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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名人名言

 

2.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 唐代诗人 杜甫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3. 新林二月孤舟还，水满清江花满山。唐代诗人 储光羲 《寄孙山人》

4. 柳丝袅袅风缫出，草缕茸茸雨剪齐。唐代诗人 白居易 《天津桥》

5. 春山叶润秋山瘦，雨山黯黯晴山秀。南宋诗人 杨万里
《题黄才叔看山亭》

6. 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南宋爱国词人 辛弃疾 《摸鱼儿》

7.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王安石
《春夜》

8.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北宋诗人 苏舜钦
《淮中晚泊犊头》

9. 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北宋文学家 苏轼
《月夜与客饮杏花下》

10.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南宋诗人 释志南 《绝句》

11. 野凫崛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 北宋诗人 梅尧臣 《东溪》

12. 薄薄春云笼皓月，杏花满地堆香雪。宋代诗人 刘兼 《春夜》

13. 鹅鸭不知春去尽，争随流水趁桃花。宋代诗人 晁冲之 《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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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流莺自惜春将去，衔住飞花不忍啼。清代满族诗人 舒瞻 《偈占》

15. 春天的意志和暖流正在逐渐地驱走寒冬。法国作家 纪德

16. 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 南宋爱国词人 辛弃疾
《粉蝶儿》

17. 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北宋诗人 梅尧臣
《苏幕遮》

18. 一只燕子捎不来春天，一个晴日带不来生机。古希腊哲学家 科学家
亚里士多德

19. 晚秋季节还能找到春天和夏天错过的鲜花吗?法国作家 巴尔扎克

20. 青年，就像春天，是一个被过分溢美了的季节。 巴特勒

21. 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那还成个什么世界。当代诗人、剧作家、
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郭沫若

22. 青年人满身都是精力，正如春天的河水那样丰富。英国诗人 拜伦

23.
是深夜和凌晨交接的时分。春天的暖风颓败而迷离。女作家,原名励婕
安妮宝贝

24. 春天的太阳甚至给那最卑微的小花也注入了新的生命。英国历史小说
家和诗人 司各特

25. 黑夜再长，白天总会到来;寒冬再长，春天总会到来。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诗人 莎士比亚

26.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北宋诗人
、词人、书法家 黄庭坚 《清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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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帘外新来双燕，珠阁琼楼穿遍，香径得泥归，飞蹙池塘波面。宋代诗人
晁冲之 《如梦令》

28. 春天斑驳的阳光从树枝间流泻下来，他有短短一刻思想的时间。女作
家,原名励婕 安妮宝贝

29. 女儿等于春天的水：你等着它，瞧着它高兴，可是它一来就走掉了。
俄国作家 马明�西比利亚克

30. 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会生长，秋天就不能收割，冬天就不能品尝。
海德

31. 烟花无恙年年好，芳草天涯著色青。蜡屐一双踪欲寄，寻春闲步短长
亭。王若济

32. 春深乔木绿阴齐，北舍南村只隔溪，孤舟随风独来往，杨花扑过小桥
西。清代文人 曹尔堪

33. 春天百花盛开，夏天收割大忙，秋天果实累累，冬天舒适地坐在火炉
旁。古罗马诗人 奥维德

34. 春天的特色只有在冬天才能认清，在火炉背后，才能吟出最好的五月
诗篇。 德国诗人 海涅

35. 我已享受过这世界的欢愉，青春的快乐早已流逝，生命的春天离我非
常遥远。德裔瑞士作家 海塞

36. 她满面春风;她的眼睛在笑;她的湿润的嘴唇在笑;其本身就是春天的早
晨!波兰19世纪作家 显克微支 《第三个女人》

37. 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一个人先进总是单枪匹马，众人先进
才能移山填海。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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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可爱的春天带着花和曲的潮水滚滚而来，让大地腾起花的`浪涛，空
中响彻着春的乐曲。 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诗人 朗费罗

39. 时间，不会像大自然的春天那样年复一年的出现，却像滔滔江水，昼
夜不停地向前流逝。箴言

40. 如果有人只知道享受明媚的春光，而忘却春前严寒，春后有酷暑，那
也不会真正懂得春天的乐趣。

41. 红柳，尽管沙漠如此荒凉，却是你亲爱的家乡;为了给春天寻了个落
脚点，你艰难地跋涉在起伏的沙梁上。

春天名人名言2

1.芳菲消息到，杏梢红。——宋�贺铸

2.午睡渐多浓似酒，韶华已入东君手。—— 宋�周邦彦

3.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4.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和月。

5.恼人天气又春阴。 ——宋�晏殊

6.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宋�苏轼

7.东风有信无人见，露微意，柳际花边。——宋�苏轼

8.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宋�李清照

9.洛阳城里又东风，未必桃花得似、旧时红。 ——宋�陈与义

10.东风知我欲山，吹断檐间积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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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12.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3.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4.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5.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南朝宋谢灵运

16.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南朝宋谢灵运

17.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 ——宋�钱惟演

18.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 ——宋�梅尧臣

19.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 ——宋�欧阳修

春天名人名言3

一、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

二、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李商隐《无题四首》

三、野岛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梅尧臣《东溪》

四、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刘方平《夜月》

五、青年，就像春天，是一个被过分溢美了的季节。——巴特勒

六、阳春二三月，草与水同色。——晋乐府古辞《盂珠》

七、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梅尧臣《苏幕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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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残已似早春天，隔水横林一抹烟。闻道埭西梅半吐，携儿闲上钓
鱼船。——陆游

九、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丘为《题农父庐舍》

十、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南朝宋谢灵运《登池上楼》

十一、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李白《早春寄王阳》

十二、小春天未雪。见两蕊三花，放梅时节。——哀长吉

十三、我已享受过这世界的欢愉，青春的快乐早已流逝，生命的春天离
我非常遥远。——海塞

十四、南园桃李花落尽，春风寂寞摇空枝。——杨凌《句》

春天名人名言4

1. 百草千花寒食路。 五代南唐词人，官至宰相 冯延巳 《鹊踏枝》

2. 春到人间草木知。南宋理学家、教育家 张栻 《立春偶成》

3. 马踏春泥半是花。唐代诗人 窦巩 《襄阳寒食寄宇文籍》

4. 春在乱花深处鸟声中。南宋思想家、文学家、诗人 陈亮 《南歌子》

5. 苍苍芳草色，含露对青春。 唐代诗人 张友正 《春草凝露》

6. 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唐代诗人 孟浩然 《春中喜王九相寻》

7. 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唐代诗人 刘眘虚 《阙题》

8.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唐代诗人 杜甫 《绝句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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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唐代诗人 杜甫 《绝句二首》

10. 红人桃花嫩，青归柳叶新。 唐代诗人 杜甫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11. 春去花无迹，潮归岸有痕。宋代诗人 陈与义 《泛舟入前仓》

12. 青春，就像受赞美的春天。英国小说家 勃特勒

13. 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英国诗人 雪莱

14. 百叶双桃晚红，窥窗映竹见玲珑。唐代文学家 韩愈 《题百叶桃花》

15. 碧纱窗外黄鹂语，声声似愁春晚。宋代诗人 方千里 《齐天乐》

16. 半烟半雨江桥畔，映杏映桃山路中。唐代诗人 郑谷 《柳》

17. 南园桃李花落尽，春风寂寞摇空枝。唐代官员 杨凌 《句》

18. 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撩乱碧罗天。 唐代文学家 刘禹锡
《春日抒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扬八二庶子》

19.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唐朝诗人 刘方平 《夜月》

20. 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唐代诗人 李益
《度破讷沙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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