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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文稿目錄 
 

A 組必讀 短歌行 曹操 P. 2 

A 組選讀(一) 假如風有顏色 網路文章 P. 3-4 

A 組選讀(二) 你是否跟海一樣 網路文章 P. 5-6 

A 組選讀(三) 信任 網路文章 P. 7-8 

    

B 組必讀 送別 李叔同 P. 9 

B 組選讀(一) 今天的風有春天的味道 網路文章 P. 10-11 

B 組選讀(二) 路 熊崑珍 P. 12 

B 組選讀(三) 小松樹 (修改部份內容) 韋葦 P. 13-14 

    

C 組必讀 賦得古原草送別 白居易 P. 15 

C 組選讀(一) 想 網路文章 P. 16 

C 組選讀(二) 日曆 網路文章 P. 17 

C 組選讀(三) 春光好 網路文章 P. 18 

    

D 組必讀 種一棵感恩的樹 黃長安 P. 19 

D 組選讀(一) 太陽公公要照相 邱雲忠 P. 20 

D 組選讀(二) 雪地裡的小畫家 網路文章 P. 21 

D 組選讀(三) 鑰匙 陳黎 P. 22 

    

※  讀稿上所標示拼音僅供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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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組必讀：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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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組選讀(一)：假如風有顏色 
 

春天的風，應該是綠色的。 

吹到小草身邊，小草伸了個懶腰，換上綠色的新衣；吹到

冬眠的小動物身邊，小動物們便開始了對食物的尋尋覓

覓。 
 

夏天的風，應該是藍色的。 

吹過忙碌的人們身旁，就像是一顆顆涼爽的水珠彈灑在身

上，炎熱中，讓人品嚐到一絲絲清涼。 
 

秋天的風，應該是彩色的。 

吹進果園裡：石榴笑得裂開了嘴；蘋果的臉微微泛紅；晶

瑩剔透的葡萄沉甸甸的，像是一串串閃閃發亮的珍珠。 
 

 
 

lǜ 

l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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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風，應該是白色的。 

吹到雨滴身邊，毛毛細雨頓時變成了潔白的雪花，四散紛

飛。大地的床，也變得白皚皚，軟綿綿的。瞧！孩子們正

在上頭堆雪人，打雪仗呢！ 
 

春天大地甦醒，夏天沁人心脾， 

秋天萬物豐收，冬天呼嘯而去。 
 

假如風有顏色， 

那麼它就是一位偉大的畫家。 

在它的畫筆下，大自然讓我們流連忘返！ 
 

假如風有顏色， 

那麼它就是一位神奇的畫家。 

在它的作品中，大自然讓我們陶醉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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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組選讀(二)：你是否跟海一樣 
 

總是過著世俗紛擾的生活，已讓我厭透了身在喧嚷的

城市裡。因此，打從心裡一開始我就很想找到一個能讓我

沈澱思緒、脫離人與人之間競爭的所在。而一望無際的大

海毫不猶豫成了我寄託的夢想天堂。 
 

在那兒可以讓我卸下偽裝的面具、找回自己，也讓我

有了靜謐的感覺。再之，沁涼的風輕拂我身；濤聲洗滌我

耳，就這樣寧靜伴著清新的心情享受大自然的賦予。啊，

這怎不教人心曠神怡呢？ 
 

看那浪濤一波接著一波吹打在礁石上而濺起浪花，是

否暗喻著人生旅途中因艱難險阻而顯得精彩？抑或隱蘊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不祥之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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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下鞋襪，光著腳漫步在沙灘上，親身感受到沙粒傳

遞來的暖意，我不假思索打開心房接納它直入我肺腑，讓

我心不再那麼冰冷！這是否也意味著：每個人應持有一顆

溫暖、熱忱的心來看待所有的一切？ 
 

回頭一瞥，一行行的腳印形成了痕跡，深刻地烙印在

白潔的沙灘上，更顯得落寞！在人生的心路旅程裡，終究

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吧！這不著痕跡勾起了我片片回憶，總

讓我黯然神傷！ 
 

不管我有多少憂愁，大海也一一將它們包容起來。悲

哀的時候，我向它「咆哮」，傾訴我心深處唯一的牽掛！

它老是體貼地迎合著我，受傷，海為我疼；傷心，海跟著

抽泣！ 
 

你是否也像海一樣？可以給我、令我有一丁點眷念的

感覺？ 

gèng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2012 年學術比賽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2012 年學術比賽                            Page      7                                                  博愛中文學校    主辦 
 

 

A 組選讀(三)：信任 
 
 

信任一個人有時需要許多年的時間。因此，有些人甚

至終其一生也沒有真正信任過任何一個人。 
 
 

倘若你只信任那些能夠討你歡心的人，那是毫無意義

的；倘若你信任你所見到的每一個人，那你就是一個傻

瓜；倘若你毫不猶疑、匆匆忙忙地去信任一個人，那你就

可能也會那麼快地被你所信任的那個人背棄；倘若你只是

出於某種膚淺的需要去信任一個人，那麼旋踵而來的可能

就是惱人的猜忌和背叛；但倘若你遲遲不敢去信任一個值

得你信任的人，那永遠不能獲得愛的甘甜和人間的溫暖，

你的一生也將會因此而黯淡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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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是一種有生命的感覺，信任也是一種高尚的情

感，信任更是一種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連接。你有義務去信

任另一個人，除非你能證實那個人不值得你信任；你也有

權受到另一個人的信任，除非你已被證實不值得那個人信

任。 

gè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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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組必讀：送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韶光逝，留無計，今日卻分袂， 

驪歌一曲送別離，相顧卻依依。 

聚雖好，別雖悲，世事堪玩味， 

來日後會相予期，去去莫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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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組選讀(一)：今天的風有春天的味道 
 

啊     今天的風有春天的味道 

我張開雙手 

春風溜過我的手臂 

我正想抓它個正著 

它卻氣喘呼呼地跑掉 
 

啊     今天的風有春天的味道 

我墊起腳尖 

春風掀起我的長髮 

我在原地轉了幾圈 

抖掉一個溼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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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今天的風有春天的味道 

我豎起鼻子 

輕輕飄送的泥土味好香 

那幾隻白鷺鷥可真悠哉 

牠們是春耕田裡的遊客 
 

啊     今天的風有春天的味道 

我對著山谷大聲吼叫 

這是我最喜歡的日子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2012 年學術比賽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2012 年學術比賽                            Page      12                                                  博愛中文學校    主辦 
 

 

B 組選讀(二)：路 
 

路，是無聲的言語，無形的文字；它溝通了思想、文

化，聯絡起感情、友誼。藉著它，人們得以擴大生活的範

圍。藉著它，人們緊緊地握起手來。舊的路衰老了，毀壞

了；新的又從後一代手裡築建起來，伸展到遙遠的遙遠的土

地；串起了罪惡和戰爭，也串起了愛和友情。 
 

朋友！在你人生的過程中，已跋涉過多少道路？你愛平

穩安定嗎？那麼請循前人的道路行進。你愛冒險進取嗎？那

麼請用自己的血汗，來開闢一條新的道路。平穩的道路通向

平穩的終程；崎嶇的道路卻往往通向光明的前途。 
 

可是，不管你選擇什麼路，必須要不停留地一步步地走

去。朋友，只管走過去吧！不必逗留著採拾路畔的花朵來保

存。一路上，花朵自然會繼續地開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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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組選讀(三)：小松樹 
 

在一座古老的森林裡，悄悄地長出了一棵小小的松

樹。它是那麼嫩，那麼矮呀！瞧，就連龍骨草也長得比它

高得多。它看著龍骨草，就尋思起來：「哎，真有意思，

這龍骨草後面有什麼呢？」它天天看啊看，想啊想，巴不

得一下子就長高！ 
 

一個月、兩個月，它看呀，想呀，終於長高了許多。 
 

現在，它看到了綠茵茵的草，這邊是數朵蒲公英，那

邊是一片蘑菇，再往遠處眺望──它不由得高興地微微搖

晃起身子來，那些爭豔鬥麗的五顏六色的野花，一叢叢，

一簇簇，可好看哪！它的四周盡是樹木，高大而又粗壯。

樹木上頭，是藍天。不過，它現在看到的還只不過是湛藍

湛藍的那麼一小方。 
 

l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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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松樹看到了這些雖然很高興，但並不滿足。它還像

以前那樣，看著，尋思著：「樹木後面又有些什麼呢？」

它看啊看，想啊想，巴不得一下子長得更高！ 
 

一年、兩年，它越往高處長，天空就越空曠，越遼

闊。小松樹發覺了這一點，便長得更快了。 
 

如今，它已經長成了這座古老的森林中最高的一棵大

樹了。然而，它還要繼續往高處長，永不停留。它懂得；

只有長得更高，才能望得更遠。 
 
 

 

gèng 

gèng 

gèng gè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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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必讀：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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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選讀(一)：春光好 
 

春光好， 

風和日暖春光好，結伴遊春郊。 

你瞧！一彎流水架小橋， 

兩岸楊柳隨風飄， 

豆花香，菜花嬌， 

桃花、李花迎人笑， 

黃鶯枝頭聲聲叫，燕子穿林尋舊巢， 

老農牽牛下田去，三五村童放紙鷂， 

你瞧，這景色多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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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選讀(二)：日曆 
 

每撕掉一頁日曆，我就發出一聲讚美。新的日子在我

眼前，亮起了一片喜悅。 
 

日曆一頁又一頁地撕掉，我的讚美一聲比一聲更響。

新的日子在我眼前，一次比一次更為光輝。 
 

親愛的朋友，在你撕日曆的時候，要用一種爽快的手

勢，讓過去爽快地消逝。 
 

新來的日子，比新娘更為嬌艷，比朝露更為絢爛，比

玫瑰更為芬芳。 
 

每天晚上，我走到日曆的面前，心中充滿了歡樂，給

今天畫一個圓滿的句點。 
 

於是，明天就向我親切地微笑，熱忱地跟我訂了一個

無比甜蜜的約會。 

gèng 

gèng 

gèng 

gèng 

gè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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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選讀(三)：想 
 
 

煩惱的時候，我把自己變成一個風箏，在天空盡情地

飛翔，讓風把我的煩惱吹得無影無蹤。 
 

傷心的時候，我把自己變成一條魚兒，在水裡自在地

玩耍，讓河流把我的傷心帶到浩瀚的大海。 
 

高興的時候，我把自己變成一隻小小鳥，飛進每一個

人的心房，把我的快樂與他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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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組必讀：種一棵感恩的樹    
 

種一棵感恩的樹，送給爸爸， 

爸爸，爸爸， 

謝謝你辛苦的撫養， 

使我順利的成長。 
 

種一棵感恩的樹，送給媽媽， 

媽媽，媽媽， 

謝謝你辛苦的照顧， 

使我沐浴在無邊的幸福。 
 

種一棵感恩的樹，送給老師， 

老師，老師， 

謝謝你辛苦的培育， 

使我懂得人生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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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組選讀(一)：太陽公公要照相 
 

太陽公公要替樹葉兒照相  

樹葉兒就擠來擠去 

大家都想站到最前面 
 

太陽公公要替小草兒照相 

小草兒脖子都伸得長長的 

連躲在石頭縫裡的小草兒 

也爭先恐後地把頭鑽了出來 
 

太陽公公要替房屋照相 

房屋們就趕緊踮起了腳跟 

一個個把光禿禿的腦袋瓜舉高再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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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組選讀(二)：雪地裡的小畫家 
 

下雪了！下雪了！ 

雪地裡來了一群小畫家。 

小雞畫竹葉 

小狗畫梅花  

小鴨畫楓葉  

小馬畫月牙 

不用顏料不用筆，幾步就成一幅畫 

咦？青蛙為什麼沒參加？ 

啊！牠在洞裡睡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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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組選讀(三)：鑰匙 
 

太陽有一把鑰匙，可以打開烏雲的窗簾。 

春天有一把鑰匙，可以打開玫瑰的心房。 

爸爸有一把鑰匙，可以發動他的汽車， 

媽媽有一把鑰匙，可以發動她的摩托車， 
 

我也有一把鑰匙，可以打開我心愛的腳踏車。 
 

老師說成功的鑰匙是努力， 

爺爺說智慧的鑰匙是學習 - - - 
 

但是這些鑰匙太重了！ 

我喜歡輕輕的鑰匙 - - - 

撒嬌就是一把輕輕的鑰匙， 

可以打開爸爸媽媽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