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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联，过新年”活动  （许佩珍） 

爆竹一声除旧     萧亮祯* 

故知家喧迎新     萧亮祯 
 

礼花千朵迎新     蔡怡芬 

烟花每年创新     夏紫旭（学生） 

对联一副迎春     金婷婷 、丁   力 （学生） 

春联万户更新     何沈文 

钟声一响迎新     余安伦（学生） 

新春万象更新     曾   奇 

红灯万盏迎新     宋   博（学生） 

新年立刻开始     刘梓信（学生） 

天地万物更新     赵培生 
***************************************************************************************** 

心清似月亮         萧亮祯* 

品贵如丹墀         萧亮祯 
 

头光像太阳        费柯琳（学生） 

嘴馋像老虎     金婷婷（学生） 

情深如海洋        孙健宏 

眼明透心窗        何沈文 

胸宽胜海洋        丁    力（学生） 

体壮如公牛        曾安迪（学生） 

钱浊如浑水        曾   奇 

人乐如婵娟           王    琼  

真爱永无声            刘梓信（学生） 
********************************************************************************************** 

培生桃园汗作雨     许佩珍 

春华秋实满山林 （对上联）许佩珍* 
 

爱心辛苦献华社     刘梓信（学生）                      
********************************************************************************************** 

要知去岁多少岁     萧亮祯* 

方晓今春几度春     朱向毅 

请问今年几何年     蔡怡芬 

需晓今夕几多时     何沈文 

须明来年是何年     宋人杰（学生） 
************************************************************************************************ 

煎炒蒸煮迎除夕     陈文中* 

歌舞说唱庆新春     陈文中 
 

吹拉弹唱庆新年     金婷婷（学生） 

吹敲说唱庆新年     孙健宏 

熏烤炖炸辞旧岁     何沈文 

吃喝玩乐过新年     余安伦（学生） 

跌打滚爬练身体     曾孟迪（学生） 

吹拉唱吟送旧岁     刘开元（学生） 

洗整清扫过大年     赵培生     （转接下一页） 

自从中文学校开展“对对联，过新年”活动以来，朋友们相继以信件、电邮和传真等形式发来各

式各样的对联。朱向毅老师、何沈文老师以及宋人杰、曾孟迪发动全家一起对对联，几乎每联都对了出

来，其中不乏佳作；尤其是八十高龄的蔡怡芬老师，为了把对联寄给我，还特地查字典，给每个字注上汉

语拼音，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中文）地打出来，借此表示由衷地感谢。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对对联，过新年”活动，得到了萧亮祯先生、陈文中先生、曹德祥老

师、王晓航老师的鼎力相助，为我们奉献了精致的对联，使我们这次活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陈伟青、

张晓清、许明、万德远铺纸挥毫，把部分对联用传统书法的形式展示出来，为我们的佳节增添了更浓郁的

中国色彩。 

以下对联以投稿顺序为主，绝无优劣评判之意，用词酌句，各有千秋。希望能抛砖引玉，获得更

多的绝句佳作。让我们一起年年欢乐，欢乐年年。（下文文中带*号的为出联者，没有*号的为对联者） 

欢乐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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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漂四海  风风雨雨运货忙    朱向毅 

道连东西  弯弯曲曲行车忙    孙健宏 

水流东西  上上下下运货忙    郭群晖 

桥架东西  来来往往运货忙    宋晨梦（学生） 
************************************************************************************************************** 

你欢我笑  欢欢笑笑过新年    陈漪涛* 
 

狗蹦猫跳  蹦蹦跳跳闹元宵    夏紫旭（学生） 

你追我赶  追追赶赶成强国    蔡怡芬（学生） 

我敲你打  敲敲打打辞旧岁    何沈文 

男唱女跳  唱唱跳跳迎新春    金莉莉（学生） 

天长地久  长长久久度人生    余安伦（学生） 

南来北往  来来往往迎嘉宾    宋    博（学生） 
************************************************************************************************************* 

汉语英语   哪种欠佳补哪种   曹德祥* 

文科理科   哪门领先上哪门   曹德祥 
 

京菜川菜   哪样好吃吃哪种    金婷婷（学生） 

唐装西装   哪款合体穿哪款    何沈文 

中餐西餐   哪道味美吃哪道    宋晨梦（学生） 
************************************************************************************************************** 

英文精   中文通   走遍天下  佩服佩服   曹德祥* 

生理康   心理健   把握人生  珍重珍重    曹德祥 
 

西餐美   中餐香   吃尽东西  美食美食   朱向毅     

琴艺高   武艺强   汗洒春秋  辛苦辛苦   朱向毅 

空运快   海运畅   通往全球  爽快爽快   蔡怡芬 

中餐香   西餐美   布满食林  享受享受   蔡怡芬 

西餐懂   中餐晓   食尽中外  羡慕羡慕   孙健宏 

东方史   西方经   融为一体  难得难得   丁   力（学生）  

历史优   传统秀   誉满全球  久仰久仰   宋人杰 
******************************************************************************************************************************************* 

一支粉笔  两袖清风  站三尺讲台  论经天纬地  许佩珍* 

多年教学  满腔热忱  为传道授业  品锦文绣章   许佩珍 
 

四年寒窗  五谷杂粮  居六方陋室  谈上古下今  孙健宏      

一台电脑  左右开弓  敲十吋键盘  写历史地理  曾   奇 

（接上一页） 

千家团圆辞旧岁       陈文中* 

万户恭喜贺新春       陈文中  
 

万户欢聚迎新春      朱向毅   

万户盛宴迎新年      何沈文 

万户出游迎新春      余安伦（学生） 
******************************************************************************** 

新年新事新气象      许佩珍* 

暖冬暖春暖人心      许佩珍 

好山好水好山庄      何沈文 

美食美酒美如画      孙健宏 

老帐老债老不还      余安伦（学生） 
********************************************************************************** 

抄写背默还旧债      林太雷（学生） 

听说读写迎新篇 
************************************************* 

东单西单  东西两商场   曹德祥 

南京北京  南北二名城（对上联）曹德祥* 
 

东周西周  西东一王朝   余安伦 （学生） 

冬瓜西瓜  东西两大瓜   金莉莉（学生） 

中国美国  中美两大国   蔡怡芬 

东岳西岳  东西两峻岭   孙健宏 

东方西方  东西两文化    郭群晖 

威海珠海  东西双优港    宋人杰 
********************************************************************************************* 

长城雄伟   蜿蜒起伏攀高峰    王晓航* 

黄河澎湃   奔流不息归大海    王晓航 
 

黄河浩荡   波澜壮阔助浪涛    朱向毅 

黄河壮阔   汹涌澎湃入海洋    何沈文 

黄河壮阔   波浪翻滚流深海    曾   奇 

中国威风   世纪腾飞领鳌头    刘梓信（学生） 

黄河浩翰   惊涛骇浪入沧海    夏红原 
*************************************************************************************************************** 

车通南北  前前后后载客紧    王晓航* 

船行东西  里里外外运货忙     王晓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