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題金陵渡	 唐	 張　　祜	 101

22.	山居夏日	 唐	 高　　駢	 106

23. 台城	 唐 - 五代	 韋　　莊	 112

24.	冬夜	 唐 - 五代	 韋　　莊	 117

25.	春日偶成	 宋	 程　　顥	 122

26.	春日	 宋	 朱　　熹	 127

27.	觀書有感二首•之一	 宋	 朱　　熹	 132

28.	春夜 / 夜直	 宋	 王安石	 136

29.	泊船瓜洲	 宋	 王安石	 142

30.	元日	 宋	 王安石	 147

31.	絕句	 宋	 僧志南	 152

32.	遊山西村	 宋	 陸　　游	 157

33.	遊園不值	 宋	 葉紹翁	 162

34.	夜書所見	 宋	 葉紹翁	 168

35.	春宵	 宋	 蘇　　軾	 173

36.	惠崇春江晚景	 宋	 蘇　　軾	 178

37. 題西林壁	 宋	 蘇　　軾	 183

38.	花影	 宋	 蘇　　軾	 188

39.	清明	 宋	 王禹偁	 193

40.	閒居初夏午睡起二首•之一	 宋	 楊萬里	 198

41.	三衢道中	 宋	 曾　　幾	 203

42.	湖上	 宋	 徐元傑	 207

43.	春暮	 宋	 曹　　豳	 212　

44.	有約	 宋	 趙師秀	 217

45.	送春	 宋	 王　　令	 222

46.	客中初夏	 宋	 司馬光	 227

47.	夏日	 宋	 戴復古	 231

48.	即景	 宋	 朱淑真	 236

49.	田家	 宋	 范成大	 241

50.	晚樓閒坐 / 鄂州南樓書事	 宋	 黃庭堅	 246

	

1.	 秦淮夜泊	 唐	 杜　　牧	 2

2.	 赤壁	 唐	 杜　　牧	 7

3.	 秋夕	 唐	 杜　　牧	 12

4.	 寄揚州韓綽判官	 唐	 杜　　牧	 17

5.	 山行	 唐	 杜　　牧	 23

6.	 江南春	 唐	 杜　　牧	 28

7.	 嫦娥	 唐	 李商隱	 32

8.	 題都城南莊	 唐	 崔　　護	 37

9.	 蘭溪棹歌	 唐	 戴叔倫	 43

10.	別董大	 唐	 高　　適	 47

11.	回鄉偶書	 唐	 賀知章	 52

12.	春晴	 唐	 王　　駕	 57

13.	寒食	 唐	 韓　　翃	 62

14.	楓橋夜泊	 唐	 張　　繼	 66

15.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	 唐	 劉禹錫	 70	

	 玄都觀桃花	

16.	再遊玄都觀	 唐	 劉禹錫	 75

17.	人日立春	 唐	 盧　　仝	 80

18.	登山	 唐	 李　　涉	 85

19.	江樓感舊	 唐	 趙　　嘏	 91

20.	滁州西澗	 唐	 韋應物	 96



讀完
想一想

！

這首
詩詞
講甚麼

？

註釋

煙霧籠罩着寒涼的秦淮

河，月光透過煙霧照着河邊沙

灘。夜晚小船停泊在河邊靠近

酒家的地方。歌女不懂得國破

家亡的仇恨，隔着河還在唱着

陳後主的亡國之音《玉樹後庭

花》。

1.	夜泊：夜裏停泊在某地。

2.	商女：以賣唱為生的歌女。

3.	後庭花：指南朝陳後主創作的歌曲《玉樹後庭花》，由於陳後主荒淫無能，導致

陳朝被隋所滅，這首歌也被當做亡國之音的代表。

作者在這首詩中顯然是在批評

一部分人，你認為他是批評歌女，還

是在批評聽歌女表演的客人呢？

秦淮夜泊
1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
2
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3
。

唐　杜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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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中的美景

詩詞小知識

夜晚，貫穿金陵的秦淮河依然汩汩流淌着。輕輕的煙霧籠罩

着寒涼的河水，瀰漫升騰，那麼的迷離恍惚；月亮透過煙霧照耀

着河邊，似乎給白色沙灘蒙上了一層銀色的薄紗，幽靜而又朦朧。

詩人的小船停泊在秦淮河靠近岸邊酒家的地方。他踏出船艙，

站在船頭，聽到草叢裏蟲兒在叫，螢火蟲的光亮一閃一閃的。四

周這麼靜謐，岸上人家多已進入夢鄉，燈火都熄滅了。

只有一家燈火通明，就是這岸邊的酒家。但見眾多達官貴人、

鄉士豪紳，面對滿桌的美味佳餚。幾個歌妓，正唱着《玉樹後庭

花》這首歌。

詩人聽到這靡靡之音，內心不由得一驚，哎呀呀，那歌妓所

唱的，不正是南北朝末期南方的陳後主當年荒淫無度，日夜尋歡

作樂而唱得最多的那一支歌嗎？陳朝不久便亡國了。

詩人見此情此景，心中不禁憤怒悲傷起來。

他想起當今大唐盛世已去，國難當頭，這幫官宦竟然夜夜歌

舞昇平，淫亂狂歡，真正豈有此理！莫不是大唐就要步陳朝後塵

了嗎？

秦淮河是長江的一條支流，古稱龍藏浦，它絕大部分河道從南

京市內部經過，是南京最重要的河流。位於市內的內秦淮河河道近 5

公里（大約 10 里），因此得名「十里秦淮」。在中國古代，它是南京

城最繁華的地區，有石頭城、夫子廟、桃葉渡、烏衣巷、朱雀橋等著

名歷史文化地標，古來文人墨客，留下了許許多多的詩詞歌賦，以下

擷取兩首供拓展閱讀：

石頭城

唐 劉禹錫唐 劉禹錫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真的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啊！詩人轉念又

想：「不知亡國恨的，豈止是商女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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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小知識

金句學與用

這兩句詩，後來成為文人指責統治者醉生夢死，不知關

注國計民生的常用典故。宋代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懷古》

中寫道：「念往昔、繁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

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

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即是對杜牧這首詩著名的

化用了。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春江花月夜詞

唐   温庭筠唐   温庭筠

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
秦淮有水水無情，還向金陵漾春色。秦淮有水水無情，還向金陵漾春色。
楊家二世安九重，不御華芝嫌六龍。楊家二世安九重，不御華芝嫌六龍。
百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百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
珠翠丁星復明滅，龍頭劈浪哀笳發。珠翠丁星復明滅，龍頭劈浪哀笳發。
千里涵空澄水魂，萬枝破鼻飄香雪。千里涵空澄水魂，萬枝破鼻飄香雪。
漏轉霞高滄海西，頗黎枕上聞天雞。漏轉霞高滄海西，頗黎枕上聞天雞。
鸞弦代雁曲如語，一醉昏昏天下迷。鸞弦代雁曲如語，一醉昏昏天下迷。
四方傾動煙塵起，猶在濃香夢魂裹。四方傾動煙塵起，猶在濃香夢魂裹。
後主荒宮有曉鶯，飛來只隔西江水。後主荒宮有曉鶯，飛來只隔西江水。

赤 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
1
，

自將磨洗認前朝
2
。

東風
3
不與周郎便，

銅雀
4
春深鎖二喬。

唐　杜牧

註釋

1.	銷：鏽蝕。

2.	認前朝：認出（這支戟）是從前赤壁之戰的遺物。

3.	東風：這裏指的是東南風起火燒赤壁的典故。

4.	銅雀：即銅雀台，曹操在今天河北地區建造的一座華麗建築。相傳三國時期，曹

操擊敗袁紹後營建鄴都，修建了銅雀、金虎、冰井三台，其中銅雀台傳說是曹操

見到土裏冒出金光而掘出一隻銅雀，荀攸言昔舜母夢見玉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

雀亦是吉祥的徵兆，於是曹操建銅雀台以紀念此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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