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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文素养　筑牢文化自信

《晨读课本》要与大家见面了。借此，想跟大家谈谈为

什么要阅读，读什么书的问题。

机电以“人文与技能并重，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并举”

为人才培养目标，创造了很多条件，为同学们提供人文提

升的平台，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文化建设硕果累累。但

是，我如果问：同学们，今年你读了几本书？答案可能会

不尽人意，因此，我们编写《晨读课本》，推行早读制度，

旨在引导同学们利用碎片时间，去阅读，去感悟，在潜移

默化中，激发情感、彰显内涵、启迪智慧，逐步将文化观

念融入意志抉择和行为取舍，坚定文化自信。

每天 15 分钟的早读，在当下社会，显得难能可贵。互

联网的迅猛发展，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拿起手机，

刷抖音、查百度、上知乎、发朋友圈成为日常获取信息的

重要手段。生活习惯的改变，带来的是阅读方式的革命，

我们的视线从书本转向了屏幕，从经典名著转向了网络爆

文。但是，网络信息糟粕与精华齐飞。对一个人的成长来

说，资讯很重要，学习系统知识更重要。我们更应该放下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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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将关注点放在“读书”上来，通过大声朗读和与伟

人对话，去用心聆听那些可以穿越时空的谆谆教诲，去阅

读他们撰写的经典，去感悟经典中所承载的不朽灵魂和伟

大人格。腹有诗书气自华，只有阅读，可以让知识体系完

善，让思想丰盈，让步履坚定，让生命厚重。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如何

扣好这第一粒扣子？关键要有丰厚的文化基础，要读“好

书”。正如《道德经》所言：“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

寿。”所谓“好书”，就是不朽的历史伟人们留下的经典著

作，是时代、民族、国家的文化结晶和精神财富。读《论

语》，学习其精且粹的义理；读《大学》，追求其“止于至

善”的臻美境界；读《庄子》，领悟其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读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之灿烂……当我们利用在校

的几年时间，有规律地、持续不断地阅读之后，回望来时的

路，你便可以深刻认识和领悟到：读“好书”，可以激励自

己把书中的营养逐步内化为自我的精神结构和外在气质，让

我们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体会生命意义渐次映现的快乐。

基于以上的考虑，《晨读课本》 （第一册）分为经典咏流

传、诗词飞花令、诗文润心灵、上下五千年、人文与风情、

匠心永传承六个部分。在每天的早读中，我们或歌、或咏、

或诵，在诵读中，和经典心灵共鸣、灵魂共振，形成对核

心价值体系的敬重之心，激发内在的力量。

正如康德所说：“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这两种

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给心灵

注入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与同学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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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课本
第一册

明日歌

[ 明 ] 钱福

明日复明日 [1]，明日何其多 [2]。

我生待明日 [3]，万事成蹉跎 [4]。

世人若被明日累 [5]，春去秋来老将至。

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6]。

注释

[1] 复：又。

[2] 何其：多么。这句说：明日是何等地多啊。

[3] 待：等待。

[4] 蹉跎（cuō tuó）：光阴虚度。以上两句说：如果天天

只空等明天，那么只会空度时日，一事无成。

[5] 若：一作“苦”，有些版本为“世人苦被明日累”。

累（lěi）：带累，使受害。这句说：世上的人都受“待明日”

的害处。

[6] 请君：请诸位。

译文

明天又一个明天，明天何等地多。

我的一生都在等待明天，什么事情都没有进展。

世人和我一样辛苦地被明天所累，一年年过去马上就会老。

早晨看河水向东流逝，傍晚看太阳向西坠落。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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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的明天能有多少呢？请诸位听听我的《明日歌》。

作者简介

钱福（1461—1504），明代

状元，字与谦，因家住松江鹤滩

附近，自号鹤滩。南直隶松江府

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吴越国

太祖武肃王钱镠（liú）之后。弘

治三年进士第一，官翰林修撰，

三年告归。诗文以敏捷见长，有

名一时，其著作的《明日歌》流

传甚广。著有《鹤滩集》。

长歌行 [1]

汉乐府

青青园中葵 [2]，朝露待日晞 [3]。

阳春布德泽 [4]，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 [5]，焜黄华叶衰 [6]。

百川东到海 [7]，何时复西归 ?

少壮不努力 [8]，老大徒伤悲 [9]。

注释

[1] 长歌行：汉乐府曲题。这首诗选自《乐府诗集》卷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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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课本
第一册

三十，属相和歌辞中的平调曲。

[2] 葵：“葵”作为蔬菜名，指中国古代重要蔬菜之一。《诗

经·豳风·七月》说：“七月亨葵及菽。”李时珍《本草纲目》

说：“葵菜古人种为常食，今之种者颇鲜。有紫茎、白茎二种，

以白茎为胜。大叶小花，花紫黄色，其最小者名鸭脚葵。其实

大如指顶，皮薄而扁，实内子轻虚如榆荚仁。”此诗“青青园

中葵”即指此。

[3] 朝露：清晨的露水。晞：天亮，引申为阳光照耀。

[4]“阳春”句：阳是温和。阳春是露水和阳光都充足的时候，

露水和阳光都是植物所需要的，都是大自然的恩惠，即所谓的

“德泽”。布：布施，给予。德泽：恩惠。

[5] 秋节：秋季。

[6] 焜（kūn）黄：形容草木凋落枯黄的样子。华（huā）：

同“花”。衰：一说读“cuī”，因为古时候没有“shuāi”这个音；

一说读 shuāi，根据语文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汉语》，除了普

通话的规范发音之外，任何其他的朗读法都是不可取的。为了

押韵，这里可以按古音读作“cuī”。

[7] 百川：大河流。

[8] 少壮：年轻力壮，指青少年时代。

[9] 老大：指年老了，老年。徒：白白地。

译文

园中的葵菜都郁郁葱葱，晶莹的朝露阳光下飞升。

春天把希望洒满了大地，万物都呈现出一派繁荣。

常恐那肃杀的秋天来到，树叶儿黄落百草也凋零。

百川奔腾着东流到大海，何时才能重新返回西境？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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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人如果不及时努力，到老来只能是悔恨一生。

凉州词 [1]  
[ 唐 ] 王之涣

黄河远上 [2] 白云间，一片孤城 [3] 万仞 [4] 山。

羌笛 [5] 何须怨杨柳 [6]，春风不度 [7] 玉门关。

注释

[1]凉州词：为当时流行的一种曲子（《凉州词》）配的唱词。

[2] 黄河远上：远望黄河的源头。

[3] 孤城：指孤零零的戍边的城堡。

[4] 仞：古代的长度单位，一仞相当于七尺或八尺。

[5] 羌笛：羌族的一种乐器。

[6] 杨柳：指一种叫《折杨柳》的歌曲。唐朝有折柳赠别的

风俗。

[7] 度：越过。

译文

黄河好像从白云间奔流而来，玉门关孤独地耸峙在高山中。

何必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不来呢，

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啊！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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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之涣（688—742），是盛唐

时期的著名诗人，字季凌，汉族，

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人。豪放不羁，

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

曲歌唱，名动一时。他常与高适、

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

风光著称。其代表作有《登鹳雀楼》

《凉州词》等。“白日依山尽，黄

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更是千古绝唱。

水调歌头 [1]

[ 宋 ] 苏轼

丙辰 [2] 中秋，欢饮达旦 [3]，大醉，作此篇，兼怀

子由 [4]。

明月几时有，把酒 [5] 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6]，

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 [7]，又恐琼楼玉宇 [8]，高

处不胜 [9] 寒。起舞弄清影 [10]，何似 [11] 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12]。不应有恨，何事长

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 [13]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4]。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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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水调歌头：词牌名。

[2] 丙辰：熙宁九年（1076 年）。

[3] 达旦：早晨；白天。

[4] 子由：苏轼弟弟苏辙的字。

[5] 把酒：端起酒杯。

[6] 天上宫阙（què）：指月中宫殿。阙，古代宫殿前左右

竖立的楼观。

[7] 归去：回到天上去。

[8] 琼楼玉宇：美玉砌成的楼宇，指想象中的仙宫。

[9] 不胜：经受不住。

[10] 弄清影：弄：赏玩。意思是月光下的身影也跟着做出

各种舞姿。

[11] 何似：哪里比得上。

[12]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朱阁：朱红的华丽楼阁。

绮户：雕饰华丽的门窗。月儿转过朱红色的楼阁，低低地挂在

雕花的窗户上，照着没有睡意的人（指诗人自己）。

[13] 但愿：但：只。

[14] 千里共婵娟：共：一起欣赏。婵娟指月亮。虽然相隔

千里，也能共享这美好的月光。

译文

丙辰年的中秋节，高兴地喝酒（直）到（第二天）早晨，

（喝到）大醉，写了这首（词），同时怀念（弟弟）子由。

明月从何时才有？端起酒杯来询问青天。不知道天上宫殿，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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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是哪年。我想要乘御清风回到天上，又恐怕返回月宫

美玉砌成的楼宇受不住高耸九天的寒冷。起舞翩翩玩赏着月下

清影，归返月宫怎比得上在人间。

月儿转过朱红色的楼阁，低低地挂在雕花的窗户上，照着

没有睡意的人（指诗人自己）。明月不该对人们有什么怨恨吧，

为何偏在人们离别时才圆呢？人有悲欢离合的变迁，月有阴晴

圆缺的转换，这种事自古以来难以周全。但愿亲人能平安健康，

虽然相隔千里，也能共享这美好的月光。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

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

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

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

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

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

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

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

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

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

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

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

和《东坡乐府》等。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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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梅 [1]  
[ 元 ] 王冕

吾家洗砚池头树 [2]，朵朵花开淡墨痕 [3]。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4]。

注释

[1] 墨梅：用墨笔勾勒出来的梅花。

[2] 吾家：我家。因王羲之与王冕同姓，所以王冕便认为

王姓自是一家。洗砚池：写字、画画后洗笔洗砚的池子。王羲

之有“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这里化用这个典故。头：

边上。

[3]淡墨：水墨画中将墨色分为四种，如，清墨、淡墨、浓墨、

焦墨。这里是说那朵朵盛开的梅花，是用淡淡的墨迹点化成的。

痕：痕迹。

[4] 清气：梅花的清香之气。满乾坤：弥漫在天地间。满：

弥漫。乾坤：天地间。

译文

我家洗砚池边有一棵梅树，朵朵 开 放的梅花像是用淡淡的

墨汁点染而成。

它不需要别人夸奖颜色多么好看，只是要将清香之气弥漫

在天地之间。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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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冕（1287—1359），字元章，

号煮石山农，浙江诸暨人。元代诗人、

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出身农家，

幼年丧父，曾替人放牛，每天利用放

牛的时间画荷花，晚至寺院长明灯下

读书，学识深邃，能诗。隐居九里山，

以卖画为生。画梅以胭脂作梅花骨体，

或花密枝繁，别具风格，亦善写竹石。

兼能刻印，用花乳石作印材，相传是

他始创。著有《竹斋集》《墨梅图题诗》等。

苔

[ 清 ] 袁枚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译文

春天和煦的阳光照不到的背阴处，生命照常在萌动，苔藓

仍旧长出绿意来。 

苔花虽如米粒般微小，依然像那高贵的牡丹一样热烈

绽放。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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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枚（1716—1797），字子才，

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因

居南京小仓山随园，世称随园先生，

自号仓山叟、随园老人等。乾隆四年

（1739）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

后外放于江苏溧阳、江宁等地任县令。

乾隆十三年（1748）辞官，结束仕宦

生涯，隐居随园。他标举性灵说，与

沈德潜、翁方纲的格调说和肌理说相

抗衡，影响甚大，形成了性灵派。

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16 卷及《补遗》

10 卷；《新齐谐》24 卷及《续新齐谐》10 卷；散文，尺牍，

随园食单说部等 30 余种。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挚，

流传久远，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

临江仙 [1]·滚滚长江东逝水 [2]

[ 明 ] 杨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3] 英雄。是非成败 [4]

转头空。青山 [5] 依旧在，几度 [6] 夕阳红。

白发渔樵 [7] 江渚 [8] 上，惯看秋月春风 [9]。一壶浊 [10]

酒喜相逢。古今 [11] 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12]。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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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临江仙：原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牌名，字数有

五十二字、五十四字等六种。常见者全词分两片，上下片各五

句，三平韵。

[2] 东逝水：是江水向东流逝水而去，这里将时光比喻为

江水。

[3] 淘尽：荡涤一空。

[4] 成败：成功与失败。

[5] 青山：青葱的山岭。

[6] 几度：虚指，几次、好几次之意。

[7] 渔樵：此处并非指渔翁、樵夫，联系前后文的语境而

为动词“隐居”。此处作名词，指隐居不问世事的人。

[8] 渚（zhǔ）：原意为水中的小块陆地，此处意为江岸边。

[9] 秋月春风：指良辰美景，也指美好的岁月。

[10] 浊（zhuó）：不清澈；不干净。与“清”相对。浊酒：

用糯米、黄米等酿制的酒，较混浊。

[11] 古今：古代和现今。

[12] 都付笑谈中：在一些古典文学及音乐作品中，也有作

“尽付笑谈中”。

译文

滚滚长江向东流，多少英雄像翻飞的浪花般消逝。争什么

是与非、成功与失败，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只有青山依然存在，

太阳依然日升日落。

在江边的白发隐士，早已看惯了岁月的变化。和朋友难得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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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面，痛快地畅饮一杯酒。古往今来的多少事，都付诸于人

们的谈笑之中。

作者简介

杨慎（1488—1559），明代文学家，

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字用修，号升庵，

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

马碧鸡老兵。杨廷和之子，汉族，四

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

庐陵。正德六年状元，官翰林院修撰，

豫修武宗实录。武宗微行出居庸关，

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

嘉靖三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

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终明一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慎可推

为第一。其诗虽不专主盛唐，仍有拟右倾向。贬谪以后，特多

感愤。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百

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

小池

[ 宋 ] 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 [1]，树阴照水爱晴柔 [2]。

小荷才露尖尖角 [3]，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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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泉眼：泉水的出口。惜：吝惜。

[2] 照水：映在水里。晴柔：晴天里柔和的风光。

[3] 尖尖角：初出水端还没有舒展的荷叶尖端。

[4] 上头：上面，顶端。为了押韵，“头”不读轻声。

译文

泉眼悄然无声是因舍不得细细的水流，树荫倒映水面是喜

爱晴天里柔和的风光。

小荷叶才刚从水面露出尖尖的角，就有一只小蜻蜓立在

上头。

作者简介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

号诚斋。汉族，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

水县）人。南宋杰出诗人，与尤袤、范

成大、陆游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南

宋四大家”。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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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夜喜雨

[ 唐 ] 杜甫

好雨知 [1] 时节，当春乃 [2] 发生 [3]。

随风潜 [4] 入夜，润物 [5] 细无声。

野径 [6] 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 [7] 看红湿处 [8]，花重 [9] 锦官城 [10]。

注释

[1] 知：明白，知道。说雨知时节，是一种拟人化的写法。

[2] 乃：就。

[3] 发生：萌发生长。

[4] 潜（qián）：暗暗地，悄悄地。这里指春雨在夜里悄

悄地随风而至。

[5] 润物：使植物受到雨水的滋养。

[6] 野径：田野间的小路。

[7] 晓：天刚亮的时候。

[8] 红湿处：指有带雨水的红花的地方。

[9] 花重：花沾上雨水而变得沉重。重：读作 zhòng，沉重。

[10] 锦官城：成都的别称。

译文

好雨知道下雨的节气，正是在春天植物萌发生长的时候。

随着春风在夜里悄悄落下，无声地滋润着春天万物。

雨夜中田间小路黑茫茫一片，只有江船上的灯火独自闪烁。

北京出版社



17

第
二
模
块

  　

诗
词
飞
花
令

天刚亮时看着那雨水润湿的花丛，娇美红艳，整个锦官城

变成了繁花盛开的世界。

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

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

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

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

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

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

“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

合称“大李杜”。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约有

1400 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

响深远。759—766 年间杜甫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早春呈 [1] 水部张十八员外

[ 唐 ] 韩愈

天街 [2] 小雨润如酥 [3]，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 [4] 一年春好处，绝胜 [5] 烟柳满皇都 [6]。

注释

[1] 呈：恭敬地送给。

[2] 天街：京城街道。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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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酥（sū）：酥油、奶油、乳汁，这里形容春雨的滋润。

[4] 最是：正是。

[5] 绝胜：远远超过。

[6] 皇都：长安城（唐朝京都）。

译文

京城大道上空丝雨纷纷，它像奶油般细密而滋润，远望草

色依稀连成一片，近看时却显得稀疏零星。这是一年中最美的

季节，远胜过绿柳满城的春末。

这首诗既咏早春，又能摄早春之魂，给读者以无穷的美感

趣味，甚至是绘画所不能及的。诗人没有彩笔，但他用诗的语

言描绘出极难描摹的色彩—— 一种淡素的、似有却无的色彩。

如果没有锐利深细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诗笔，便不可能把早春的

自然美提炼为艺术美。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

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

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

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

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

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

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

北京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