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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根

“浙江少年诗词大会
浙江少年诗词大会”
”
云课堂第十七课晒作业

当一回陆游，
当一回陆游
，细品梅花
浙江少年诗词大会云课堂第十七课，邀请了名师观察员、杭州市钱塘区智慧教育名师工作室主任、杭州市文海实
验学校语文老师钟海芳，和同学们聊聊爱国诗人陆游与梅花的情缘。
钟老师邀请同学们根据所学的知识，来品读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孩子们懂得入情入境地体悟，也懂得词人营

浙江少年诗词大会

造的景与表达的情之间互相融通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六（12）班同学们的投稿吧。

只留清香在人间

蒋若柯

凌寒独自开的她

梅花开了，竟开得如此残败。没有人欣
赏，也没有人照管，这不像极了我吗？

零落成泥，只有香如故

蒋伊朵

王子惟

寒风呼啸着，吹打着一株独自绽放的

公元 1125 年,一个婴儿在淮河的一条小船

梅花。驿站外，断桥边，细雨中的行人匆

上 呱 呱 坠 地 ，他 就 是 陆 游 。 他 才 华 横 溢 ，却

宣和七年，我出生在这样的年代——当

匆走过，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脚步，看

生不逢时，少年时的他深受家庭爱国思想的

朝者不理国事，金人又对这片土地虎视眈

一眼这株傲然开放的梅花。又一阵风吹

熏陶，一心为国效忠，二十岁便立下壮言：上

眈。几年后，胡人大举进攻，原本富裕的家庭

来，远处看，梅花在风雨中摇曳，瑟瑟中透

马 击 狂 胡 ，下 马 草 军 书 ，却 受 奸 臣 排 斥 而 仕

一贫如洗，
“儿时万死避胡兵”
就是当时的我。

着坚强，
孤寂中透着高傲。

途不畅。

高宗二十三年，我进京赶考，一举夺魁。

冬日的黄昏，那株孤独的梅花孤独地

一日黄昏日落，暮色朦胧，陆游看见驿站

正当我信心满满之时，却被黜免了。难道就

散发着淡雅的清香。随风飘零的花瓣，沿

外断桥旁那寂寞孤助、冷落桥边的梅花，由感

因为我主张要对金人开战吗？想当年，我骑

着地面一路舞动着，香味也越飘越远。渐

而发写下这首《卜算子·咏梅》。

扫码关注

马驰骋在疆场上，那奋勇杀敌的场面与收复

渐地，凋零的花瓣与地上的尘泥静静地相
拥，散尽最后一缕清香，
孤傲地离去。

那时的他正处在人生低谷，主战派士气低

升学宝

失地的强烈愿望让我久久不能释怀。可是，

进入底部菜单

皇帝偏安一隅，对眼前的剩水残山颇为满足，

议百分

毫无斗志去击败金人，于是将我一贬再贬，我

争享春天的美好，她没晒过春日的暖阳，

驿站外断桥边，梅花孤孤单单地开放。黄

的抗金事业已如这黄昏落日。

没吹过春天的微风，一直在凛冽的寒风、

昏里独处已够愁苦，又遭到风吹雨打，
“ 独自

冰冷的雨水中傲然挺立。

愁”展现出陆游的愁苦，也与上句的“寂寞”相

点击
“阅鹿书院”

但我不能就这样虚度一生，
正如这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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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散发出的清香沁人心脾，正如她洁

呼应。这断桥暮色还有黄昏已够愁苦，但更添

自己清白如故。
“回首往事不知悔，奋勇向前

身自好的高尚品质，透出高雅的气息，即

凄风冰雨，孤苦之情更深一层。它惹来众多凡

不动摇”，
梅花如此，
我亦如此。

使散落在地上，被碾碎，化为尘土，也依然

花俗朵的嫉妒，那些奸臣、打压忠良的人，真实

能够将自己的芳香永远留在人们心里。

体现出当时社会的样貌。即使花片飘落被碾

地上，被碾压，
分不清哪是花哪是泥。但清香

为大家的作品

依旧在空气中飘散。纵使我一生坎坷，但我

点赞

一种冷漠的气氛和他那不畏强权的精神。

从不招蜂引蝶，也无意向世人炫耀，
只愿证明

风雨更大了，
花瓣已经凋零，一片片落到

也可以

落，因此整首诗十分悲观，尤其是开头渲染了

她虽然开在百花之首，却无心同百花

压成尘泥，也依然有永久的芬芳留在人间，展

凌寒独自开的她，梅花，饱经风霜，依

现出他坚守高尚情操的品质。

然挺立……

陆放翁就像这梅花一样，只留清香在人间。

尽管陆游的爱国热情惨遭打击，但其爱国
老师点评：伊朵同学在陆游的咏梅词

志向始终不渝，这在他的诗中有充分体现。

本报记者 姜赟 整理

老师点评：若柯同学用白描式的文字将

中，找到了生动而又丰富的梅花形象，她

陆游的咏梅词情境化，氛围的营造、诗境的刻

笔下的梅，清丽而落寞，孤傲且坚强，浅显

老师点评：子惟同学在娓娓叙事的过程

画、意义的涵咏，词的内容与意蕴完美融合，

的文字传达出对梅的理解与感悟，自然的

中，表达自己对陆游咏梅词的理解，抒怀与言

既有故事，又有感悟。他的思考是个性而独

抒情传递出对梅的赞赏与钦佩，且心向往

志兼得，从诗歌中体悟出诸多值得学习和传承

特的，视角新颖，代入感强。

之。

的精神，
行文流畅，思路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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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éng zhǎng dú běn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6+1第2208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2年8月5日
本期销售金额：1,027,986元

正选号码

特别号码

本期开奖号码： 8 4 3 9 4 5

4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0注
0注
8注
112注
1,372注
19,181注

单注奖金

----8,669元
300元
20元
5元

22,619,308.7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07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2年8月5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6,548,926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2207期开奖公告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2207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2年8月5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35,444,346元,本省(区、市)销售金额:2,464,998元

本期开奖号码：4 6 5 4 5

本期开奖号码：4 6 5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投注方式 全国中奖注数 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直选
7,897注
465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0注 346元
组选6
31,508注
1,214注 173元

一等奖
合计

144注 100,000元 14,400,000元
144注

--- 14,400,000元

364,141,633.9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30,368,355.9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开奖日期：2022年8月5日
本期销售金额：155,962元

本期开奖号码： 9 8 7 7 3 1 + 13

本期开奖号码： 01 09 12 16 20
本期出球顺序： 16 09 20 01 12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2注
196注
3,733注

单注奖金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08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 2022年 8月 5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 25,991,202元

23,978元
50元
5元

奖级 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7注 107,223元
750,561元
三等奖
33注
3,000元
99,000元
四等奖
1,492注
500元
746,000元
五等奖
24,650注
30元
739,500元
六等奖
729,109注
5元 3,645,545元
合计
755,291注
--- 5,980,606元
305,634,466.4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