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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校园 7 版

“好家风伴我成长”征文启事

一、活动主题
好家风伴我成长，通过

描述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

发生的感人故事，叙述家族

发展、家风传承的历史，讲述

家庭教育理念等，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小手

拉大手”，共同培树良好家

风，涵养和谐社会风气。

二、参与对象
全 区 广 大 中 小 学 生 家

庭，执笔人为孩子或家长。

三、活动安排
（一）征集阶段（2019 年

4月—7月）

（ 二 ）宣 传 展 示 阶 段

（2019 年5月—10月）

对征集到的家风故事将

择优在《金山报》进行刊登，

并依托“我们的孩子”“金山

女性”等网络平台，以及“金

山女性公众号”“i 金山”等公

众号，进行广泛宣传。

四、有关要求
（一）征文要求：主题突

出，文字流畅，故事真实，文

章为原创，字数在 1000 字以

内。可随文章配照片 1—2

张。

（二）邮件请以“好家风

伴我成长”征文为标题，文末

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以电子版发送至

1083987467@qq.com

所有入选刊登和汇编的

征文，颁发稿费或纪念品。

一支笔，画尽我心中的美好。

一支笔，画出崭新的世界。每当我

被各种心情所支配时，我总会蘸满

梦想的墨汁，画出我心中精彩的世

界。

我从小酷爱国画，当别人在外

嬉戏玩耍时，我总沉浸在书画的世

界里，笔墨纸砚为伴，用画宣示我内

心的情感。

每当我遇到困难，坠入低谷时，

我总会用画画来激励。在那时，我

总会画起一片世外竹林。我先浸湿

毛笔，沾起绿色的颜料，一竖，再一

小横，反复这样画，一片竹林便画好

了。看着那一根根有气有节、傲然

挺立的竹子，不管日晒雨淋都坚韧

不拔，心中升起敬佩之情。接着，再

用中号毛笔沾起稍深的颜料在每个

竹杆处提一提，竹叶便画好了。宛

若看着一位手持竹刃，眼睛有神，身

材魁梧的隐士，朴实无华，虚怀若

谷。看到竹子在逆境中，野蛮生长、

不屈不挠的样子，我便会想：竹子都

如此不服命运，顽强地生长，与我的

困难相比算得了什么呢？重新振

作，不断尝试。

我们生活在大千世界里，对花

有种特别的情感，花语虽无声，无声

胜有声，它能表达人的内心。在我

开心的时候，我总会加入各种色彩

鲜艳的颜色，画各种五彩缤纷的花

朵来描绘心中的喜悦。为了能让花

朵看上去更有生命力，我会用小型

毛笔将花蕊画出各种形状不同的样

子，最后再用深绿颜料添加几笔绿

叶来衬托它的美丽。透过画，一朵

朵花傲然开放，金枝玉叶的样子宛

如一位花容月貌的女子，在百花园

中拈花一笑。

无需纷繁，只需一支笔，画尽我

的内心，在我如白纸般干燥乏味的

生活中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的

世界也精彩！

指导老师：岳月清

金盟中学 初二（5）班 李若妤

“欲速则不达。”爸爸严厉的声

音还萦绕在耳畔，时时刻刻提醒着

我：做事不能急于求成。

一个安静的夜晚，我正在屋内完

成老师布置的书法作业。一开始，我

十分认真，一笔一划清清楚楚。但时

间渐渐过去了，看着一个个枯燥乏味

的文字在我眼前掠过，我只觉得索然

无味。原先的认真态度早已一去不

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烦躁的情绪。笔

下不由得加快了速度，只希望能快点

完成练字作业。原本清秀的字体也

变得潦草起来。很快，我便完成了作

业，但那纸上已是龙蛇飞舞，一片狼

籍。

这时，爸爸来检查我的书法作业

了。他拿起我的作业，仔细端详了一

会儿，叹了一口气，望着我严肃地说

道：“欲速则不达。”爸爸严厉的声音

如同在山谷中击响的警钟一般，久久

回响，也敲醒了我。是啊，欲速则不

达，我练字就是为了练好字，如果我

连练习都不认真的话，我又怎么能练

好字呢？于是我沉下心来，一笔一划

认真真地继续练习了。

时间渐渐过去了，又到了书法考

级的时候了。我站在考场外感到十

分紧张，心中不断地想着：我到底能

不能过啊，这些天我练了那么多，应

该可以的吧，万一不能过怎么办？

爸爸仿佛看出了我的忐忑不安，

在我进考场前对我说了一句：“记住，

欲速则不达。”

我进入考场，开始考试，时间分

分秒秒地过去了，有的人已经写完作

品离开了，我却还在座位上不慌不忙

地写着。

渐渐地，考场就剩下几个人了，

我心想要不要写快一点啊？就当我

打算加快速度，赶紧写完时。耳边

突然回响起了进考场前，爸爸对我

说的话：“记住，欲速则不达。”这时，

我才幡然醒悟，是啊，爸爸说得对，

写快了却没写好，这不是得不偿失

吗？

最后，我认真地完成了作品，通

过了考试。

后来，“欲速则不达”成了我的座

右铭。当我为做数学题而感到烦躁

时，这句话提醒着我，让我平静；当我

做事急于求成时，这句话警示着我，

让我不再莽撞。而爸爸严厉的声音

也时常在我耳畔响起，提醒着我，警

示着我。

你听到春天的脚步了吗？

她时而悠闲如野鹤闲云，时而急

促如思归游子；时而轻盈如燕影掠

空，时而凝重如苍石卧地……是啊，

无论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无论你以

怎样的一种心情迎接她，总之，春总

在你不经意间，来到你的面前。

春天的到来，总是让人生出些许

美好的向往或无端的惆怅，于是有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的喜悦；也有“年华已伴梅梢晚，春色

先从草际归”之嗟叹。

校园的春色亦是如此，在忙忙碌

碌的高中生活里，春天的脚步，来得更

迅速，更轻柔。早晨，第一缕阳光透过

玻璃洒在宿舍的木地板上，预示着美

好的一天将要来到。这时候，若是赖

在床上不起来，便是错过了这春带来

的生机与活力；但凡早早地洗漱完，揣

上本诗词或是英语书，漫步在清晨宁

静的校园里，于我，正是春光与心灵交

流的绝妙机会。这时候，晨光初露，晓

风未起。浓绿的松柏，淡绿的杨柳，大

叶的杨树，小叶的槐树，成行并列，相

映成趣。校园里的那湖，美其名曰：柘

湖。柘湖绿水满盈，不见一丝水纹，宛

如一面明镜。这校园的春啊，无处不

展示着“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

马蹄”的迷人景色。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的景致

可大不止在于清晨，倘是将清晨的

春色比作是刚出芽的野草，正午的

春色便如脱缰的野马，如脱弦的利

箭，真真正正让你感受到春天的气

息。从食堂出来，倘若有闲情雅致

去教学楼旁的操场散散步，而不是

拼命为了一道使人头昏脑胀的数学

题在教室里闷坐一个中午，亮丽的

校园便在春色中呈现。阳光歪着脑

袋，洋洋洒洒地照在大地上，予人暖

洋洋的感觉，这时，躺在草坪上，或

许沐浴阳光是你最好的选择，也可

以与同学三五成群，环着操场慢走

两圈，仅是望望远方的树，或是低头

赏赏那新露芽的小草，伴随着鸟儿

叽叽喳喳的叫声，也会使人心旷神

怡，抛开世俗的杂念，尽情享受春天

带来的舒适。

然而时光无情，匆匆流逝。奈何

满园春色，终将逝去。

待我们精神抖擞，赶紧去做些

什么吧，别留下遗憾，别无所事事，

“我时间还多”不是借口。放下手

机，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品一本

好书；或是沐浴着阳光细细思考一

下你真正想要的。不要让岁月里有

太多留白，也别看着一地红泥发

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

付与断井颓垣。待到回神，春光消

逝。感叹万千，为时已晚。要是把

春色塞在无人问津的残垣断壁里，

那时间定会嬉笑着蹦过，原本一派

风光瞬间落叶满地。

校园的春色，生机勃勃，万象更

新。但时间无情，我们便更不能输给

它。

我的世界也精彩
蒙山中学 初二（10）班 黄雨晴

那声音，常在耳畔

食品科技学校 1612班 张玉蝶

指导老师：王阿妮

校园春色
金山中学 高二（10）班 江文菲

山竹 金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四(6)班 俞君昊

庆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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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篇传世仰先贤
——陈舜俞与《庐山记》

一部《庐山记》，体现了陈舜俞那种艰苦卓越的治学

精神。陈舜俞在前人文化积累基础上（参考了释慧远的

《庐山记略》），写出了超越前人的名作，其付出的劳动是

艰辛的，其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庐山上有那么多的古寺，在山高路陡、举步艰难的

条件下，需要一座寺一座寺地去寻找；对散落各处的大

量的刻石题咏、碑文，也得一处一处去搜集，何况有的已

经模糊残缺，还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抄录和考证。

所以说，以当时的条件，要写成这部《庐山记》，没有百折

不挠的意志和博大精深的学识，是无法完成的。不妨看

一下宋代学者李常的评价：“以六十日之力，尽南北高深

之胜。昼行山间，援毫折简，旁钞四诘,小大弗择，夜则

发书致之，至可传而后已。”从中，我们仿佛见到了他昼

夜奋力而作的形象，感受到他的治学精神。能“以六十

日之力”，写成如此内容丰富、考证精核的巨著，足以证

明他的才智确有过人之处。

作为一部山川之记的名篇典范，陈舜俞的文笔也是

相当精彩的。不妨拮取文中片段欣赏：“其山大岭凡有

七重，圆基周回垂五百里。风云之所摅，江湖之所带，高

崖反宇，峭壁万寻，幽岫穷岩，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

气先抟，而璎珞于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

大风振崖，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奇声骇人，此其变化不

可测者矣。”文笔之优美若诗若赋，状物之精准、形象，令

人惊叹。

读过《庐山记》，深深地为陈舜俞的才识超群和治学

精神所感动。清咸丰年间，学者汪望求曾对此书作出了

很高的评价：“夫山水之志，始于唐李冲远《南岳小录》。

若李归一《王屋山记》，杜光庭《青城山记》，多方士浮诞

之言，惟宋陈舜俞《庐山记》最为精核。”现在看来，这不

但是古人对陈舜俞的《庐山记》的评价，也可以说是当今

人们的共识。明太常正卿吕常曾曰：“嗟夫！先生之不

可及者三：高才耀冠制科，谠言不阿时相，敝屣以视浮

荣，谓非豪杰可乎。”高度概括了陈舜俞的才华、品德和

作风。的确，陈舜俞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先贤。

陈舜俞（1026—1076），字令举，北宋庆历六年（1046）进士，嘉祐四年

（1059）获制科第一。

熙宁三年（1070），任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主张的

“青苗法”，被贬谪监南康军盐酒税（现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在监南康军

盐酒税期间，他与太傅刘凝之跨双犊游于庐山，以穷泉石之胜，同时撰写了

力作《庐山记》。

陈舜俞是一位才华出众又富有政治抱负的北宋名士，他是范仲淹的女

婿，欧阳修的门生，尤与苏东坡、司马光等交往密切。陈舜俞于熙宁九年

（1076年）病逝于白牛村后，司马光为他写吊诗，“海隅方万里，豪俊几何人。

百沐求才尽，三薰得士新。”

苏东坡在祭文中称他：“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两位大文学家都对他

作出很高的评价。就连王安石也曾写过《送陈舜俞制科东归》的诗赞他：“诸

贤发策未央宫，独得菑川一老翁。曲学暮年终汉相，高谈平日漫周公。君今

壮岁收科第，我欲它时看事功。闻说慨然真有意，赠行聊似古人风。”陈舜俞

与王安石原来私交很好，只是后来因陈舜俞反对“青苗法”，两人在政治上彻

底对立。

历史上，人们曾把朱买臣、陆贽、陈舜俞称为“嘉兴三贤”，并在嘉兴建有

“三贤祠”。枫泾境内也建有“表贤祠”，数百年来春秋公祭陈舜俞，文人骚客

纷至沓来，留下了许多的题咏诗赋。

陈舜俞的《庐山记》，是一部关于

山川之记的重要文献。山川之记，是

从战国时期的《禹贡》以来，逐渐形成

专门的系统类目。但由于晋唐以前的

山志大多已佚失，仅存东晋释慧远的

《庐山记略》，唐代释慧祥的《古清凉

传》，徐灵府的《天台山记》等几种，所

以宋代陈舜俞的《庐山记》就显得十分

珍贵。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

书》，其史部地理类山川之属仅收七部

著作，而陈舜俞的《庐山记》得以跻身

其中，可见其分量。查阅四库全书提

要云：“北宋地志，传世者稀。此书考

据精核，尤非后来《庐山纪胜》诸书所

及，虽经残阙，犹可宝贵，故特录而存

之。”值得一提的是，《四库全书》所收

录的《庐山记》仅是从纪晓岚家中觅到

的三卷残本，即使如此，也已经得到相

当重视，那么重现于世的五卷本《庐山

记》，在文献学术史上的地位就可想而

知了。

陈舜俞的《庐山记》，是在其被贬谪

监南康军盐酒税时所撰写的一部山志。

全书共八篇五卷，分《总叙山篇第一》《叙

山北篇第二》为卷一；《叙山南篇第三》为

卷二；《山行易览篇第四》《十八贤传第

五》为卷三；《古人题名篇第六》卷四；《古

碑目第七》《古人题名篇第八》为卷五。

《庐山记》五卷本明代时便已散佚，仅剩

下三卷残本，一直到 1909 年后五卷足本

才重现于世，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

视。

从《庐山记》的体例看到，前三卷是

对庐山的地理环境和寺庙分布的详细记

载，后二卷则是对山中所藏的大量碑刻

史料的收录。他对庐山胜地的描绘，足

以成为山川之记的范本，对后世撰写地

理类山川之作具有重要的影响。他在后

二卷中对搜集的碑石、历代题咏等都作

了缜密的考证和详尽的记述，对后人研

究历代名人题咏和碑文，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

意义。

陈舜俞的《庐山记》，是一部详尽记述庐山的

地理环境、名胜古迹的伟大著作。许多史学家和

著名学者对《庐山记》最主要的评价是“此书考据

精核”。读李常《庐山记》序便有所知，其序曰：

“其高下广狭，山石水泉，与夫浮屠老子之宫庙，逸

人达士之居舍，废兴衰盛，碑刻诗什，莫不毕载。

而又作俯视之图，纪寻山先后之次，泓泉块石，无

使遗者，成书凡五卷。”通过李常的序，我们可以感

受到，《庐山记》写山形地貌很详细，看了以后如同

身临其境。如《山行易览篇》中：“江州出德化门五

里，至延寿院（旧名罗汉坛）。延寿院五里，至石塘

桥周郎中溓溪。溓溪东南十里，至宝严禅院（旧名

双溪），西南十里，至祥符观（旧名太一）。宝严之

南三里，又有云庆庵。云庆一里，至宝积庵。”短短

的一段，其对庐山寺院的描述之详可见一斑。实

际上，详尽记录庐山就是陈舜俞的初衷。且看他

自己的介绍，“余始游庐山，问山中塔庙兴废及水

石之名，无能为予言者。虽言之，往往袭谬失实。

因取九江图经、前人杂录，稽诸本史，或亲至其处，

考验铭志，参订耆老，作《庐山记》更详。”一部

《庐山记》，全书八篇五卷，洋洋洒洒 41200 多字，

可以说写尽了庐山的宝藏。

《庐山记》一书，还体现了陈舜俞在搜集古

碑、古文、古诗方面的良苦用心，见证了他为保

存历代碑刻资料所作的贡献。如他在《古碑目第

七》曰：“庐山自晋宋齐梁陈隋唐至本朝，几八百

年。其间废兴盛衰皆有记述，岁月浸久往往亡

失。若殷仲堪作远公碑，天佑间犹见于贯休之

诗，今无复遗漫矣。今录太平东林已下五寺观，

五代以前人所作碑志爵里岁月之日，凡四十一，

辞多不载。”又如在《古人题名篇第八》曰：“予游

东林，颇爱屋间有唐以来人题名。寺僧因为予

言，往岁屋室迁改，方板数百，文字昏闇，堆积闲

处，不复爱惜。凡此者幸而未至于投削耳。嗟

乎！昔人叹贤达胜士登山远望者多矣，皆湮没无

闻。此几是，今得永泰已来颜鲁公下十有七人题

名可见者，着之以备亡失云。”庐山上那些名人

题咏、碑刻的采录，是需要拥有渊博的学识和经

过缜密的考证才能做好的，陈舜俞能够写成如此

详尽的史料，辑录了那么多的碑文、诗赋，对后

世的影响是超乎寻常的。如唐代史研究学者陈

尚君博导就曾从该书中摘得唐诗二十多首录入

著作《全唐诗补编》。

山川之记的重要文献 考据精核而记述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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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伟新

提起陈舜俞，人们自然知道这是北宋名士，他

与唐代名相陆贽都是枫泾先贤，也可能会想到北

宋年间这个倔犟的老夫子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

贬和三次隐居枫泾白牛村的故事。但可能很少有

人知道他撰写的五卷本《庐山记》，更不知道这部

山川之记，是受到学术界极大关注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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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牛居士高风留白牛居士高风留（（叶雄绘叶雄绘））

《全唐诗补编》《宋陈舜俞庐山记·合校本序》

《庐山记》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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