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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寄语

---记《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

10 月 10 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

里的中国》第一季以王阳明《传习录》收官。王阳明波澜壮

阔的人生、“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先贤智慧，以及

传承注重实践、实干兴邦的重要理念，在网上持续发酵。事

实上，第一季 11期节目期期有文化的燃点、情感的爆点，

每次更新都会掀起新一轮热议，被许多年轻人称为“封神之

作”。著名评论家饶曙光认为，《典籍里的中国》能成为现

象级节目，即在于创作者深挖传统精髓，钩沉典籍里的中国

精神之源，为当代人指引征途，实现了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

以典籍为脉络，串联起中华文明史

的文化之链

《典籍里的中国》通过时空对话的

创新形式，以典籍为脉络，串联起中华

文明史的文化之链，以期构建深刻的文

化传播、交流的历史图谱。

10 月 10 日晚《典籍里的中国》采用倒叙手法，从王阳

明去世前一年接到前往广西平叛的诏令讲起，回顾他从少年

立志、踏上仕途，到挨廷杖贬谪贵州、龙场悟道、平宁王之

乱的坎坷一生，同时也是追寻大道的求索一生。跟随节目，

观众跨越 500 年时空，得见王阳明九死一生仍心向光明，终

悟得“知行合一”思想真谛的历程；年轻人更在节目中触摸

到《传习录》的睿智光辉。

其实回到节目创作的初心便可知，《典籍里的中国》凭

什么每一期都能成爆款。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

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

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

方式。中华民族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生生不息，古老灿烂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一个重要奥秘即文以载道、

以文化人。典籍，正是中华文化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能永

远给予中华儿女精神滋养。因此，《典籍里的中国》通过时

空对话的创新形式，以典籍为脉络，串联起中华文明史的文

化之链，以期构建深刻的文化传播、交流的历史图谱。

自牛年新春开播，《尚书》《本草纲目》《论语》《孙

子兵法》《楚辞》《史记》《道德经》《传习录》等享誉中

外、流传千古的典籍依次登场。伏生一生守护和传承《尚书》

的故事，“古有《天工开物》，今人继往开来”的科学精神，

李时珍“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的医者品格，司马迁、

屈原、孙武等人深切的家国情怀，周文王、老子、孔子等古

代圣贤思想的精华和内涵等——典籍里蕴含的中国智慧、中

国精神和中国价值，也一次次焕发新

的光彩。

在新媒介与传统文化的交互中，

让当代中国人与先贤心灵相通

《典籍里的中国》之所以能“唤

醒”基因、沸腾我们的血液，在乎融

合了“戏剧+影视+文化访谈”的创新

形式，在乎节目在新媒介与传统文化

中找到了交互的契合点。

在网友心里，《典籍里的中国》留下了太多名场面。比

如《孙子兵法》，其所承载的“重战”“慎战”的思想光辉，

深远影响后世 2000 多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薛

国安进一步阐释：“自古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根本不愿意

战争，但是也不惧怕战争，我们会以亿万同胞凝心之力，共

筑新时代的万里长城！”

又比如《楚辞》一期，戏剧故事围绕屈原手中的“柑橘”

展开。橘子不止是屈原和楚怀王共同成长经历的一个见证，

而且是屈原对那片土地、对那片土地上人民的一种情感隐

喻，还是他对自身的一种期许。2000 多年前，屈原仰望苍穹

发出《天问》；2000 多年后，依然传承着“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精神的中国人，已经奔赴深空，将最浪漫

的诗篇写在了宇宙之中。

用时代的新介质开拓新的传播场，节目火了，典籍“活”

了。正像节目最初的推广词——“中华典籍浩如烟海，兼收

并蓄；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不绝如缕”。

2021 年 11 月 第 6 期

（总第 37 期）

主 办： 苍溪县江南小学校
主 编： 赵艺平
副主编： 王永生 向 伟
责任编辑：郭艳玲

钩沉典籍里的精神之源，为当代人指引征途



2

-----------------------------------------------------------------------------------诗词赏析

毛泽东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词上片描写北国壮丽的雪景，抒发了词人对祖国壮丽河

山的热爱。下片议论抒情，重点评论历史人物，歌颂当代英

雄，抒发无产阶级要做世界的真正主人的豪情壮志。全词熔

写景、议论和抒情于一炉，意境壮美，气势恢宏，感情奔放，

胸襟豪迈，颇能代表毛泽东诗词的豪放风格。“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三句总写北国雪景，把读者引入了

一个冰天雪地、广袤无垠的银色世界。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望”

字统领下文，直至“欲与天公试比高”句。“望”字之下，

展现了长城、黄河、山脉、高原这些最能反映北国风貌的雄

伟景观，这些景观也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山舞银

蛇，原驰蜡象”的动态描写，都有活泼奔放的气势。加上“欲

与天公试比高”一句，表现“山”“原”与天相连，更有一

种奋发的态势和竞争的活力。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写的是虚景，与前

十句写眼前的实景形成对比，想像雪后晴日当空的景象，翻

出一派新的气象。雪中的景象在苍茫中显得雄伟，雪后的景

象则显得娇艳。

下片由毛泽东主席对祖国山河的壮丽而感叹，并引出秦皇汉

武等英雄人物，纵论历代英雄人物，抒发作者伟大的抱负及

胸怀。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可谓承上启下，

将全词连接得天衣无缝。“江山如此多娇”承上，总括上片

的写景，对“北国风光”作总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启

下，展开对历代英雄的评论，抒发诗人的抱负。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

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总领七个

句子，展开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诗人于历代帝王中举出

五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展开一幅幅历史画卷，使评论得以

具体形象地展开，如同翻阅一部千秋史册，一一加以评说。

一个“惜”字，定下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基调，饱含惋惜

之情而又有批判。然而措词极有分寸，“略输文采”“稍逊

风骚”，并不是一概否定。至于成吉思汗，欲抑先扬，在起

伏的文势中不但有惋惜之极的意味，而且用了“只识”二字

而带有嘲讽之意。“弯弓射大雕”，非常传神地表现了成吉

思汗只恃武功而不知文治的形象。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点出全词“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今朝”是一个新的时代，新

的时代需要新的风流人物来带领。“今朝”的风流人物不负

历史的使命，超越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具有更卓越的才能，

并且必将创造空前伟大的业绩，是诗人坚定的自信和伟大的

抱负。这震撼千古的结语，发出了超越历史的宣言，道出了

改造世界的壮志。那一刻思接千载，那一刻洞悉未来，那一

刻豪情万丈，那一刻

傲视古今。

《沁园春·雪》

突出体现了毛泽东

词风的雄健、大气。

作为领袖毛泽东的

博大的胸襟和抱负，

与广阔雄奇的北国雪景发生同构，作者目接“千里”“万里”，

“欲与天公试比高”；视通几千年，指点江山主沉浮。充分

展示了雄阔豪放、气势磅礴的风格。

沁园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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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诗作

小蜗牛
（八·二班 刘倩）

我驮着我的小房子走路，

我驮着我的小房子爬树，

慢慢地、慢慢地、不急也不慌。

我驮着我的小房子

旅行，到处去拜访，

拜访那和花朵

和小草们亲嘴的太阳。

我要问问他：

为什么他不来照一照

我住的那样又湿又暗的鬼地方？

（七·四班 王鸿 ）

一片片金黄的

翩翩起舞的树叶

多像一张张

绚丽的奖状

秋天

是个收获的季节

快把奖状发下去吧

墙角一张

树根一张

池塘一张

马路一张

还有那位

爱读书的小朋友

也送他一张

秋小名

候 鸟 雨 人

果子是会飞的鸟

（八·四班 杨念）

秋天的果子，

长了金黄的翅膀，

成了会飞的鸟。

从树上，

飞下来，

好多呀。

果子，

坐上了大飞机，

飞向世界各地。

果子飞到了，

我家的餐桌上，

好香呀。

果子的香气，

还飞进了我的被窝。

在我的梦里，

果子都是一只只鸟，

飞呀飞。

（六·三班 唐浩锋）

候鸟是

来走亲戚的

来的时候

口中衔着

鲜嫩的春天

眨眼就要离去了

让我们

在它的行囊里

塞满金色的秋天

（七·三班 牛雪莲 ）

每当下雨

雨人就变成透明的

在雨中行走

冰凉的雨

毫无阻碍

穿透雨人的身体

天晴了

雨人又变回寻常模样

出没在我们身边

小心翼翼守护着

有关于雨人的

秘密

好多呀

今天是不下雨的日子

（九·三班 陈秋林）

今天是不下雨的日子

云朵不再穿着缝缝补补的衣服

不再掉下碎布料

现在是仙人掌开花的日子

是雨伞放假的日子

植物已经泡够了温泉

我的小院子

全是一排排乖巧听话的阳光

在树上荡秋千

奖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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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美文

——研学实践自我总结

（八·四班 赵梦绮）

请吹来一阵风。

一开始我对此活动抱的乃是拒绝的态度，一是晕车，二来麻

烦。

可终于还是慢慢接受，哎，愿那相处时的愉

快。请吹来一阵风，化开我郁闷的心情和莫名的

忧愁。

现在回想，我当时的接受是十分值得的。

一舟行天下，山水赋青春。 （图 赵梦绮）

在青春一去不复返的行程里，风景必不可少，人生不可或缺。

也许路途中有混乱与精彩，但领略到的却是独一无二。

秋意，风轻吻着地平线。

龙门洞和雪溪洞内，有着上千年形成的各种奇形怪状的钟乳

石：有的瑰丽，有的壮大，有的恐怖。其中，最令我吸引的莫过

于“擎天玉柱”和“生命之源”。“擎天玉柱”，顾名思义，实

际上就是两根粗长的石柱。但就是这么两个玉柱十分有意思：玉

柱上雕刻着龙的模样，瞧着颇有几丝神圣威严不可侵犯的意味。

玉柱直入水中，端端急流，冲不走玉柱的挺拔英姿，在这意味之

上，又增添人几丝宝海神针的感觉。那不，玉柱连接洞内河与天，

那样子，仿佛可以挣脱枷锁，独自一人洒脱快活。而“生命之源”

又有所不同，它恬静，它安宁，它神秘。“生命之源”就像一个

水瓶，缓缓给周围胜似小碗小杯的倒水，就犹如一个慈祥的教母

在给疾苦的人民以帮助，难道不是吗？

明月峡，本名朝天峡。初见之时，觉得此景区的风景配不上

那国家级的四个 A，但想法又在后来很快地被否决掉。走栈道时，

不敢置信这是在三国时期就完成的标准式栈道，那些木板经久不

衰，真是让人吃惊。在栈道上欣赏风景可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往左看，峭壁上到处都是绝处逢生的野草。可往右边看，景

色又不一样。奔流不息的江水不停地拍打岸边的石头，声声清脆。

对面岸边的山峰又显得特别雄伟，层层叠叠，不断递进，形成阶

梯状的峭壁，无不令人惊奇。加上树木的渲染，又给其

带来许多生气。真是“远近高低各不同”啊。

秋意，风捎上暖阳。

昭化古城，原名葭萌关。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城，城

内风光犹如穿越几个世纪回到古代，自然而又古朴，真

实而又虚幻，美丽而又浪漫。渗透了许多年的历史，迎

面而来的悠久感。在其中，印象尤为深刻的莫过于汉服

礼仪的环节。着上那汉服，心里充斥着满足感和自豪感。

每每一个动作，都满含敬意，敬这流传保存至今的古城，

一砖一瓦；敬这古代礼仪，一举一动；敬那时空对活者，

一问一答。当跨上那高高的门槛，进入大殿中，敬拜孔

子时，心中敬意便加深重几分。

无花果基地，是让我们实战体验的乐园。还记得当

时上家丁手工补丁课的时候，同学们的脸上失望犹为明

显。一个个到课堂上时，最基本的穿针引线都要花费几

分钟，也难怪同学们会失望。但后来的欢乐把阴云通通

清扫干净：同学们开始缝补丁，刚开始穿针的粗中有细

完全消失，只剩下千奇百怪的补丁。有的没眼睛的被缝

出十字架式眼睛；有的表面挺不错，但后面满是线头；

还有的直接上面和下面一线穿过，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四种地方，四种体验，四种收获。

果然是做的重于接受。

平日，我可以像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可以像兀坐

听雪溜竟日的徐霞客，如垂钓瓦尔登湖的梭罗。可是现

在，我拥有青春给予少年人最好的礼赞，肆意张扬的冲

动是为血气方刚的少年初入人世的尝试，温酒下肚壮

心，于是满腔热血酒给了这神州大地。是这一次活动让

我明白，中国的伟大。正如赛缪儿·厄尔曼所言：“青

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

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感情；青春是生

命的深泉在

涌流。”

奋斗赋

予时间以意

义，精神照

亮民族的未

来。珍惜时

光，把握青

春，才能开

创和迎接黎明前的曙光。时代的考卷已经列出，我们的

答卷正在写就。

所以，就不必吹来一阵风。因为心若凌云，清风自

来。

心若凌云，清风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