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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吟垓下当代人物
□ 安徽 / 丁玉群
救火英雄李杰
烈焰熊熊袁蹈火赴汤行壮举曰
丹心耿耿袁舍生忘死谱新篇遥
全国道德模范戴淑英
淑心延大爱袁孝老敬亲留美誉曰

诗联大观

mcty89@126.com

英气贯长空袁济人施善献真情遥
捐资修路 梁作宾
赤诚行壮举袁施仁向善献肝胆曰
慷慨捐雄资袁修路建桥利梓桑遥

白衣天使 陈会敏
为救死袁为扶伤袁万缕真情施大爱曰
是春风袁是天使袁一腔热血映丹忱遥
当代新乡贤
身寄田园袁情倾山野袁布衣常蓄凌
云气曰
目观天下袁志在乡邦袁茅舍犹怀追
梦心遥

山多桂树，四时清秀。每当秋天月
夜，浓郁丹桂，花色灿灿，树影珊
珊，芬芳四溢，妩媚迷人，因名“桂
山秋月”。有好事者在此曾立碑，
“桂山钟秀”4 字，后人称之为仙花
山。现桂山建为桂山公园，公园中
建有烈士纪念碑，山脚下有百年名
—永川红旗小学。
校——
桂山英烈传千古曰
秋月笙歌播万家遥

花香鸟语鸣秋月曰
日暖风和绕桂山遥

桂山桂树沿途荫曰
秋月秋光遍地金遥
（喻长江）
桂山秋月年年现曰
烈士英名代代传遥
（袁天爵）

云霄碧水袁天地菁华袁势何千里钥
留境界归苍翠袁其青绿袁其自然袁其情怀袁步
年少沧浪袁笔高孤脉袁才独一家遥
（王雪源）
点评院起句精妙，入题稳而准，唯觉“留”
不如“收”。结句“天地菁华，势何千里”与“笔
高孤脉，才独一家”，议论中肯得体，可见作
者提炼之功。中三句之鼎足对还可再炼。
题千里江山图
观远水长天袁恍读滕王阁序句曰
试步移目换袁疑伴雁门太守行遥
（丑 时）
点评院起句自对切题，如用“水远天长”

名联点缀粤晖园
□ 湖南 / 潘民华
楼和东西对称的跨水复廊袁楼廊构成一个整
体的三进四合院遥 蘩楼藏有不少奇石珍瓷和
岭南书画佳作袁并有不同朝代尧不同字体的
名联点缀遥
晶体 2 号馆集句联院
石扇迎风醒鹤梦；
竹炉候火选龙团。
该联为无著盦老人集句遥 石扇院扇形的
石头袁此处当是虚指遥 龙团院宋代饼状贡茶
名袁上有龙纹而名遥 有书法家将其误写成野龙
图冶遥
二楼环廊右边连接陶瓷收藏馆处门联院
名画要如诗句读；
古琴兼作水声听。
出自颜真卿叶争座位帖曳遥
二楼环廊左边对应连接处门联院
常居贤母三迁里；
不慕高官万石家。
安稳生涯，陇上一犁先世土；
清高事业，案头几卷古人书。
该联作者马衡(1881~1955)袁西泠印社第
二任社长袁金石考古学家尧书法篆刻家遥
野五元坊冶建筑独特袁寓意深藏遥 一条铺
有地砖尧雕以祥云尧寓意平步青云的青云路袁
由东及西袁坊坊高升遥 牌坊前靠右建有供人
祭拜的孔庙遥 牌坊两侧袁巧妙设置和利用了
从紫烟崖下野鳌池冶流出的水流袁时有锦鲤溯
流而上袁可谓鲤跃龙门袁尉为壮观遥 走过五元
坊的兴元坊袁 便是雄踞东江之滨的紫烟崖袁
崖上两道瀑布飞流而下至野鳌池冶遥 野鳌池冶中
有一大金鳌袁昂首向东袁与五元坊相呼应袁取
意金榜题名袁独占鳌头遥

窑联语百花窑联语百花窑
筑梦非洲袁题诗华夏袁共向和平大
目标遥
（湖北 / 陈平平）
题江西白鹿洞书院
借庐山胜地袁傍景五峰袁飒飒松风
吹鹿影曰
传哲士昭名袁垂荣千载袁幽幽古院
伴书声遥
（黑龙江 / 孙福奎）
题花都探花门联
湖上一痕袁尽平章柳色初匀袁春潮

夏日袁桂山远望好风景曰
重阳袁秋月高悬不夜城遥
（周德安）

窑跟着楹联游天下窑

粤晖园位于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袁该园
巧引东江活水袁河尧湖尧溪尧涧纵横交错袁水随
园转袁园因水活袁将岭南园林传统艺术与现
代审美情趣融于一园遥 楼馆尧亭台尧水榭尧曲
廊尧石桥尧假山等 108 个园林景点袁掩映于古
树名木之中袁曲径通幽袁步移景异遥 粤晖园是
岭南园林的代表杰作袁其建筑特色既有岭南
之秀袁也有江南之雅尧北方之雄遥
7 月 4 日袁我坐公交车到粤晖园终点站袁
下车就看到了飞檐翘角尧富丽堂皇尧雄伟壮
要野东正门冶遥 正门屋顶采
观的宫殿式门楼要要
用北方皇家园林常用的重檐歇山顶袁并在屋
顶戗脊上安置仙人走兽袁以显尊贵遥 东正门
的梁尧 额坊均采用皇家建筑专用的和玺彩
画袁雕梁画栋尧金碧辉煌尧高贵典雅遥 东正门
外正门两侧厢房由廊与正殿相连接袁向南北
两侧延伸袁如双臂伸拥曰宽敞的门前广场袁白
石铺地袁中央有野金水河冶南北通流袁并设暗
道与园内水网相连遥 河上建白石围栏野金水
桥冶三座袁河中养殖金鱼锦鲤遥 东正门挂有该
楼落成时的篆刻贺联院
金殿玉楼雄岭表；
地辟龙渊，
看万顷烟波，
名园往迹壮炎南。
天开虎塞，
藉一方形胜，
进入东正门袁 是一座 2009 年获得世界
要野百蝠晖春冶袁高
吉尼斯之最的砖雕壁照要要
9m袁长 50m袁寓意野九五之尊冶遥 该砖雕壁照
相当于进入园区的屏风袁是粤晖园的镇园之
宝遥
野蘩文馆冶是园中最大的古建筑群落袁与
东正门尧百蝠晖春在一条中轴线上袁也称蘩
楼袁占地面积超过 12000 平方米袁为岭南仿
古楼阁之冠遥 它以叶清明上河图曳叶韩复载夜
宴图曳为素材袁用仿古手法依次建有三座主

（邓远祥）

（彭泽伦）

叶国家宝藏曳成联系列

国宝名称院千里江山图
题王希孟
年何须大袁少年拜帝师袁意志恢宏袁嗟呼袁堪
叹英年早逝曰
画不在多袁一画冠今古袁胸怀壮阔袁兴也袁珍
藏国画长荣遥
（青山一叟）
点评院句式多变，扣题也精准，整体构思
较好。不足处是各分句成句滞涩，；二分句
“今古”与“帝师”对仗过宽，中三分句略有合
掌。
题千里江山图
泼江山入画图袁其淡浓袁其浑厚袁其富丽袁收

（苟国恩）
一湾秋水袁银光铺大地曰
几许桂山袁绿树护英灵遥

一轮秋月挂天际曰
万盏明灯映桂山遥

中华国粹网窑中国楹联报联办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二周年
雪山漫漫袁千难不改英雄志曰
草地茫茫袁万险无摇赤子心遥
（黑龙江 / 陈艳华）
赞环卫工人
起早摸黑,身背扫帚扫天下曰
披星戴月,脚踏耕田耕小康遥
（湖南 / 李伟华）
赞中非关系
桑巴擂鼓袁北斗导航袁同谋发展新
时代曰

好媳妇 王莉萍
公如亲父袁喂饮食袁端尿屎袁何嫌冬
夏脏和累曰
媳胜嫡儿袁侍朝夕袁暖身心袁惟耀青
春光与华遥

好人群体

题野永川八景冶之桂山秋月
编者按“永川八景”是集中展
现永川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的重
要景观。它包括：铁岭夏莲、石松百
尺、圣水双清、桂山秋月、三河汇
碧、竹溪夜雨、八角攒青、龙洞朝
霞。此八景自古即为游览当地的文
人所记述，而永川区旧名昌州，故
又称作昌州八景。
桂山，又名桂子山，在永川城
北箕山上，其旁支曰北山。相传此

一片真心袁百般大爱袁尽显沱滨新
气象曰
千桩义举袁万种善行袁皆为当代活
雷锋遥

（刘代科）
毓秀桂山袁烈士雄风滋后代曰
钟灵秋月袁红旗精气暖棠城遥
（吴洪川）
凉爽三秋袁天兰万里赏秋月曰
绯红丹桂袁香溢四方弥桂山遥
（戴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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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老爱亲 石小平
难得精心服侍袁两婆母尧一叔公袁真
情厚爱胜金玉曰
常留嘉誉传扬袁万众钦尧八方赞袁美
德新风动地天遥
诗词名家荀万里
四壁诗书袁千章妙赋袁看八龙堂内袁
代有英才袁家学渊源承礼义曰
一身儒雅袁九秩高龄袁居数尺室中袁
户无俗物袁文坛翘楚誉江淮遥

铭记英雄袁皎皎秋月丰碑照曰
不忘烈士袁郁郁桂山绿树陪遥
（黄顺江）
秋月一轮袁酌酒西窗骚客喜曰
桂山千景袁弄琴东郭老人欢遥
（张昌华）
桂山郁秀袁惜未闻金粟香飘四野曰
广厦毗邻袁幸能见玉盘朗照千家遥
（熊 羽）
烈士垂青袁英气长存袁佑我棠城皓月曰
桂山吐蕊袁秀亭高起袁换她古景新颜遥
（朱开全）
(重庆永川区楹联学会供稿)

可否更好。结句一用滕王阁序写气势恢宏。
题千里江山图
唯觉下联“雁门太守行”格情调还可商榷。
收瑰丽在斯图遥 着袁叠嶂多娇袁烟波浩渺袁榭
题千里江山图
亭楼阁几传情袁人更栩栩如生曰清明俊逸袁还
青绿江山袁尺幅千里曰
瞧暗柳红花遥 万千气象胜神工袁稀世堪称至
君臣趣致袁一度百家遥
宝浴
（马慧明） 集大成于一卷遥 叹袁匠心独运袁笔势雄奇袁疏
点评院 上联八字入题精准，立足画作， 密淡浓皆有致袁景每煌煌惹醉曰壮阔恢宏袁画
“尺幅千里”恰如其分。下联八字见疲乏，有
尽青山绿水遥 二九芳华呈绝唱袁上苍忍夺英
些脱离了画作。“一度百家”不好理解，如改
年钥
未知可否。
为“山水一家”
（老谷新穗）
题千里江山图
点评院联作铺陈恢弘，气势尚可。但整体
匠心成气象宏袁经妙笔勾皴袁恍步诸桥通胜
层次不分明，对仗过宽，如“大成”对“瑰丽”、
境曰
“芳华”对“气象”都是偏正结构对并列结构，
巨幅揽山川秀袁教尘喧坐忘袁几闻隔岸答渔 “画尽”对“还瞧”明显不对仗，而“一卷”对
樵遥
“斯图”也欠佳，须深思。借景抒情可再深入
（芫荽末） 些。
点评院意境澄鲜，遣词造句见功力，不足
在切题不深，未见青绿。一分句不稳，结句欠
点评嘉宾院中华国粹网副站长 汪星群先生
工。

解元坊正面联院
愿乘风破万里浪；
甘面壁读十年书。
该联落款是孙文遥
会元坊正面联院
精神到处文章老；
学问深时意气平。
该联为乾隆皇帝八十岁恩科状元尧诗
人尧书画家尧藏书家石韫玉(1756耀1837)所撰遥
会元坊背面联院
旷然无忧，寂然无虑；
守之以一，养之以和。
该联系翁同
为乐山乌尤寺方丈室
专撰遥
士元坊正面联院
景星卿云于时为瑞；
珠辉玉照盖代之华。
士元坊反面联院
养厥初心为善最乐；
学于古训其道大光。
该联悬挂于不少书院袁 作者为清代官
吏尧诗人尧书法家王文治渊1730耀1802冤遥
野绕翠廊冶居古今园林长廊之首袁双面空
廊尧两边木椅袁全长 3.2 公里遥 长廊随形而
转袁依势而走袁穿花透木袁曲折蜿蜒袁把园内
的多组建筑群串在一起袁成为游园的交通纽
带遥 绕翠廊每隔一段袁都
有饰以精工细刻砖 雕 的
镬耳山墙或歇山顶 上 盖
凸出袁 使廊盖起伏多姿遥
廊的梁架尧檐板等均饰以
卷草花纹遥
绕翠廊旁荷花池畔 大 众
茶庄大门有挂反的 康 有
为书写的古人联院
开张天岸马；
奇逸人中龙。
粤晖园内建有秀雅
古朴的大小石桥 18 座 遥

欲涨曰
烟中万树袁最堪羡数声婉转袁几处
清闲遥
（重庆 / 咸丰收）
题华西村
抢改革先机袁写富裕华章袁人争第
一袁村成第一曰
怀振兴宏愿袁走共同大路袁榜样千
秋袁力量千秋遥
（江苏 / 严永年）
题建军九十一周年
九旬风雨兼程袁热血铸军魂袁壮志
飞扬安社稷曰
万里河山焕彩袁丹心连国脉袁豪情
激荡固金汤遥

其中野归水桥冶把印月湖和无香湖分隔于东
西袁南北连接紫烟崖与月湖居遥 桥上别出心
裁地建有呈野器冶字型布局的五个桥亭袁从空
中俯瞰恰似一朵美丽怒放的大莲花袁盛开在
两湖之间遥 野三思桥冶和野三缘桥冶袁桥形独特袁
一桥三通遥 桥面中间为白石板围成的圆柱袁
可见桥下河水或游艇遥 桥身栏杆为浮雕白石
方型套板望柱袁柱头饰以含苞花头遥 三通桥
的造型是建筑史上无先例遥
野南韵馆冶是一座极具典型岭南建筑风
格的中型歌剧院袁设计独特袁青砖素瓦袁仿清
花窗袁娟秀而明丽遥
靠近五元坊的野诗廊冶袁通过诗联尧书法尧
国画尧砖雕等艺术形式袁展示着历代与岭南
有关的状元风采和当代岭南风情遥 诗廊中的
五幅组合雕刻作品袁以五首著名的广东音乐
为创作题材袁生动表现了叶孔雀开屏曳叶水乡
恋曳叶赛龙夺锦曳叶南粤春晖曳叶百鸟归巢曳的岭
南景象遥
尽管有些现代和当代联语欠工或不切袁
但整座园林的文化气息浓厚遥 漫步绕翠长
廊袁欣赏蘩楼珍品袁品味名家联语曰领略三通
桥的别致袁感慨五元坊的荣耀袁评说紫烟崖
的峻峭曰园林建筑的神韵袁岭南水乡的风情袁
令人流连忘返遥

（湖南 / 米显恩）
纪念渭华起义九十周年
渭水激清韵袁讴歌长夜惊雷袁秦东
星火曰
华山作丰碑袁镌刻千秋忠烈袁九秩
追寻遥
（陕西 / 张继虎）
要联都网曳野开
贺 叶中国楹联报要要
先杯冶首届斗联大赛
楹界燃烽火袁看擂台争霸袁妙笔生
花袁口吐珠莲袁豪情万丈风云起曰

联都聚俊杰袁赞赛事开先袁金屏溢
彩袁指弹玉律袁雅韵千章天地歌遥
（陕西 / 曾正社）
庆祝中国共产党 97 周年华诞
忆峥嵘岁月袁 建党为民袁 筑梦兴
邦袁阔步踏开平坦路曰
更磅礴江山袁 赴汤蹈火袁 改天换
地袁丹心绘就富强图遥
（黑龙江 / 尚桂凤）

窑联语百花窑联语百花窑

征联大擂台

2018 年第 22 期攻擂揭晓榜
出句院
世林期茂袁共建共荣袁兴修命运共同体

渊河北李冬銮冤

一等奖渊100 元冤
上合弥坚，互通互达，打造生存互助园
二等奖渊60 元冤
法则推新，利人利己，树立全球利益观
人类图存，长联长利，树立全球长远观
三等奖渊30 元冤
中国图强，喜歌喜舞，且赋人民喜乐篇
大德流芳，平交平礼，襄举文明平等权

（广东 / 王

衍）

（湖北 / 殷德胜）
（江西 / 汪福梅）
（贵州 / 肖 波）
（安徽 / 汪星群）

联咏夏季节气
□ 重庆 / 李德佑
立夏
万象生辉袁布谷声悠春去远曰
百川竞秀袁花溪影绿水流香遥

夏至
蛙闹碧池袁数枝菡萏摇天笔曰
蝉鸣高树袁几片云流醉柳风遥

小满
草木葱茏袁几树榴花潜入梦曰
河山灿烂袁一川麦浪涌成金遥

小暑
早稻弯腰袁祈雨浇田禾叶萎曰
骄阳似火袁出梅近伏暑天嚣遥

芒种
茉莉初开袁和风玉润千山翠曰
莲花已绽袁梅雨芳滋百草香遥

大暑
满目炎光袁汗洒田间思冷雨曰
漫天暑气袁莺飞谷底盼凉秋遥

咏莲
□ 黑龙江 / 高春国
花香陶醉天边客曰
水美润熟心底诗遥

纱裙绿袄袁荷蕾一湾百首诗遥

小荷角冒尖袁待放含苞藏妩媚曰
仙子腮涂粉袁争奇斗艳溢清香遥
粉面红头袁莲花万朵千张画曰

味惹风来袁绽放莲花飘野味曰
香随人去袁含苞荷蕾溢馨香遥
翠柳荷塘袁一湾春色一湾绿曰
娇莲碧水袁万点流霞万点红遥

自题联
□ 山东 / 孙慧铭
莳菊何愁三径寂曰
有书足慰一生贫遥

犹怀雪意行人世曰
自有春风到我家遥

不论风华输作梦曰
当须意气胜于春遥

风雨来时安对酒曰
性情起处漫成诗遥

抱得雪意如非我曰
除却梅花更是谁遥

不信红尘能染骨曰
应知白水可清心遥

当以光阴磨坎坷曰
莫因境遇叹炎凉遥

一身傲骨非狂妄曰
满卷雄词写率真遥

常寻醉石养青骨曰
敢弃吟毫作白衣遥

足及诗衢常得意曰
心归联苑更怡情遥

当以平心行仄路曰
莫因浊利失清名遥

江湖老去心无去曰
风月归来我自来遥

中华百家姓对联
福建 庄温英
渊479冤 况姓
况 渊Ku伽ng冤 姓出自姚
姓袁起源于周代袁以封地名为
氏遥周朝初年袁舜的后人被封
于況渊山东境内冤袁他的后代
子孙便以封地 野況冶 作为姓
氏袁称为況氏遥 后来改为况袁
称况氏遥 三国时期有蜀国名
人况长宁袁 他的后代就沿袭
况姓袁 尊奉况长宁为况姓的
始祖遥
派衍周朝，源承姚姓；
功封況地，望出九江。
全联典指况姓的源流和
郡望遥

《蕙风词话》留芳远；
《考古辞宗》播惠长。
上联典指清代内阁中书
况周颐著有叶蕙风词话曳等遥
下联典指明代考古学家况叔
其袁有叶考古辞宗曳传世遥
号神圣判官除冤狱；
锄豪强百姓赞青天。
上联典指明代御史况
文袁谳决冤狱袁人称圣明遥 下
联典指明代礼部郎中况钟遥
锄豪强袁扶良弱袁郡民二万余
人乞留袁后卒于官遥
（待 续）

庄子道酒业杯

征联 大 擂 台

出句院初心未泯 袁人老志宏 袁老牛奋力终圆肝胆梦
提示：有感于 80 岁影视表演艺术家牛犇加入中国
共产党。应对时注意重字。
截稿：2018 年 9 月 3 日 河北 李冬銮 出句

欢迎出句 欢迎攻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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