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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四秩改革迎盛世曰
九州开放展宏图遥
（四川 / 郭一朋）
春天故事书民富曰
特色新篇续国强遥
（湖北 / 肖雅芳）
改革鼎新迈大步曰
承前启后展宏图遥
（四川 / 王明琪）

振雄风遥

联咏垓下牌楼
□ 安徽 / 丁玉群
汉王街牌楼
千古长留高祖迹曰
四方壮咏大凤歌遥

楚王街牌楼
几番沧海桑田袁千秋巨变康庄道曰
数度改天换地袁万众高吟击壤歌遥

看跃虎腾龙袁雄才一代乘时起曰
正掀天揭地袁美梦九州待我圆遥

虞姬路牌楼
盛世骋怀袁畅游胜境袁四野清风拂
绿柳曰
霸城纵目袁饱览奇观袁一湾碧水映
红霞遥

义士街牌楼
舍生忘死袁青史千秋褒大义曰
秉德施仁袁雄心万丈展高怀遥
字圣街牌楼
传千秋文脉袁汉韵楚风留胜迹曰
看一代英才袁燃情逐梦谱新篇遥

梦筑卌周年袁九州门启九天阔曰
誉飞全世界袁一路花开一带香遥
（广东 / 潘锡强）
改革开放英明策袁卌年大变曰
跨越复兴理想途袁百载可成遥
（辽宁 / 王永良）
舵手立潮头袁引领巨轮参北斗曰
英雄擎智炬袁昂扬锐气获南珠遥
（湖北 / 黄振文）

四旬改革袁唱响中华梦曰
全面脱贫袁写浓特色诗遥
（福建 / 王龙书）
国因开放而强袁屹立共同体曰
民靠改革致富袁安居康乐园遥
（河南 / 段允生）
卌年改革袁禹甸生辉光灿烂曰
九域腾飞袁炎黄溢彩业昌荣遥
（湖北 / 程良文）

霸王街牌楼
九州霸业袁八面威风袁惊心动魄乌
江渡曰
一代鬼雄袁千秋人杰袁荡气回肠垓
下歌遥
忆一代风流院 项王纵马袁 汉帝挥
戈袁韩信韬袁张良计袁孔车义袁许慎
文袁更兼绝代红颜袁美人嘉誉传千载曰
赏四时景致院 沱畔春光袁 古城秋
色袁撒金月袁洨上虹袁浣池波袁夹山
柳袁尽览名乡新貌袁胜境奇观冠九州遥

留侯路牌楼
燃情筑梦时袁移山倒海袁三万干群
兴伟业曰
怀古抚今处袁揽月摘星袁千秋楚汉

中华国粹网窑中国楹联报联办

叶国家宝藏曳成联系列
国宝名称院万岁通天帖
点评：此联上比表原书翰经兵燹火劫，亡佚
下真迹而尊一等袁毕备锋神袁摹家幸亦书家幸曰
之叹，侧重点在于一个“亡”字；下比发摹本
居庙堂未保全躯袁几经劫火袁帖者哀乎国者哀钥
虽吉光片羽，但后世得瞻双钩气韵之幸，侧
（乱云飞度） 重点在于一个“得”字。王门十贴风流，得于
点评：此联上比以对《万岁通天帖》摹本的历
唐代双钩气韵，同是发惜之幸之感叹之情。
史评价入手，发以风神毕备传世，使书家与
比物联类，伏脉有致，可为佳制。略感上联的
摹家俱幸之感。下比述其几经劫难、未保全 “卷”字莫如直接用“帖”或可更合适些。
躯的流传经历而发感慨。上下联以一“幸”一
一帖作古今范袁浅慕者其名袁深学者其骨曰
“哀”复沓落脚，强化了惜之幸之的感叹之
千秋经劫难存袁书圣之所幸袁文脉之所延遥
呼应得体，相得益彰。
情，立意高，升华主题，
（青风雅韵）
王门十卷溯风流袁叹兵燹火劫袁何时亡佚原
点评：此联上比以赏学者角度入手，浅者慕
书翰曰
其名，深者学其骨，表古今典范之作；下比叹
唐代双钩摹气韵袁幸吉光片羽袁异世得瞻斯
千秋劫难存摹本，实为不易，乃书家之幸，文
宝章遥
脉得延之幸。从专业角度铺开，行文流畅，得
（芫荽末） 咏物之法。
《万岁通天帖》仅存王羲之等七人

小沟背风景区采风联选
鳌背诗书画曰
银河精气神遥
（王宗吉）
志远宏图美曰
山高碧水长遥

（朱全玺）

水绕彩石逗客欢遥

（牛素玲）

小沟背山清水秀曰
银河峡石彩溪幽遥

彩石秀水小沟背曰
幽谷密林大氧吧遥

改革继往袁开放开来袁春秋接力袁万
里前程灿烂曰
追梦壮行袁同心同向袁时代履新袁九
州伟业辉煌遥
（湖北 / 梁和平）
革故壮中华袁 四十年物阜民安袁衣
食住行争斗富曰
开门迎世界袁 千万里山欢水笑袁海
空陆岛尽图强遥
（湖南 / 陈楚庭）
改革系心中袁圣地拓荒袁四秩耕耘
民织梦曰
追求在路上袁东风化雨袁千钧迸发
国逢春遥

（李志全）

人游幽谷观山醉曰

（李发祥）

子罕篇
子曰：
“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
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
子路终身诵之。子
求，何用不臧？’”
曰：
“是道也，何足以臧？”
咱解释暂孔子说院野穿着破旧的
丝棉袍子袁与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
在一起而不认为是可耻的袁大概只
有仲由吧遥 渊叶诗经曳 上说院冤耶不嫉
妒袁不贪求袁为什么说不好呢钥 爷冶子
路听后袁反复背诵这句诗遥 孔子又
说院野只做到这样袁怎么能说够好了
呢钥 冶
这一章记述了孔子对他的弟
子子路先夸奖又批评的两段话遥 他

要游东莞市常平镇隐贤山庄
要要
□ 湖南 / 潘民华

隐贤山庄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袁占
地面积 1800 亩袁 因明末贤臣李觉斯于此隐
居而得名遥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了野隐贤
山庄冶遥 隐贤山庄山灵水秀袁风景怡人遥 厚重
古朴的晚翠居尧暮鼓晨钟的隐贤寺尧空灵梦
幻的佛香塔噎噎一切浑然天成袁佛尧儒尧道诸
家文化水乳交融遥 最具代表性的晚翠居渊李
觉斯纪念馆冤袁是按李觉斯故居原貌修复的袁
陈列着不少李觉斯所用之物袁 所著之书袁向
人们再现了这位明末贤臣的人生轨迹遥
李觉斯袁字伯铎袁东莞人遥 出生书香世
家袁少小聪慧过人遥 觉斯这名字是其父取自
叶孟子窑万章曳野予将以斯道觉斯道也冶 之句遥
李觉斯是明朝万历 46 年渊1618 年冤举人袁天
启乙丑渊1625 年冤进士袁官至刑部尚书遥 崇祯
十三年袁李觉斯因忠言进谏尧疏救良臣黃道
周触犯崇祯而被罢官回乡袁归隐山林袁耕田
劳作袁饮酒赋诗袁扶危济困袁著书立说袁宣扬
仁义袁教化百姓袁朝夕以山水为伴袁游乐于田
园之间袁过着农家居士的隐居生活袁在当时
的岭南一带影响深远袁 被人喻为 野竹林隐
士冶遥
隐贤山庄既有隐贤寺尧晚翠居和孝思寺
野老三宝冶袁又有野喜鹊登梅冶对瓶尧明青花瓷
野龙纹盘碗冶及釉裹红大缸野新三宝冶遥 也有大
肚弥勒佛尧卧佛寺尧月华泉尧独脚天蟾尧大清
宫尧仙人床等集中反映我国儒尧佛尧道各家传
统文化的人文景观遥 在碧水之畔尧青山之巅袁
隐贤山庄内还有我国最大的以两千吨天然

汉白玉雕刻而成的高达 29 米的观音圣像遥
山庄内还有宋街尧玻璃桥等许多吃喝游玩景
点遥 隐贤山庄正门入口挂有如下对联院
绿水青山，尚留贤迹；
湖光胜境，且驻芳踪。
对仗工稳遥 上联写隐居于此的李觉斯在
这绿水青山中袁 尚留有被人称颂的足迹曰下
联是呼唤客人来此风光秀丽之地驻足游玩遥
遗憾的是院该联挂反了遥
进入隐贤山庄后往右不远袁就到了晚翠
居袁晚翠居挂有好几副对联遥
晚翠居院门联院
晚霁澄新月；
翠微拥雅居。
该联以半钩格嵌野晚翠居冶三字袁自然流
畅袁短小雅切遥 晚霁院指傍晚雪止或雨停袁天
气晴朗遥 唐代唐彦谦叶咏葡萄曳院野西园晚霁浮
嫩凉袁开尊漫摘葡萄尝遥 冶唐代司空图叶松滋
渡曳诗之一院野江乡宜晚霁袁楚老语丰年遥 冶明
朝文征明叶南楼曳诗院野西山开晚霁袁返照落窓
中遥 冶新月院农历每月初出的弯形月亮曰亦指
农历月逢十五日新满的月亮袁这里应该指前
者遥 上联表面上写傍晚晴朗的天空袁使弯弯
的月亮看上去清澈明洁的自然景象袁实际上
是写晚年隐居于此的李觉斯的境况遥 下联写
实院幽雅的野晚翠居冶被青翠的树木所族拥遥
晚翠居大门院
岭南贤士；
宦海铮臣。

希望子路不要满足于目前已经达
到的水平袁因为仅是不贪求尧不嫉
妒是不够的袁还要有更高的更远的
志向袁成就一番大事业遥
这正是院
不妒不贪德作首；
求高求远志为帆。
（安徽 / 王宇凡）
下一则院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
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
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
作。迅雷风烈必变。

的十通书翰，起句的“一帖”如以“十帖”或
特点及流传珍藏的序秩。全联以“煞是壮
、
“ 不离真迹”发叹赞统领，以“镇馆”、
可更显贴切。
观”
一帖喜珍藏袁叹用笔传神与草袁随心所欲于 “通天”之评价作结收束，用语行巧。“自通
行袁辗转千年袁幸有唐摹留后世曰
天”当为双解，可常解与“镇馆”相对亦可表
千秋成美誉袁愿长存武曌清名袁不辱王门亮
年代。略感上联的“方”字，与二分句承接似
节袁君臣一德袁重温典故示今人遥
有不切之嫌。
（司马文君） 学览七人圣迹尧十章昭华袁王门遗墨皆于此袁
点评：此联以颂德为主线，上二三分句自对
犹叹南宋赐名尧武周摹本曰
写出王氏书帖笔墨形神的书体特点，感武周
爱惜千载沧桑尧五朝流落袁古卷真容且尚存袁
唐摹传世之功；下比自对颂武则天不夺王氏
实乃前人所佑尧后世之泽遥
真迹，而珍摹本。君臣一献一还，其德可光示
（苦极余乐）
时人，升华了题材主旨。立意高远，匠心独
点评院此联上比以通天帖历史之源及下比五
具，堪为佳制。
朝流落，得存真容之幸两线铺开，新韵入联，
由群彦挥毫袁煞是壮观袁方疾走龙蛇袁洒脱无
咏物得法，双解有亮点。惜上联二分句平仄
俦能镇馆曰
失替，各分句句脚未循马蹄韵。如“章”字换
纵双钩填廓袁不离真迹袁况孑遗劫火袁珍藏有
作“帖”字，便可解决。再调整下各分句的句
序自通天遥
脚平仄，就会更好。
（严金海）
点评院此联上比表王氏书帖的行笔特点与举
本期评选及点评嘉宾：辽宁省楹联家协
世无俦的艺术价值；下比述摹本仿真的形式
会常务理事、浑河诗社社长姚永安先生

彩石盈沟炫五色曰
神鳌四足拄长天遥
（郑永峰）
峡谷彩石添绮景曰
银河碧水映蓝天遥
（陈发旺）
银河峡谷袁溯源追本曰
始祖娲皇袁炼石补天遥
（石心泉）

水秀山清袁谷幽石美曰
旅游圣地袁度假天堂遥
（史惠珍）
银河谷袁好似彩石博览会曰
鳌背山袁恰如地质教科书遥
（田多晨）
银河峡彩石谷袁一轴画卷曰
七叠瀑百幽潭袁千古诗篇遥
（张杰安）

价遥

道分曲直 联有高低

（河南 / 王通路)
四秩峥嵘袁开放展宏图袁国力如潮
涨袁崛起神州辉异彩曰
千回砥砺袁改革扬特色袁民生似日
出袁腾飞大地换新颜遥
（辽宁 / 李景成）
开放凭新政袁政惠获丰盈袁迎春光
以洒希望袁旺卌年璀璨明珠袁终成
大器赢大誉曰
改革利大国袁国强增富裕袁遇盛世
而沐繁荣袁融万丈磅礴豪气袁敢拓
新天领新潮浴
（辽宁∕在 强）

联说经典窑论 语

该联言简意赅袁 是对李觉斯的高度评
窑跟着楹联游天下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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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翠居是李觉斯晚年回乡后重新修葺
并题名的遥 那时袁其母去世不久袁其父年迈鳏
居遥 李觉斯为自己在朝期间未能在父母身边
尽孝而深感愧疚袁 特请人在院中修" 报恩
亭"袁让父亲在此安度晚年袁以示酬报父母的
养育之恩遥
报恩亭下层院
湖清只为源头洁；
径曲方知境界幽。
上联的湖既指晚翠居前的隐贤湖袁也可
指所有的湖遥 李觉斯一生为官袁清正廉明袁原
来是有好的父母和家风遥 下联野曲径冶暗指李
觉斯所经历的曲折道路遥
报恩亭上层院
推食解衣，恩情须报；
陟屺瞻岵，孝道宜思。
推食解衣院 把正在吃的食物让给别人
吃曰把穿在身上的衣服脱给别人穿遥 这里指
受父母恩惠之深遥
李觉斯客厅正厅院
闲云野鹤自来去；
白石清泉无是非。
此系北宋黄庭坚第 17 世孙尧 近代国学
大师黄侃之父黄云鹄题湖北省蕲春县普慧
寺联遥
后人为了纪念李觉斯这位贤士忠臣袁使
这里的民俗活动得以绵延袁中
昌集 团 有限 公 司老 板 捐资 2
千多万元在李觉斯隐居之地尧
五谷庙原址重建野隐贤寺冶袁并
于 1998 年 12 月 21 日 落成 遥
1996 年袁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
赵朴初亲自题写了 野隐贤寺冶
寺名遥
隐贤寺是东莞地区最大

抟土造人袁娃娃嶺裸婴犹在曰
补天救世袁花花石遗物尚存遥
（于善政）
女娲遗下彩石谷袁日招万客曰
志士拓开银水峡袁旬进斗金遥
（段允生）
（河南省济源市诗词
楹联学会 供稿）

的寺院袁占地 20000 平方米袁寺内有能居住
400 人的居士楼尧能摆 80 桌的大斋堂遥 寺外
还有不少景点遥 寺院设施齐全袁百余僧人守
时念经礼佛袁但寺院楹联多有违律遥
大雄宝殿院
慧日出鸿蒙，紫气长依宝殿；
佛光浮杳霭，祥云永护灵山。
几大殿宇大门袁除该联合律外袁地藏殿尧
观音殿等联均不合律遥 财神殿联仄起仄收遥
但寺院外署有常平楹联诗词学会及会员名
字的楹联都不错遥
如连接佛香塔与观音像之间的长亭两
端联院
靠观音像端院
龙腾碧水朝云涌；
凤舞丹霞暮雨收。
靠佛香塔端院
以假乱真，疑是天龙逃下界；
似虚而幻，果然仙境在人间。
仙人庐亭院
老君乘鹤清虚去；
石榻依亭仙迹留。
月华泉亭院
吸山川灵气；
摄日月精华。
闻道有先后袁术业有专攻遥 建议各旅游
景点雕刻悬挂的对联袁在制作之前袁还是请
当地联协把下关吧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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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14 期攻擂揭晓榜
出句院
淘洗捆扎袁端午粽香快朵颐

渊安徽/一 文冤

一等奖渊奖金 100 元冤院
坐登拉拽，龙舟势壮狂击鼓
二等奖渊奖金 60 元冤院
杯盘碗盏，佳节情重欣迎客
流离颠沛，屈平节气长留史
三等奖渊奖金 30 元冤院
追逐呐喊，龙舟浪破欣夺锦
纵横驰骋，彩龙舟傲争夺冠
追逐驶驭，龙舟梦远犹开道

（江苏 / 张修顺）
（贵州 / 肖 波）
（湖北 / 殷德胜）
（湖南 / 颜资芳）
（云南 / 丁武成）
（安徽 / 夏环宝）

联题高考
□ 湖南 / 颜资芳
成败岂凭一考曰
得失不改初心遥

十年磨剑袁凭八斗才华袁勇攀
绝顶曰
六月燃情袁倾一腔热血袁力挫
群雄遥

十载熔炉方试玉曰
今朝破壁好腾龙遥

寒窗十载勤袁笔吐风云袁不负
青春酬壮志曰
大道千条阔袁胸容海岳袁但凭
健步迈新程遥

拿云自有生花笔曰
折桂当凭逐梦心遥

题美丽乡村要要
要东湖村
□ 湖北 / 黄振文
要秋庄
岑参纪念馆要要
相府增辉别少年袁 几度戍边
关袁汉月梨花生意趣曰
诗乡有幸挥椽笔袁 一朝迎壮
士袁瑶章金匾叙情怀遥

东湖村
湖水扬波袁夏荷凝碧曰
东风染柳袁楚凤施朱遥
青碧湖
噫浴 仙境何来青若碧曰
嚯浴 银鳞跃起舞而歌遥
童禾蔬菜
童话田间袁温棚里椒红菜绿曰
禾畴域外袁绮梦中水碧天蓝遥

开心农场
春赏花袁 夏采莲袁 正时蔬满
畈袁开心就好曰
秋邀月袁 冬烹雪袁 更气概萦
怀袁敲韵犹欢遥

咏物联
□ 广东 / 王衍
春笋报
一纸墨香飞彩梦曰
数声鸟语醒诗魂遥
榕树
须长非岁老曰

木棉树
喷火蒸霞真洒脱曰
顶天立地大英雄遥
梅亭
昔借梅芳影曰
今留关大名遥

叶茂在根深遥
影树
叶绿江南雨曰
花红六月云遥

中华百家姓对联
福建 庄温英
渊471冤归姓
归渊Gu侃 冤姓出自姬姓袁
为黄帝后裔袁以国名为氏遥相
传黄帝曾为归藏国君 渊湖北
秭归冤袁即天子位后袁留守此
国的子民就以野归藏冶为氏袁
后又简去野藏冶字袁称为归氏遥
另一支归姓来源于春秋时代
的胡子国渊安徽阜阳冤袁国姓
就是归氏遥
派衍轩辕，源承姬姓；
望居京兆，祖启归藏。
全联典指归姓的源流和
郡望遥
为国选才，典试清谦自
律；
精心作画，竹图劲节含
香。

上联典指清朝翰林院修
撰?归允肃袁他曾与同考官撰
文盟誓袁野毋夺于威袁 毋诱于
利袁毋牵前恩袁毋邀后报遥冶下
联典指明代画家归昌世袁传
世作品叶竹石图曳轴袁款署院
野劲节含香凤袁 高标近碧霄遥
呼童扫飞叶袁拾得凤凰毛遥 冶
现藏故宫博物院遥
散文家谈道名驰翰苑；
尚书丞为官政著廉声。
上联典指明代散文家归
有光袁深受当时人推重袁名列
叶文苑传曳遥 下联典指五代时
后唐尚书丞归蔼袁卓有政声遥
（待 续）

庄子道酒业杯

征联 大 擂 台

出句院世林期茂袁共建共荣袁兴修命运共同体
提示：学习习主席国际类会议系列讲话有感。
截稿：2018 年 7 月 8 日 河北 李冬銮出句

欢迎出句 欢迎攻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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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来喝去还是家乡酒好
地址院安徽蒙城淝河路 1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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