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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煦幸福临

2017 年第 41 期攻擂揭晓榜

要农历戊戌年春联选登之三
要要
午夜钟声响曰
万家年味浓遥
（山东/ 姜一白）
天赐一门喜气曰
春来二字吉祥遥
（山东 / 王恩祥）
犬吠三声春锦绣曰
梅开五福业辉煌遥
（广东 / 钟昭君）
政惠三农圆绮梦曰
福泽百姓绘宏图。
（黑龙江 / 王海顺）
盛世盛情观盛景曰
新年新事树新风遥
（山东 / 蒋保江）
春光万里九州奋曰
丝路千帆四海腾。
（广东 / 温永基）

星耀三更辞旧岁曰
霞晖五鼓迓新春遥
（重庆 / 吴太康）
中国龙图添特色曰
东方旭日耀新程遥
（湖北 / 周谊群）
雪化梅开迎盛世曰
鸡鸣犬吠闹新春遥
（四川 / 马腾万）
大国织春擎赤帜曰
小康筑梦绘蓝图
（辽宁 / 李家和）
撷一片春风袁剪成福字曰
汇千家笑语袁酿就甜浆遥
（陕西 / 宋柳根）
时代春风苏万物曰
文明甘露润千畴遥
（江苏 / 周金廷）

雪映红梅袁满园秀景曰
风开绿柳袁大地新图遥
（山东 / 毛学校）
春光骀荡山川美曰
国步腾飞华夏强遥
（山东 / 冯书胜）
春贴福字小康近曰
梦铸初心盛世长遥
（山西 / 侯宝德）
鸡鸣稔岁九州醉曰
犬吠熙春万户欣遥
（湖北 / 叶传德）
小康图展山河秀曰
中国梦圆世纪新遥
（湖北 / 周万全）
万里神州春色美曰
千年古邑玉梅香遥
（湖北 / 刘慧芳）

国梦心中升旭日曰
时人脸上写春风遥
（湖北 / 刘正祯）
竹枝浓荫平安道曰
梅朵盛开幸福门遥
（湖北 / 黄移发）
戊岁迎祥春有脚曰
戌年凝瑞福无疆遥
(湖北 / 张家杰）
绿带春归因写爱曰
红随喜至故生香遥
（黑龙江 / 郁 犁）
鹊报安康真富贵曰
莺歌锦绣大文章遥
（湖北 / 郭应明）
千山笑拥千江绿曰
一带联通一路春遥
（湖北 / 陈国梁）

火形水性袁并济刚柔遥

学生楹联作品选登
游光孝寺
千年古刹袁菩提树下知清净曰
六祖禅心袁明镜台前照古今遥
（罗杰元）
题胜棋楼
慨英雄此际登楼袁举弈临阶袁一子
江山当笃慎曰
说胜地六朝入梦袁行吟到老袁多娇
烟水亦沧桑遥
题孤旅
声寻随雁去袁履至江南袁谁留远客曰
舟立任槎浮袁一江秋水袁两地寒心遥
（吴晓燕）

感悟联
不见故人醉老酒曰
忍抛旧事葬黄花遥
（邓国飞）
偶感
叶落因风袁碧水流光惊鸟语曰
茶香伴酒袁红英弄笛问诗心遥
（朱文成）
感悟联
秋水冷雨袁尽日逡巡心未悔曰
春风暖阳袁经年荏苒志犹坚遥
（袁梅倩）
咏酒
碧液金波袁兼怀淑郁曰

姜天河作品选

姜天河袁1954 年 6 月生，湖北

省崇阳县人。系中华诗词学会和中
国楹联学会会员、湖北省楹联学会
理事、
崇阳县诗联学会副会长、崇阳
县老年大学诗联教师和文学顾问，
多次担任全国性诗联赛事评委。共
发表诗联作品 3000 多首（副），
百余
件诗联作品及论文在全国大赛中获
奖。2011 年被评为
“全国联教先进
工作者”
，先后四次评为“湖北省楹
联文化先进个人”
，荣获“湖北联坛
精英”
称号。出版了《实用对联精品
荟萃》、
《对联的格律与应用》 等专
著。
题鄂州寒溪书院
溪流雅韵龙书老曰

窑联语百花窑联语百花窑
题学校
青丝染雪铎声远曰
墨韵流岚杏蕊香遥
（河南 / 陈文强）
挽余光中老先生
九旬即至袁闻余老忽归仙界曰
两岸同悲袁待何人再解乡愁钥

（陕西 / 赵拴柱）
题黄少牧国画叶秋花词曳
鸟语绕梁袁秋籁悠扬花滴露曰
花香扑鼻袁蕙风曼妙鸟谈天遥
（湖北 / 叶传德）
贺伊春楹联学会成立
空谷弦音袁伊处联花开盛景曰

贺第二届青年诗词楹联家论坛
在渝召开
石板青山袁听清越钟声袁婉转鸟鸣袁
淡然似浮沉妆点袁可安枕嘉陵秋水曰
星灯古镇袁邀游来朋侣袁吟哦词曲袁
儒雅中谈笑风生袁且放怀太白遗风遥
（齐 龙）
（新疆石河子大学胡杨诗社 供稿）

院绕寒香鹤梦新遥
题五台山明月池五观堂
邀明月登堂袁同观佛性曰
唤清风入座袁共飨禅机遥
题五台山圆照寺五观堂
灶拂清风袁一釜烹来禅气息曰
堂悬明月袁五观悟出佛情怀遥
题浪口温泉迎宾亭
燕展丰姿袁衔得春归花上弄曰
泉流雅韵袁迎来客入画中游遥
题海丰云台禅寺钟楼
楼立云台袁台化尘心心悟佛曰
钟传圣道袁道连觉路路通天遥

凌峰聚会袁春间彩墨靓门楣遥
（黑龙江 / 李群懿）
咏岳阳
劲舞三湘浩荡东风袁岳阳楼焕彩曰
荣膺全国文明城市袁君山岛披霞遥
（湖南 / 周文渊）
题瑶台山
孤峰兀立袁俯瞰禹都袁览百代风云
人物曰
双水夹流袁卧眠商相袁钟千秋日月
精魂遥

窑联海钩沉窑

饮食联撷拾
□ 山东 / 朱秀兰
芸芸众生袁吃饭是一件大事袁人们都知
道野一顿不吃饿得慌冶的铁定道理遥 而对联袁
作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传统文学形式袁自
然也会与野吃冶这件大事挂起钩来遥 奇思妙想
的饮食联读起来不免令人拍案叫绝遥
在过去袁一些旧粮店总会贴上这样一副
对联院野谷乃国之宝，民以食为天遥 冶语言虽然
过于浅白袁但却是大实话袁其义也尽在不言
之中遥 不过袁饮食对联多出自酒店饭庄袁用于
招揽顾客袁因而语言大都通俗易懂袁如野饭好
菜香早晚便，茶热汤美老少宜”曰野美味可待
天外客，香气能引洞中仙冶曰野饭菜飘香引来
顾客万千，鱼肉有味出自庖师二三”等袁这类
对联都带有鲜明的广告信息袁读之仿佛能看
到饭菜的色泽袁闻到饭菜的香气遥 又如野饭菜
花样多顾客停留谁肯去，茶酒味道香行人虽
走欲重来”曰野花样新蒸煮炒炸皆好，质量优
色香味形俱全”等袁把酒店饭庄的经营特色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袁读起来会让人食欲大
增遥 而野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人过大佛寺
寺佛大过人”则是清代京城一家小酒馆的对

联遥 据传袁当年乾隆皇帝微服私访袁在京城偏
僻小巷里见到这家名叫野天然居冶的小酒馆袁
店虽小却很洁净袁店名也别致袁便进店就餐遥
饭菜倒也整齐袁烹饪的有滋有味遥 乾隆皇帝
吃得满意袁 诗兴大发袁 会挥笔写出一上联院
野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冶这是回文联袁他
正为下联伤脑筋时袁随行文人纪晓岚已经对
出下联院野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冶此事很
快传遍京城袁成为一时的佳话遥 野天然居冶酒
馆也因此门庭若市袁生意红火遥
苏州有个太监弄袁是闻名中外的美食一
条街袁这里可谓三步一家小吃屋袁五步一家
小吃店袁小吃美食各俱特色袁门联更是争奇
斗艳遥 如王四酒家的门联是著名的书法家费
新我所写袁野异地名厨远来近悦，琼楼玉宇醉
日飞觞”遥 离此店不远处的得月楼菜馆袁其门
联则是翁同苏题写袁野带经锄绿野，留露酿黄
花”遥 在观前街百年老店野叶授和冶有一广告
型门联院野精致荤菜细点脍炙熏鱼肉松，拣选
·窑窑窑窑窑漫步于此袁
香水瓜子滋养果汁名糖”
在欣赏街道两侧这些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

新岁祥光圆好梦曰
银屏雅句报佳音遥
(福建 / 颜新泰)
一路和风开盛世曰
两行雅韵贺新春遥
（广东 / 梅细锁）
瑞雪纷飞祥瑞降曰
春风拂煦幸福临遥
（河北 / 孙峰英）
瑞雪飘飘泽万物曰
腊梅点点报新春 遥
（河北 / 杨爱军）
九域新春呈版面曰
千门福字占头条遥
（黑龙江 / 孙福奎）
幸福敲门和做主曰
春风入户富当家遥
（北京 / 李振军）

国强民富新时代曰
水秀山明美画图遥
（湖北 / 邓世伟）
一元复始小康岁曰
万象更新大有年遥
（安徽 / 姚尚平）
新时聚力圆国梦曰
盛会凝心铸党魂遥
(广东 / 谭国泰)
凤带祥云盈九域曰
燕含春色入千门遥
(广东 / 朱柱石)
满庭祥瑞随春到曰
四季平安合意来遥
（湖南 / 张金华）
庆新春欣向新时代曰
歌大有更催大作为遥
（广东 / 谭天恩）

联说经典窑论 语
述而
子曰：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
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
所好。”
揖解释铱院
孔子说院野如果富贵合乎于道
就可以去追求袁 虽然是给人执鞭
的下等差事袁我也愿意去做遥 如果
富贵不合于道就不必去追求袁那
就还是按我的爱好去干事遥 冶
孔子在这里又提到富贵与道
的关系问题遥 只要合乎于道袁富贵
就可以去追求曰不合乎于道袁富贵
就不能去追求遥 那么袁他就去做自

己喜欢做的事情遥 从此处可以看
到袁 孔子不反对做官袁 不反对发
财袁但必须符合于道袁这是原则问
题袁 孔子表明自己不会违背原则
去追求富贵荣华遥
这正是院
富达需有道；
贫贱不移情。
（安徽 / 袁 琳）
下一则院
子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
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
于我如浮云。”
贵，

信到曰
车运平安袁船装幸福袁新年又载笑
声来遥

贺叶通城联苑曳创刊
联贝贯珠袁一树奇葩香艺苑曰
通今博古袁两行妙句缀银城遥

题武夷山岩骨茶
岩骨香茶袁携玉露临风袁碧韵传来
春讯息曰
武夷秀水袁入金瓯煮月袁冰壶沏出
绿芬芳遥

题甘肃兰山长廊
白塔应天时袁把地利人和袁凝成大雅曰
兰山流逸韵袁将诗情画意袁注入长廊遥

（江苏 / 张修顺）
（山西 / 王沁声）
（安徽 / 夏环宝）
（贵州 / 肖 波）
（湖南 / 颜资芳）

联咏中国十二生肖
□ 辽宁／在 强
十二生肖之鼠蛇
子夜咬开天地缝曰
巳时游弋草林丛遥
十二生肖之马兔
骏驰千里超龙雀曰
狡筑三窟捣月宫遥
十二生肖之鸡猴
司晨恒定五德厚曰
窜树灵活四体长遥
十二生肖之牛羊
脊驮老子袁角挂经书袁只顾奋
蹄入道曰
美现大德袁孝为首善袁恰如跪
乳承恩遥

十二生肖之虎龙
不哮而夺袁不咆而慑袁有威在
兽怯禽缩袁有位在平丘荡壑袁
何须盘踞巍峨袁 试问山中谁
敢惹曰
该藏则隐袁该露则陈袁无畏于
涛涽浪滚袁无私于吐雾兴云袁
或许潜伏混沌袁 休说世外总
难寻遥
十二生肖之猪狗
虽混迹家中袁 又貌似老实憨
厚袁 休说圆润随和袁 须知丑
陋尧肮脏尧蠢笨尧贪婪尧懒惰尧
淫邪全占尽曰
纵移形驹里袁 亦神乏骏迈雄
强袁 难掩卑微低贱袁 可恨阿
谀尧谄媚尧恶毒尧骄横尧凶残尧
狂妄未说详遥

□ 黑龙江 / 孙福奎
岳阳岳阳楼
千年翰墨忧天下曰
万里波涛涌眼前遥

永济鹳雀楼
白日依山楼下尽曰
黄河入海眼前流遥

南昌滕王阁
登楼泼墨作名序曰
飞阁流丹妆碧天遥

南京阅江楼
高楼放眼览江景曰
名记传今歆古文遥

蓬莱蓬莱阁
海市蜃楼观幻景曰
丹崖碧浪叠高台遥

长沙天心阁
朱梁画栋古城立曰
栗瓦飞檐清代来遥

□ 江苏 / 潘君明

贺河北省楹联学会七代会召开
岁末天寒地冻袁聚楹苑名家袁谋划
未来囊盛举曰
元初雪舞梅开袁接联坛大纛袁传承
国粹奏强音遥
（河北 / 宋 领）

窑联语百花窑联语百花窑

朴素平民风格的饮食对联时袁不免总要垂涎
欲滴袁真想逐家品尝遥
至于说到文人雅士在名山古迹的酒馆
饭店留下的饮食联袁更是妙趣横生袁颇耐人
寻味遥 清代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一生爱松
竹袁他曾在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四川青城山
天师洞饭堂前留下一联院野扫来竹叶烹茶叶，
劈碎松根煮菜根冶袁此联好似信来拈手袁显得
清新尧质朴尧淡雅袁生动地刻画出道教祖师的
生活情景袁细品之则其味馨香袁超凡脱俗遥 以
前袁 在安徽九华山的半山腰有一家饭店袁门
前挂有一联院野游九华何必匆匆而至，拜天台
岂能辘辘饥肠”袁读着这副饮食联袁倒还真有
饿了的感觉袁若是身临其境袁肯定会进店小
吃一番遥
有些饮食联还巧妙地将典故融入其中袁
读之让人耳目一新袁如野宰天下如此肉，治大
国若烹小鲜”一联袁表面说的是饮食袁但寓意
治国的道理遥 上联典出叶史记曳袁意谓主宰天
下要像陈平分肉那样保持均衡曰 下联典出
叶老子曳袁意谓治理大国好似烹小鱼袁忌多翻
动遥 此联能将两个不相干的典故合二为一袁
既不脱离餐饮之道袁又另寓新意袁把饮食与
主宰天下尧治理国家联系在一起袁更显气势
磅礴袁意境开阔遥 古都长安鼓楼街一家饭庄
的门联与此联相近袁“治若烹鲜惟庄子，才同
宰肉有陈平”袁 这副双关联同样是借用烹调

（辽宁 / 黄云祯）

书斋联

题交通部门春联
轮追日月袁舵转乾坤袁好景常随花

（山西 / 崔玉龙）
挽高宝庆先生
板崮仰鸿仪袁 德艺双馨袁 联墨双
馨袁四海文星追泰斗曰
鸢都惊鹤驭袁 刚柔兼备袁 形神兼
备袁一生高节化寒梅遥
（北京 / 何小平）

渊河北 李冬銮冤

题中国名楼阁

题崇阳县清风亭
集松风竹韵梅香袁交融地气曰
藉水色山光月影袁点缀天城遥

题武汉品茗驿
曲径绕茶园袁驿外寻幽诗染绿曰
高情融客座袁山前品茗韵流香遥

出句院
深思使命袁不忘初心袁八面创新扬特色
冠军对句渊奖金 100 元冤院
挚爱黎民，誓酬壮志，百年圆梦灿神州
亚军对句渊奖金 60 元冤院
牢记誓言，永怀梦想，全民戮力振中华
力践誓言，紧随时代，九州圆梦展鸿图
季军对句渊奖金 30 元冤院
牢记誓言，永铭宗旨，九州逐梦续长征
欣赴征程，高擎党帜，千行奋志展豪情
高举旌旗，长铭矢志，百年铸梦启蓝图

来暗示理政的才能袁比喻贴切袁寓意深长袁很
有启迪作用遥 杭州西湖莼菜馆门前的对联也
同样运用了烹调典故袁野忆到新蒓鲈可脍，时
陈香稻蟹初肥”。此联引用了这样一个典故院
叶世说新语曳载袁晋代有一个名叫张翰的人在
洛阳为官袁有一年见秋风起袁他突然想起家
乡杭州的莼菜和鲈鱼袁于是叹道院野人生贵得
适意尔袁何能羁宦数千里以得名爵浴 冶遂辞官
回故里遥 这位大人想吃家乡的野蒓鲈羹冶袁连
官也不做了遥
饮食联中还有一些集句联袁 构思奇巧袁
品读起来会让人产生翩翩联想遥 宋代京城开
封有一家酒楼办得红红火火袁为宣传饮酒有
野一醉解千愁冶的作用袁张挂出一副生动易懂
的集句联院野劝君更进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
愁”袁 上联取自唐代诗人王维 叶送元二使安
西曳中的名句袁下联摘自诗仙李白叶将进酒曳袁
可谓是妙手拈来袁浑若天成遥 这两首诗都与
酒有关遥 另有一副集句联也可谓是妙语天
成院野有同嗜焉，从吾所好；不多食也，点尔何
如？”上联中的野有同嗜焉冶语出叶孟子曳袁野从
吾所好冶语出叶论语曳曰而下联两句也分别集
自叶论语曳遥 好似客人在按菜单点菜袁野从吾所
好冶曰而老板则婉言规劝院野不能太多袁点这些
也好钥 冶颇符合现代饮食保健道理和当下倡
导的野光盘行动冶遥

坐拥书城忘岁月曰
闲敲盘键录晨昏遥

旧书常读悟新意曰
古砚勤磨赋拙文遥

案头盆景得佳句曰
桌上键盘抒锦章遥

往来者诗文鸿儒曰
谈笑者茶话高朋遥

中华百家姓对联
福建 庄温英
渊452冤壤驷 姓
壤驷渊R伲ng s佻冤姓出自春
秋时孔子弟子壤驷赤之后遥
壤驷赤是春秋时秦国上邽
人遥 他到鲁国向孔子学习礼
制遥 读书用功有才气袁诗尧文
章都很出色遥 其后代子孙以
此为荣袁 遂尊奉壤驷赤为得
姓始祖遥
春秋启姓；
鲁国成名。
上联典指壤驷复姓启源

于春秋时秦国遥 下联典指孔
子弟子壤驷赤成名于鲁国遥
望居天水郡；
誉自上邽乡。
全联典指壤驷复姓的郡
望遥 得姓始祖壤驷赤为秦国
上邽人遥
土壤能生万物；
驷驹可集千乘。
此联为镶嵌复姓野壤驷冶
二字的嵌字联遥
（待 续）

庄子道酒业杯

征联 大 擂 台

出句院鸡鸣破晓 袁时代已开新袁腾天摘月采星去
提示：有感于习总书记新年致辞。
截稿：2018 年 2 月 12 日 河北 李冬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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