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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上海惠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注册
号 3101042002248） 于 2021 年 3
月 13 日 9:00 在复旦皇冠假日酒
店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成立清算组及相关事宜。

《新闻晨报》
新闻报社广告部
地址：威海路 755号 1310室
电话：22895230 63515724
邮箱：xwbsgg@163.com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东方卫视

07:00 看东方
08:14 环球交叉点
09:03 妈妈咪呀精编
11:31 潮童天下
12:00 中国长三角
12:33 欢乐喜剧人第七季
18:00 东方新闻
19:00 新闻联播
19:35 电视连续剧：正青春
21:01 欢乐喜剧人第七季

新闻综合

07:00 上海早晨
09:02 连续剧：战火熔炉
10:35 案件聚焦
12:00 课外有课

12:32 梦想改造家
13:20 连续剧：安 家
16:30 最家计划
17:00 名医话养生
17:29 新闻坊
18:30 新闻报道 新闻透视
19:15 上海摩天轮·周末大放送
19:45 连续剧：战火熔炉
20:30 连续剧：追 踪
21:30 新闻夜线

体育频道

08:25 运动不倒"问"
12:10 体育速递
15:18 2020-21 西甲联赛第 24 轮:马德

里竞技-莱万特
16:00 超 G 竞彩
16:30 直播：202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男单决赛

19:00 体育新闻

电电视视 节目预告
19:30 2020-2021 赛季 NBA 常规赛:热

火-湖人
20:30 202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单

决赛

22:00 2020-21 西甲世界
22:45 直播：2020-21 西甲联赛第 24

轮:皇家社会-阿拉维斯
财经频道

10:40 《主角·大医》
11:00 《财经风味》
11:30 《第一地产看房》
12:00 《最家计划》
15:50 《财经视频精选-乐业之城》
17:00 《最家计划》
17:30 《财经风味》
18:00 《第六交易日》
19:00 《最家设计》
19:30 《醇享人生》
20:00 《改变世界·企业家管理思想访

谈录》
20:45 《超级装》
21:00 《创时代》

都市频道

08:04 开心全接触
08:33 人气美食
08:56 星旅途
10:23 老好的生活
11:29 侬最有腔调
14:14 今日印象
14:31 X 诊所
15:34 疯狂的冰箱
17:29 星旅途
18:00 侬好上海
19:00 嘎讪胡
20:02 好吃记得夸我
21:00 侬是上海人伐

(节目如有变化，
以电视台播出为准)

“学习古诗词和做好其他的事情一样，最
大的秘诀就是提高效率和坚持。朱熹在他的
劝学诗《偶成》中就说过‘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黄嘉晨也用这联诗作为
自己冲出百人团后的定场诗。

黄妈妈回忆，小时候，家里并没有刻意培
养黄嘉晨在古诗词方面的兴趣。但机缘巧合，
在黄嘉晨很小的时候，家里给他买过一套启
蒙卡片，他对其中的唐诗一册非常感兴趣。也
就是从那时候起，黄嘉晨就对相关的内容表
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

黄嘉晨的兴趣也很广泛，他还有个爱好
是看地图，能记住世界所有国家的国旗、首
都、地理位置，而且凭空画出来。在幼儿园大
班时，他还上过一期潮童天下节目，主题就是
《国旗知多少》。

长大了的黄嘉晨，其实对西方美术史也
很感兴趣。
黄妈妈表示：“成长这件事，没有任何可

以全盘复制的经验模板，我们希望能让孩子
把天性发挥出来，培养习惯因势利导，这样或
许更能创造一个好的家庭氛围，让孩子从小
正向成长。”

黄嘉晨会背的第一首古诗，是柳宗元的
《江雪》。那时，他还是个口齿不清楚的幼儿
园小朋友，但在幼儿园的三年里，黄嘉晨在妈
妈的陪伴下，积累了不少古诗词。
“别的孩子小时候喜欢听家长讲睡前故

事，但黄嘉晨从小喜欢睡前听我念一首古
诗。”黄妈妈回忆，孩子其实从小性格就比较
安静，记忆力非常好，感觉背东西都不难，他
两三岁时就能背几百首古诗。

黄嘉晨就读的盛大花园小学从一年级开
始，每天早读都是听诗词。古诗文诵读一直是
学校传统特色课程，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循
序渐进地诵读中华经典古诗文，让孩子们浸
润于古诗文的意境美、音韵美、画面美中，获
得古诗文的启蒙以及经典文化美德的感悟和
熏陶。
黄嘉晨说，自己先用一年时间背出《唐诗

三百首》，接着用了一年时间背了近百首宋词
和毛泽东诗词，随后又用了一年时间回顾之
前背过的诗词，进一步理解诗词的意思、了解
诗人的生平。

对于难背的长诗，他就和妈妈用这首诗
玩“飞花令”，飞了几天，诗中大部分的句子
也就背熟了，整首诗就背下来了。

有经验的家长都知道，进了小学，有了作
业，自然时间就紧了。黄嘉晨哪来那么多时间
积累古诗呢？

除了学校的早读以外，更重要的是，黄嘉
晨从小动作非常快，现在小学四年级每天晚
上七八点就完成了作业，课外补习也很少，成
绩在班里也是名列前茅。平时主要是发展兴
趣爱好。
“他平时每周一次在长宁美校学画画，还

参加了小记者团，锻炼人际交流能力，其他的
绝大多数都是网课，所以时间上自由度也大

一些。”黄妈妈坦言，孩子的学习习惯确实不
错。虽然在校外补习不多，但在学校里的所有
作业，黄嘉晨也能以较高的质量完成。“随着
年龄的增长，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效率，其实能
够有一个加速的效应。反而孩子能有更多的
时间扩展爱好，我们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

除了古诗词之外，黄嘉晨也很喜欢画画
和历史。他在去年寒假的疫情期间自己和同
学办了一个公众号，完全是自己写自己画自
己找素材。这很耗时间，但家里人都很支持，
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能影响学业。从目前看来，
什么也没耽误。

在家庭教育中，黄嘉晨的家人有一个共
识，“一个人不需要有太多的兴趣爱好，但只

要肯花心思，喜欢一样东西就坚持下去！”

在诗词大会的擂主争夺赛中，黄嘉晨得
到的两分都来自看康震老师作画猜诗句。

有意思的是，这宝贵的两分，就得益于黄
嘉晨自己平时也喜欢为诗配画。

黄嘉晨一直有抄诗的习惯，有一天，黄嘉
晨觉得给抄好的诗配个画挺好玩的，于是就在
空白的地方根据诗词中的关键信息画了一幅
配图。“配好画之后，我再背诗，发现轻松了很
多，那些诗句伴随着配图浮现在我的脑海
里。”后来，黄嘉晨有空时就会给一些诗词配
上图画，他说，不擅长画画的同学也可以把诗
词中的一些元素用便于记忆的图形表现出来。
“诗画本一律”，画能体现诗的意境，但

怎么来理解那些艰涩难懂的诗句呢？
“比如《锦瑟》，我初读这首诗的时候，不

是很理解，因为李商隐在诗中用到了很多典
故。”黄嘉晨说，他把这首诗里涉及到的典故
都查了一下。“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含义，我就
可以把它们画出来了。”对于诗词中不理解的
地方，黄嘉晨会通过阅读其他参考资料、书籍
来加以研究。

“在录制《中国诗词大会》的 25 天，尽
管每天都要录制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但所
有选手都精神饱满，我想这就是诗词的力量
吧。”黄嘉晨说。

在他妈妈看来，通过这次去北京的录制
经历，他学到了坚持不懈的精神。“一路认识
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诗友，一样热爱古诗词，一
路上小伙伴们一直在玩飞花令。”

其实，说起参加诗词大会的机缘，还要回
溯到三年级。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嘉晨参加了
上海小学生古诗文大会“桂冠少年”选拔活
动。诗词储备充足的黄嘉晨，第一次参加就获
得了三年组的“桂冠少年”称号。

之后，他连续两届获得上海小学生古诗
文大会三年级、四年级的“桂冠少年”称号，
也获得了更大的信心，并获得了参与《中国诗
词大会》上海赛区海选的机会。

春节里，他也没歇着，已在准备下半年的
上海小学生古诗文大会。
黄嘉晨欣赏刘禹锡“千淘万漉虽辛苦，吹

尽狂沙始到金”的大气，有戴叔伦“愿得此身
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志向。
在他心中，还有一个小小的目标，“传承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今后也要坐上康
震教授这个嘉宾席的位置。”

10岁上海少年冲进诗词大会擂主争夺赛，他心中还有一个小小目标

“传承中华文化，今后也要坐嘉宾席”
晨报记者 李星言

最近《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正式开播，上海的一位 10 岁少年黄嘉晨在朋友圈刷屏
了。

大浪淘沙环节，他在少年团中答题正确率最高、用时最短，在之后两两对决中，战
胜了来自云南的高一学生余雪梅。

在个人追逐赛中他战胜了边防警察王子豪，走上擂主争夺的赛场。
虽然，最终黄嘉晨遗憾战败，但他从容不迫、大气豁达的赛场表现，获得很高的人

气。
这样的一个少年，从小是怎么成长的？
近日，记者联系到了黄妈妈。 黄妈妈家有二宝，还是一名忙碌的外企职场妈。 在她

看来，从小培养孩子的好习惯非常重要，随着年龄和年级的增长与提高，良好的学习习
惯和效率，其实能够有一个加速的效应，反而孩子能有更多的时间扩展爱好。

黄嘉晨爱好广泛，除了古诗词，还爱好美术和历史。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