3. 新年的時候，同學們會對香港有甚麼祝願嗎？或者可以用簡單的語句寫下自己心中的願

望。 

4. 理解本詩，用適當的語氣或配合動作朗讀詩歌。 

 

延伸名句、名篇閱讀 

崔塗(光啟四年進士，888)，江南人，壯年遊巴蜀。〈巴山道中除夜有懷〉亦是有感於異鄉

漂泊的淒苦，渴望回家過年。 

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獨異鄉春。 

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那堪正飄泊，明日歲華新。 

 

 

 

 

 
         黃坤堯 kiwong@ny.edu.hk 

https://emm.edcity.hk/media/%E5%85%92%E6%AD%8C%E3%80%8A%E8%BE%B2%E6%9B%86%E6%96%B0%E5%B9%B4%E3%80%8B/1_jomkvi8c/172026072
https://emm.edcity.hk/media/%E5%85%92%E6%AD%8C%E3%80%8A%E8%BE%B2%E6%9B%86%E6%96%B0%E5%B9%B4%E3%80%8B/1_jomkvi8c/172026072
mailto:kiwong@ny.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