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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琵琶行 唐-白居易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
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
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
憔悴，转徙于江湖间。
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
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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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呜。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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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溢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

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
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
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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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悯农 唐-李绅 (772—846 年）。
亳州（今属安徽）人，生于乌程（今浙江湖州），长于润州无锡（今属江苏）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命运赋 北宋-吕蒙正
北宋传奇状元宰相吕蒙正有一则《命运赋》。 如今读来，朗朗上口，其状物之精、
明理之深，堪称一代奇文。
【正文】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鸦。
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
盖闻：人生在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文章盖世，孔子厄于陈邦；武略超群，太公钓于渭水。
颜渊命短，殊非凶恶之徒；盗跖年长，岂是善良之辈。
尧帝明圣，却生不肖之儿；瞽叟愚顽，反生大孝之子。
张良原是布衣，萧何称谓县吏。晏子身无五尺，封作齐国宰相；孔明卧居草庐，能
作蜀汉军师。
楚霸虽雄，败于乌江自刎；汉王虽弱，竟有万里江山。
李广有射虎之威，到老无封；冯唐有乘龙之才，一生不遇。
韩信未遇之时，无一日三餐，及至遇行，腰悬三尺玉印，一旦时衰，死于阴人之手。
有先贫而后富，有老壮而少衰。
满腹文章，白发竟然不中；才疏学浅，少年及第登科。
深院宫娥，运退反为妓妾；风流妓女，时来配作夫人。
青春美女，却招愚蠢之夫；俊秀郎君，反配粗丑之妇。
蛟龙未遇，潜水于鱼鳖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
衣服虽破，常存仪礼之容；面带忧愁，每抱怀安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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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遭不遇，只宜安贫守份；心若不欺，必然扬眉吐气。
初贫君子，天然骨骼生成；乍富小人，不脱贫寒肌体。
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
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
注福注禄，命里已安排定，富贵谁不欲？
人若不依根基八字，岂能为卿为相？
吾昔寓居洛阳，朝求僧餐，暮宿破窖，思衣不可遮其体，思食不可济其饥，上人憎，
下人厌，人道我贱，非我不弃也。
今居朝堂，官至极品，位置三公，身虽鞠躬于一人之下，而列职于千万人之上，有
挞百僚之杖，有斩鄙吝之剑，思衣而有罗锦千箱，思食而有珍馐百味，出则壮士执
鞭，入则佳人捧觞，上人宠，下人拥。
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嗟呼！人生在世，富贵不可尽用，
贫贱不可自欺，听由天地回圈，周而复始焉。

4. 飞鸿 – 北宋．苏东坡
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5. 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6. 登鹳鹊楼 -- 唐．王之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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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7. 登幽州台歌

唐．陈子昂 四川射洪人，(661 年--702 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B%E5%B9%BD%E5%B7%9E%E5%8F%B0%E6%AD%
8C
翻译: 回头看看哪有古代贤明君主的踪影，放眼望去也不见一个礼贤下士的君主，
我真是生不逢时啊。想到天悠悠而高远、地悠悠而广袤的天地之间，我独自忧伤啊，
让人禁不住泪流满面沾湿了衣襟！
注释:^ 幽州，古地名，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一带

8. 浪花淘尽英雄- 元：罗贯中 (元末-明初人)
三国演义卷头词 (原文︰临江仙 杨慎-明朝新都﹝今属四川﹞人。)(清初，毛宗
岗修定三国演义，才将此阙词加入，此阙词并非罗贯中之作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9. 关雎-《周-诗经》的第一首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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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雎: ㄐㄩ 鸟名
鸠: ㄐㄧㄡ 鸟名 逑: ㄑㄧㄡˊ 配偶, 聚合 荇: ㄒㄧㄥˋ
多年生水草
寤: ㄨˋ 睡醒 寐: ㄇㄟˋ 睡

10. 回乡偶书 --唐．贺知章

(约 659 - 约 744)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http://www.minghui-school.org/school/article/2005/5/9/43607.html
青少年时代离了家，年老了才回来。两鬓头发已经疏落，家乡口音未改。
小孩子们看见我时，没有一个认识。他们笑着走来问我：客人从哪里来？

11. 红楼梦-黛玉葬花吟 作者︰清初-曹雪芹
寄件日期: 2013 年 9 月 27 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R2pBH5aeY8
blossoms__费玉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L-tkKY2GT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e2jKpJsAi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Zsg459iID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TUKlxelf4Y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处，
柳丝榆荚自芳菲，哪管桃飘与李飞，
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t9poem1j.docx

《葬花》Bury the falling
林黛玉葬花吟
经典中国风 - 黛玉葬花
葬花吟 洞箫 古筝 金色世界-圣
凤飞飞 - 葬花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粘扑绣帘。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已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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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煞葬花人，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怪侬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昨宵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
独把花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痕。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12. 红楼梦-好了歌 – 清初．曹雪芹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女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附注】
金也空 银也空 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 子也空 黄泉路上不相逢,
田也空 地也空 换过多少主人翁,名也空 利也空 转眼荒郊土一封.

13. 红楼梦-红豆词 作者︰清初-曹雪芹
寄件日期: 2013 年 9 月 27 日
http://youtu.be/Pt2m8hw6bVE 红豆词-童丽 金色世界-圣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iRa5dAWui8 红豆词 彭丽媛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kiVUkGQpe0 中国国家第一夫人彭丽媛唱红豆
词. 温哥华中山公园
童丽的歌声轻柔迷人-思念总在分手后,相思情意唱的凄楚感人!缩时摄影的台湾美
景真的很美，果然是青山隐隐，绿水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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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词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 忘不了
新愁与旧愁
咽不下玉粒金樽噎满喉 瞧不尽镜里花容瘦
展不开眉头 捱不明更漏 展不开眉头 捱不明更漏
呀~ ~ 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 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14. 虹彩妹妹 作词：佚名

作曲：佚名

虹彩妹妹嗯唉嗨呦 长得好那么嗯唉嗨呦 樱桃小嘴嗯唉嗨呦 一点点那么嗯唉嗨
呦
少年情哥嗯唉嗨呦 长得壮那么嗯唉嗨呦 年青有为嗯唉嗨呦 不求人那么嗯唉嗨
呦
虹彩妹妹嗯唉嗨呦 真能耐那么嗯唉嗨呦 粗活儿细活儿嗯唉嗨呦 样样都会那么
嗯唉嗨呦
少年情哥嗯唉嗨呦 比人强那么嗯唉嗨呦 前线拿枪嗯唉嗨呦 为国家那么嗯唉嗨
呦
月里来桃花开
翩翩蝴蝶寻春来
飞上飞下多恩爱
我们俩也要恩恩爱
爱
八月中秋月正圆
家家户户庆团圆
月圆怎比人团圆
打胜战归来么庆团圆 打胜战归来么庆团圆

15. 节妇吟--唐．张籍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褥。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持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明月，
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16.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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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饯别叔云 (抽刀断水)-- 唐．李白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18. 江雪--唐.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9. 静夜思(床前明月光)--唐．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0. 绝妙对联
Sent: Monday, February 04, 2013
南通州 北通州 南北通州通南北
春读书 秋读书 春秋读书读春秋
东当铺 西当铺 东西当铺当东西
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下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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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月井，印月影，印月井中印月影，月井万年，月影万年
赛诗台，赛诗才，赛诗台上赛诗才，诗台绝世，诗才绝世
白塔街，黄铁匠，生红炉，烧黑炭，冒青烟，闪蓝光，淬紫铁，坐北朝南打东西
淡水湾，苦农民，戴凉笠，弯酸腰，顶辣日，流咸汗，砍甜蔗，养妻教子育儿孙
望天空，空望天，天天有空望空天
求人难，难求人，人人逢难求人难
过年苦，苦过年，年年苦过年年过
一杯清茶，解解解元之渴
二曲天音，乐乐乐师之心
七弦妙曲，乐乐乐府之音
炭去盐归，黑白分明山水货
竹横麻竖，青黄不接短长帘
竹横麻竖，青黄交错软硬帘
月照纱窗，个个孔明诸葛亮

风送花圃，阵阵畹华梅兰芳

烟沿艳檐烟燕眼

雾捂鸟屋雾物无

寂寞寒窗空守寡

俊俏佳人伴伶仃

铁瓮城西 金玉银山三宝地

华夏国中 孔孟墨子一圣人

上钩为老，下钩为考，老考童生，童生考到老
一人是大，二人是天，天大人情，人情大过天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

1、上联：风在刮、雨在下，我在等你回电话
下联：为你生，为你死，为你守候一辈子
横批：发错人了
2、上联：看背景急煞千军万马
下联：转过头吓退百万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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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批：我的妈呀
3、上联：考试不作弊来年当学弟
下联：宁可没人格不可不及格
横批：就是要过
4、上联：去除数字一和二
下联：还有四五六七九
横批：只剩三八
5、上联：我爱的人名花有主
下联：爱我的人惨不忍睹
横批：命苦
6、上联：在天为神
下联：在下是猪
横批：天蓬元帅
7、上联：上压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
下联：下骗上节节掺水，水到渠成
横批：皆大欢喜
8、上联：为你痴为你累为你受尽所有罪
下联：为你死为你狂为你哐哐撞大墙
横批：为爱痴狂
9、上联：麻将扑克金花，输完之后回家
下联：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
横批：惨啊
10、上联：该吃吃，该喝喝，有事别往心里搁
下联：泡着澡，看着表，舒服一秒是一秒
横批：不能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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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七步诗--三国．曹植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2.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23. 相见时难〈无题〉-晚唐.李商隐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 夜吟应觉夜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 青鸟殷勤为探看

24. 寻梦园

作词：佚名

作曲：戴洪轩

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 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 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 会不会好梦难
圆
你怪我想把你骗
流着眼泪口难辩
深深恋情那能忘记
爱人回来回到
我身边
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 想起了他彷佛又见面 想要重逢亲爱的情人 不知道能否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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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活的目的-格言 -- 民初．蒋中正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全体人类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纪继起的生命。

26. 水调歌头 – 北宋．苏东坡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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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27. 送杜少府(天涯若比邻)—初唐.王勃
（650 年－676 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中国山西河津）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28. 一寸相思未了情 作词：佚名 作曲：佚名
说什么你爱我 誓言相思坚相守 街无灯，人无影 你你你你
没良心把我爱的一颗心 寸寸粉碎相思未了情
负心人负心的人 我恨你又想你 我恨你又爱你 让你存心骗到底
为何我相信你 把一切献给你 你你你你 没良心忍心把我遗弃 寸寸断肠相思未
了情
负心人负心的人 我恨你又爱你 为什么你爱我 偏偏让我受折磨 情已断心已碎
空留下酸痛回忆 你你你你 没良心把我爱的一颗心 寸寸粉碎相思未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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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心人负心的人 我恨你又想你

29. 游子吟---唐.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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