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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古诗词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载体。 部编初中语文教

材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古代诗词的比例大大增加，这既

是落实《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汲取民族文化智慧”和

“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的需要，也是中小学生浸润传统

文化的重要途径。 然而不得不承认，古诗词的学习对学生

们来说，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点。

虽然说初中阶段不需要对诗词有太深刻的理解，但是

在如今信息社会，让初中生似懂非懂地简单诵读而不让他

们较为清晰地了解诗词各自篇目的不同特点和精髓，难以

让学生对古典诗词产生持续的学习兴趣。 知其然而不知其

所以然，鹦鹉学舌般的学习必然走不远。

为了让广大初中生能更好地理解部编初中语文教材中

的古典诗词，系统而全面地掌握这些诗词的主要内容，并

且能对精彩之处进行简单赏析，编者在华东理工大学出版

社韩媛媛老师的帮助和支持下特地编写此书以飨读者。

本书从内容上而言，包括了部编初中语文教材七至九

年级和上海市使用的部编六年级教材中的一百多首古诗词

篇目。 这样一本书就能涵盖上海市整个初中语文教材的古

诗词内容。

从编排上而言，本书主要是从“基础知识”“作家作

品”“诗歌大意”“作品赏析”“拓展阅读”等五个角度对教

材诗词进行较为详细的解读。 其中“基础知识”是对诗词

的重难点词语进行解释，以方便初中生自学时能扫清文字



障碍。“作家作品”是对作者和诗歌的写作背景进行简要

介绍，以便能知人论世。“诗歌大意”是方便初中生从整

体上了解诗歌的主要内容。

“作品赏析”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是编者良苦用心所

在，也是本书的核心价值体现。 诗无达诂，所以诗歌赏析

往往千人千面。 编者选取有普遍共识的部分，从初中学生

的实际需求出发，把赏析简单分为“诗歌主旨”“所写之

事”“所写之景”“所表之情”“写作特色”五个主要部分，

给初中生提供学习理解诗词的简单框架，以便日后能由此

及彼，举一反三。“诗歌主旨”是诗歌的中心思想；“所写

之事”是对诗歌中的事情、典故等进行概括和说明；“所写

之景”和“所表之情”则立足诗词炼字之妙、运思之巧，对

诗歌的写景和抒情进行详尽的分析。 当然针对具体篇目，

也会略有调整。“写作特色”对诗歌的主要写作特点进行归

纳，以便从写作手法、写作特点上了解诗歌的精彩之处。

“拓展阅读”是从诗词作者的其他作品中选出两句精美

句子，目的在于开阔学生视野，进一步激发初中生学习古

诗词的兴趣。 这也是本书另一特色所在。

本书既可以作为初中生自学的重要材料，也可以作为

教师教学的参考用书。 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编者

20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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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宿建德江①
 

唐·孟浩然

移舟泊②烟渚③，日暮客愁④新。

野旷⑤天低树⑥，江清月近人⑦。

注释

①建德江:指新安江流经建德(今属浙江)西部的一段江

水。②泊:停船靠岸。③烟渚:指江中雾气笼罩的小沙洲。

④客愁:作客他乡,思乡之愁绪。⑤旷:空阔远大。⑥天低

树:天幕低垂,好像和树木相连。⑦月近人:倒映在水中的月

亮好像来同人亲近。

作家作品

孟浩然,名浩,字浩然,号孟山人,唐代诗人。山水田园

诗派的代表人物,终身未仕。孟浩然于727年赴长安应试,
不第,干谒无果。729年离开长安,辗转于襄阳、洛阳,夏季

游吴越。730年再漫游吴越,借以排遣仕途失意的悲愤。
《宿建德江》当作于作者漫游吴越之时。

诗歌大意

我移动小船,把它停泊在江中雾气笼罩的小沙洲,
日暮时分又新添几分羁旅思乡之愁。
原野空旷远处的天空似乎低过了树木,
江水清澈,觉得明月好像与人更加亲近。

作品赏析

诗歌主旨:诗歌描写诗人旅途中夜泊建德江上的沙洲,
在船中所见的景色,抒发了远离家乡、旅居在外时的孤独伤

感之情。
所写之事:日暮时分,诗人泊舟建德江上沙洲,触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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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烟渚”交代地点,“日暮”揭示时间,“客”表明作客他乡

的游子身份,暗点家园之思。
所写之景:“烟渚”和“日暮”既交代时间地点又描绘出一

种暮色苍茫、烟雾弥漫的晚景。“野旷”两句进一步写景。因

为原野空旷辽阔,没有什么遮挡,所以一眼望去,远方的天空

好像低压在树木之上。而天空的压迫使得诗人更觉压抑。
因为江水清澈,所以高挂天空的月亮倒映在水中反而显得离

人很近,似乎想和人亲近,给诗人带来些许安慰。
所表之情:“烟渚”有烟雾迷蒙之感,“日暮”有思家之义,

合起来表达诗人弥漫于心却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思乡愁绪。
“野旷”有孤独之感,“天低”有压迫之意。而无人亲近却反言

“月近人”,表达自己孤独寂寞之感。
写作特色: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五绝写景名篇,是

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先写羁旅夜泊,再叙日暮添愁;然后

写到野旷江清,宇宙广袤宁静,明月伴人更亲。前两句触景

生情,后两句借景抒情,诗中虽只有一个愁字,却把诗人内心

的忧愁写得淡而有味,含而不露。

拓展阅读

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
———孟浩然《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

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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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①醉书
 

宋·苏轼

黑云翻墨②未遮山③，白雨④跳珠⑤乱入船。

卷地风来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⑦。

注释

①望湖楼:又叫看经楼,位于杭州西湖畔。②翻墨:打翻

的黑墨水,形容云层很黑。③未遮山:还没有把群山遮住。

④白雨:夏日阵雨的特殊景观,因雨点大而猛,在湖光山色的

衬托下,显得白而透明。⑤跳珠:跳动的珍珠,这里形容雨大

势急。⑥卷地风来:指大风席地卷来。⑦水如天:形容湖面

像天空一般开阔而且平静。

作家作品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宋代文学家,
宋词豪放派代表人物。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在望湖楼上饮酒

时所见到的西湖山雨和雨过天晴的景色。诗人颇为喜欢这

首诗,尤其是“白雨跳珠乱入船”一句。五十岁时再到杭州,
写诗云:“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诗歌大意

乌云翻滚像泼洒的墨汁尚未遮住群山,
大雨激起的水花如珍珠般胡乱跳进船。
忽然间卷地而来一阵大风把乌云吹散,
望湖楼下碧波平静开阔像天空一般。

作品赏析

诗歌主旨:诗歌描写西湖骤雨骤晴的美丽多变之景,表
达诗人对西湖美景的喜爱之情。

所写之事:诗人在望湖楼饮酒赏景,目睹一场西湖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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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写之景:“黑云”句写云,把乌云比作翻墨,写出云层之

厚,流动之快。而“未遮山”为夏天特有景色,暗示大雨时间

不会很长,“未”字也突出了天气变化之快。“白雨”句写雨,
“白”字写出夏天雨点的明亮。用“跳珠”形容雨点,有声有

色。写出雨点之大,又具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声音之美,同
时与上句“黑”形成对比,又进一步写出雨点之明亮,色彩鲜

明。“乱”写出了雨点之急。“卷地”句写风,“卷地”写风由地

面而起,表现风力之大。“忽”写大风之意外和突然,表现了

天色变化之快。“望湖”句写水。“水如天”写出湖面的平静,
明亮,开阔。

所表之情:诗歌借景抒情,表达诗人对西湖骤雨骤晴迅

疾变换之美景的喜爱之情。
写作特色:诗人捕捉住湖上急剧变化的自然景物:云翻、

雨泻、风卷、水静,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叙述明快,
比喻生动,色彩分明,完整描写了西湖阵雨的全过程,为一首

美妙的写景小诗。

拓展阅读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苏轼《有美堂暴雨》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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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江月①·夜行黄沙道中
 

宋·辛弃疾

明月别枝惊鹊②，清风半夜鸣蝉③。稻花香里说

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④茅店⑤社

林⑥边，路转溪桥忽见⑦。

注释

①西江月:词牌名。②别枝惊鹊:惊动鸟鹊飞离树枝。

③鸣蝉:蝉叫声。④旧时:往日。⑤茅店:茅草盖的乡村客

店。⑥社林:土地庙附近的树林。⑦见:同“现”,显现,出现。

作家作品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著

名爱国将领,南宋豪放派词作代表人物,与苏轼合称“苏辛”。
辛弃疾胸怀大志,一生渴望恢复故土,建功立业,却又报国无

门、壮志难酬。故其词作沉雄豪迈,然又不乏细腻柔媚。好

用典故也是他的一大特点。本词作是辛弃疾受排挤,罢官后

在上饶带湖隐居时所写。

诗歌大意

明月升上了树梢,惊飞了栖息枝头的鸟鹊,
清凉的晚风带来远处的蝉叫声。
田野间弥漫着稻花的香气,
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好像在谈论着丰收的

年景。
天边只剩下几颗暗淡的星,
山前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往日土地庙附近树林旁的茅屋小店哪里去了?
从小桥过溪拐了个弯,茅店忽然出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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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诗歌主旨:描绘出夏夜乡村田野的幽美景色,表达了作

者对丰收年景的由衷喜悦和对农村生活的热爱。
所写之事:作者夜晚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前晴后雨

的见闻。
所写之景:上阕“明月”“清风”两句以动衬静,视角由高

到低,写出夏夜的清幽。“稻花”“听取”两句以蛙声写丰收年

景,别出心裁。下阕“七八”“两三”两句对仗工整,由上至下

写疏星微雨。“旧时”“路转”运用倒装,有峰回路转、柳暗花

明之感。
所表之情:对农村清幽美景的热爱,对丰收年景的喜悦

之情。
写作特色:这首词以动衬静,用蝉声和蛙鸣反衬农村田

野的安静平和。上下阕头两句属对自然,整首词平淡晓畅,
闲适恬淡,别有情趣。

拓展阅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浪淘沙（刘禹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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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浪淘沙①
 

唐·刘禹锡

九曲②黄河万里沙③，浪淘风簸④自天涯⑤。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注释

①浪淘沙:唐教坊曲名。创自刘禹锡、白居易,为七言绝

句。后又用为词牌名。②九曲:自古相传黄河有九道弯。形

容弯弯曲曲的地方很多。③万里沙:黄河在流经各地时挟带

大量泥沙。④浪淘风簸:黄河卷着泥沙,风浪滚动的样子。

浪淘:波浪淘洗。簸,掀翻,上下簸动。⑤天涯:天边。

作家作品

刘禹锡,字梦得,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
曾参与王叔文改革,失败被贬。《浪淘沙》本为六朝民歌的题

目,唐代成为教坊乐曲。刘禹锡据此创作的《浪淘沙》组诗,
单篇为七言绝句,共九首,当为诗人辗转于夔州、和州、洛阳

等地之作。有人认为是诗人描写风沙推移,以见人世变迁无

定,或则托意男女恩怨之词。此首为第一首。

诗歌大意

九曲黄河裹挟着万里黄沙,
波涛滚滚如大风掀簸来自天涯。
现在我们可以沿着黄河径直到达银河,
一起去寻访牛郎织女的家。

作品赏析

诗歌主旨:诗歌通过淘金者的口吻,表明对淘金艰苦生

涯的厌恶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所写之事:“如今”两句引用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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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女是天帝的孙女,负责织造云锦。自嫁牛郎,中断织锦。
天帝大怒,责令她与牛郎分居银河两岸,隔河相望,每年七月

初七之夜相会一次。又言织女为天上仙女,下凡和牛郎结为

夫妇。后被西王母罚隔河相望,每年七月七日夜晚相会

一次。
所写之景:“九曲”两句诗人用豪迈的气势、巨人的眼光

写九曲黄河携带大量黄沙,从遥远天边滚滚而来。“九曲”言
黄河多弯,似人生多难。“万里”言黄河之长,似人生道路漫

长。正因为多弯多难,历经波折,所以一旦发作,气势更加雄

浑。“浪淘风簸”具体写浪涛的冲洗和狂风的簸荡,言风浪之

大,也写出淘沙之苦。
所表之情:“九曲”两句歌咏九曲黄河中的万里黄沙,写

出黄河气势之大,写明淘沙之苦,同时赞扬它冲风破浪,一往

无前的性格,表达主人公的顽强豪迈之情。“如今”两句,借
助神话故事,表达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写作特色:诗歌明写淘沙之苦,却自抒不屈豪气。通俗

易懂,想象绮丽,气势雄浑。

拓展阅读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刘禹锡《望洞庭》

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刘禹锡《同乐天登栖灵寺塔》



江南春（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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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江南春
 

唐·杜牧

千里莺啼①绿映红，水村山郭②酒旗③风。

南朝④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⑤烟雨⑥中。

注释

①莺啼:即莺啼燕语。②郭:外城。此处指城镇。③酒

旗:一种挂在门前以作为酒店标记的小旗。④南朝:指宋、

齐、梁、陈四个朝代。⑤楼台:楼阁亭台。此处指寺院建筑。

⑥烟雨:细雨蒙蒙,如烟如雾。

作家作品

杜牧,字牧之,号樊川居士,唐代诗人,著有《樊川文集》。
晚唐时代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提倡佛教,僧尼众多,寺院繁

盛,大大加重国家的负担。杜牧路过江阴,见江南美景,不禁

油然而生赞美之情,又见南朝寺院烟雨迷蒙,也有怀古之意。

诗歌大意

幅员辽阔的江南大地,处处莺歌伴随着燕舞,绿树掩映

着红花。
依山傍水的村庄城郭里随处可见酒旗在迎风招展。
南朝遗留下了四百八十多座古寺,
至今还有无数亭台楼阁笼罩在朦胧的烟雨之中。

作品赏析

诗歌主旨:诗人描绘了广阔明丽又深邃迷蒙的江南晴雨

之时的美景,表达自己对江南风物的喜爱赞美之情,同时也

抒发了自己的怀古幽思。
所写之景:“千里”两句写晴和之时明朗绚丽之景。第一

句是全景,对江南美景的概括,写江南大地花红柳绿,莺啼燕



 

初中古诗词全解随身带

·10   ·

语,有声有色,生机勃勃。第二句是近景和特写,写江南独特

风貌,依山傍水。“酒旗风”可算特写,用风儿轻轻吹动酒旗,
写出江南景物的明丽秀美,生活的富庶闲适。“南朝”两句写

烟雨之时迷蒙深邃之景。第一句“南朝”体现历史悠久,“四
百八十”强调寺庙之多,写出江南风物之繁华。第二句“多
少”说明寺庙楼台仍然数不胜数。“烟雨”把这无数的金碧辉

煌、屋宇重重的佛寺,笼罩起来,若隐若现,似有若无。
所表之情:诗歌借景抒情,头两句表达诗人对江南美景

的喜爱赞美之情,后两句也含有一丝对历史变迁世事沧桑的

幽思。
写作特色:本诗是历代吟咏江南风物的代表作之一。诗

人以极具概括性的语言描绘了江南明丽而迷蒙的美景,一句

一景,各具特色,用小小的篇幅,勾勒了江南地区的风物,描
绘了广阔的画面。色彩鲜明,情味隽永,千百年来久负盛誉。

拓展阅读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杜牧《秋夕》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书湖阴先生壁（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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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湖阴先生①壁
 

宋·王安石

茅檐②长扫净无苔③，花木成畦④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⑤送青来。

注释

①书:写。湖阴先生:本名杨德逢,是王安石晚年居住金

陵紫金山时的邻居。②茅檐:茅屋檐下,这里指庭院。③无

苔:没有青苔。④成畦:成垄成行。畦,经过修整的一块块田

地。⑤排闼:推开门。闼,小门。

作家作品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

荆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湖阴先生

壁二首》是王安石题在杨德逢屋壁上的一组诗。本诗是第一

首。杨德逢,别号湖阴先生。

诗歌大意

茅草房庭院经常打扫,洁净得没有一丝青苔。
花草树木成行成垄,都是主人亲手培栽。
庭院外一条小河如带,丛绿缠绕,保护着农田,
两山排列矗立,好似打开门把碧青的翠色送来。

作品赏析

诗歌主旨:诗歌通过描写庭院的洁净清幽以及庭外山水

的美丽多情,表现了主人生活情趣之高雅以及自己退休闲居

的恬淡心境。
所写之景:“茅檐”两句写庭院洁净清幽。“茅檐”点明描

写内容为乡居农家风光。青苔多长在僻静潮湿之地,因为经

常打扫,所以青苔不能生长。“净无苔”通过无苔表明虽然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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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却并非没有生气。从青苔角度写庭院的整洁有序,清幽怡

人,是本句亮点。“花木成畦”使得庭院有一种工整之美,“成
畦”二字交代花木的整齐,也有力地暗示出花木的丰美,既整

齐又不单调。“手自栽”写田园自得之乐。田园生活贵在自

适自得,一切亲力亲为,没有劳作之苦,只有身心愉悦。“一
水”两句写庭院外山水之美。河流婉转曲折,本就极美,而诗

人却说河流是为了护卫农田,故意绕来绕去,显得多情。门

前的青山见到庭院这样整洁,也争相前来为主人的院落增色

添彩:推门而入,奉献上一片青翠。
所表之情:诗歌描写庭院内外美景,表现的是主人的情

趣高雅,以及自己恬淡自适的心境。
写作特色:诗歌写闲居生活,其中“一水”两句极为出色。

描写与拟人巧妙融合,既以自然景物的特征为基础,写出了

山水之美,又赋予山水人物情感,化静为动,好像山水为主人

情趣所倾倒,前来主动护绿送青。这两句气足神完,浑化无

迹,成为古今传诵的名句。

拓展阅读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王安石《北陂杏花》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王安石《题张司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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