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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的她连续4期夺得《中国诗词
大会》擂主，引网友刷屏式关注

洛阳才女邓雅文
谁家玉笛暗飞声

、 ● 2009年1月11日
4岁的邓雅文参加洛报集团举办

的2009迎新春网友联谊会，表演
了豫剧《花木兰》选段。

邓雅文
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2月9日，在《中国诗词大
会》（第四季）第五期节目中，邓
雅文对战工程师靳舒馨。在决
定胜负的一题，靳舒馨抢按答
题器成功，答出“黄河远上白云
间，一片孤城万仞山”。邓雅文
因一分之差惜败。不少人为此
惋惜不已:“被攻下擂主席，还
一直为对手鼓掌，期待返场！”

“邓雅文，你一定要回来！”
昨日上午，当记者将洛阳
人的期待告诉万静慧

时，她说，从学校选拔一步步走到最终的决
赛，对雅文来说是个学习、历练的过程，希
望她能在一次次的历练中看到更加优秀
的自己，无论结果如何。“孩子年龄还小，
能连续4期成为擂主，我们已很知足，在
这里也委托《洛阳晚报》和大家说一声，
谢谢对孩子的关注！”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这是在一次歌唱比赛落选后，邓雅文用来激
励自己的句子。她说，她很喜欢刘禹锡的这
句诗，也喜欢这位洛阳老乡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诗词带给她快乐、自信和勇气。

正如她的小学班主任吴荣的赠言：输
掉一场比赛只是人生的小插曲，只要拥有
才华，不管几经磨砺，终会发光！

那么，邓雅文还有机会重返赛场吗？
根据上一季《中国诗词大会》赛制，前9场
擂主有机会参加第10场的决赛。若赛
制不发生变化，作为4场擂主的邓雅文
将进入决赛。《中国诗词大会》央视相关
负责人表示，邓雅文有望参加决赛，决
赛结果将于2月14日晚揭晓；在接下
来的几期节目中，邓雅文或将有机会
出场。

邓雅文，加油！
若您想为邓雅文加油，可微
信搜索 lywbjyzk，关注《洛

阳晚报·教育周刊》官微，
给小编留言，我们将

把您的祝福转
给她。

别人家的
娃，咋这么优秀？

泉眼无声惜
细流，树阴照水爱

晴柔。在培养孩子兴
趣方面，邓雅文的妈妈万

静慧坦言，自己并未刻意培养，只
是像涓涓流水一样滋养着女儿，在发
现她的天赋后因势利导。

邓雅文小时候喜欢听故事，妈
妈讲完一个故事，就让雅文用自己
的语言重讲一遍；邓雅文喜欢诗词、
写作，妈妈就把雅文写的文章结集成

小册子，以示鼓励；邓雅文从小跟着喜
欢唱戏的姥姥长大，对豫剧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妈妈就把她送到戏曲学校学习；后
来，邓雅文喜欢上了唱歌，一家人仍然尊重她

的选择……
在启蒙教育阶段，邓雅文对汉字特别感

兴趣，妈妈就因势利导，
让雅文学

习发音和汉字结构，这对她之后学习配音起到了很
大作用。雅文的配音表演资料，全是妈妈从网上下
载后，雅文自己对照着摸索出来的。此外，舞蹈、乐
器也是邓雅文平时的兴趣所在。

“在孩子成长阶段，文化知识是第一位的，这点
儿不能耽误。”万静慧说，她还会尊重孩子的选择，让
孩子适当参加一些活动和比赛，开阔眼界；每次比
赛，都是孩子自己在家准备内容、练习。以这次《中
国诗词大会》为例，雅文并未专门抽出时间备赛，而
是随身带着一个写满《飞花令》的小本子，趁着午饭、
课间等空隙识记。

作为多次带领邓雅文到外地参赛的老师，市五十
五中团委书记许国鹏对她走过的每一步都格外关注。
许国鹏说，在光芒的背后，邓雅文有着异于常人的勤勉
与努力。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邓雅文会随身带着书，
无论在火车上，还是在比赛间隙，她总在读书。

“每次因录节目请假，她都会让同桌拿录音笔
帮她录课；晚上录完节目，不管多晚，她都会拿出书
本、耳机，把缺的内容给补回来。”邓雅文的初中班
主任、市五十五中语文教师青云说，去年12月，邓雅
文曾因录《中国诗词大会》请假20多天，但依然在

期末考试中取得了年级第四名的好成绩。此
前，她还考过全年级第一。

泉眼无声惜细流 树阴照水爱晴柔4 成长之道

在《中国诗词大会》上大放异
彩的，为啥是邓雅文？

“诗词是我心中的白月光，是生
命中不可替代的东西。”邓雅文说，
诗词是她儿时的摇篮曲——她刚出
生时哭闹得很厉害，妈妈就反复为她
吟诵《春晓》《咏鹅》……听见这些诗
词，她竟停止了哭闹，安然入睡。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
头。1岁半时，她已会背《静夜思》《早
发白帝城》《登鹳雀楼》等十几首唐诗。

在生活中，她会用诗词来表达感
受。在珠海看到大飞机起飞，她想到
李白豪情万丈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
摇直上九万里”；在舟山筲箕湾渔村，伴
着耳边的流水声，她随口吟出“桃花流
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当思念远
方的朋友时，她会想起“春草明年绿，王
孙归不归”……诗词陪伴着她成长，她用
诗词激励自己，用诗词赞美生活，用诗词
寄托思念。

除了深厚的诗词积累，多次登台的宝
贵经验也为她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上
大放异彩埋下伏笔。

2岁时，小雅文就开始登台表演；5岁
生日当天，她主持洛阳电视台“六一”文
艺会演，成为洛阳电视台历年来大
型活动年龄最小的主持人；她8
岁参加河南电视台《少年梦想
秀》栏目录制，获当期冠军；12
岁参加央视少儿频道大型益智
类节目《赢在博物馆》的录制，
用1分30秒时间向全国观众介
绍了洛阳的历史文化……

近两年来，我市组织“书香
洛阳”经典诗文诵读展演、“一封

家书”等一系列文化活动，邓
雅文也积极参与，在和其

他 参 赛 选 手 交

流、切磋中，她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参赛者的语言水平、文

化素质，也让市民了解到洛阳在中华五千年源远
流长文明画卷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传统文化
博大精深的魅力。”市教育局中小学教研室主任王
志奎说，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让更多人
看到了洛阳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也营造出“书
香洛阳”的良好氛围。邓雅文身处这样的文
化氛围中，凭借个人努力和天
分，小小年纪在《中国诗
词大会》上取得好
成绩就不令人
意外了。

那么，邓雅文是如何登上《中国诗词大会》舞台的，又
是怎样赢得一场场比赛的呢？

2018年11月，海选，过关斩将，突出重围。
在洛阳举办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河南赛区

决赛”中，邓雅文从2万多名初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取
得赴京参赛资格。

2019年2月5日，第一场比赛，开局顺利，如有神助。
邓雅文对战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大卫。邓雅文

沉着应战，反超对手，成为首场擂主。
2月6日，第二场比赛，旗鼓相当，险胜对手。
在守擂环节，邓雅文对战同样实力不凡的同济大

学学生朱彤。最后一道决胜题，让选手根据一句诗
“长恨春归无觅处”说山名。邓雅文虽立即按下抢答
器，却不知答案，只好反复念叨这句诗，最后蒙了一个

“庐山”！而正确答案正是庐山。
“如何在最后一秒灵光乍现的？”面对主持人董卿

吃惊又好奇的询问，邓雅文说，自己曾看过白居易的一
篇古文，写的是游玩庐山的经历，于是就答了庐山。能
用同一个作者的散文来佐证他的诗，这个洛阳女孩如此
机智，连评委康震和王立群都露出了笑容。

2月7日，第三场比赛，率先得分，实力取胜。
邓雅文对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敬其璋，邓雅文胜出。守擂成

功后，她称自己“非常幸运”“原本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董卿则说：
“虽然幸运眷顾了你，但同样你也是凭借实力取胜。”

2月8日，第四场比赛，战况胶着，悬念丛生。
这次，邓雅文和河南老乡、来自平顶山的胡艳琴比拼。俩人你追

我赶，比分三度追平。当最后一题第三个线索给出后，邓雅文按下
抢答器，并答出“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再一次守
擂成功。有网友笑评：这句镌刻在洛浦公园小景上并在洛阳街头
常见的诗，关键时候帮了咱洛阳闺女，太棒啦！

“洛城又出美少年，雅文守擂妙
语连。学富五车连三甲，搅得诗坛烽
火燃。”

“中原大地名人顾，自古洛阳人才出。
前年底蕴今犹在，牡丹丛中雅文儒。”

“洛阳女儿面似花，腹有诗书气自华。何须浅
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王城多才俊，小家有碧玉。华夏才女首，洛城邓雅文。”
…………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里，您的微信圈有没有被亲戚

朋友的原创诗词刷屏？对于诗词中频现的字眼儿“邓雅文”，
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

邓雅文，13岁，洛阳市五十五中初二女生。
从正月初一到初四（2月5日至8日），邓雅文在董卿主持

的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上，以扎实的诗词功底和机
敏的应变能力，谈笑间击败对手，连续4期成为擂主。其精彩
表现，不仅令全国观众惊艳，登上微博热搜，也让不少洛阳老
乡纷纷作诗相贺。

网友“扶苏”：春节期间，每晚必做之事就是摆好瓜子，叫
上孩子，打开电视看邓雅文。如果老天赐我这样一个女儿，我
做梦也能笑醒！

市五十五中学生刘若彤的妈妈：这姑娘和我女儿同班。
她的比赛，全班同学都在看，一期都没落。

在近七成知乎网友推荐关注的“如何评价邓雅文在《中国
诗词大会》上的表现”热门话题下，不少人对邓雅文评价颇高。

网友“草履虫”：答题不管对错，脸上总是带着让人如沐
春风的微笑。她可能真正在享受畅游诗词海洋的过程，而
不仅仅在意单纯的比赛结果。

网友“家乡人”：邓雅文能守擂成功，和咱洛阳的城市书
香分不开。好土才能养奇花嘛！

《中国诗词大会》栏目组导演汪震：洛阳不愧是积淀深
厚的古都，选手综合素质就是高！

我市文史学者、诗人乔仁卯：洛阳是一座诗歌之城，
从3000多年前的《诗经》，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再到
现在，洛阳的诗歌传统一直没有中断。邓雅文能连续4
期成为擂主，是洛阳深厚文化浸润的结果。随着这两年

“文化洛阳”“书香洛阳”建设的推进，洛阳文化氛围更
浓厚了，喜欢诗歌的人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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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焦琳 见习记者 刘敏 记者 吕玲玲 高亚恒 王晓丹

“洛阳纸贵才女多，牡丹花城再扬誉”“华夏才女首，洛城邓雅文”……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里，咱洛阳人的朋友圈流行啥？作诗呀！

从正月初一到初四，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上，洛阳13岁女
孩邓雅文连续4期成为擂主，令全国观众惊艳，让不少家乡人
自豪不已，纷纷作诗夸赞。

才上初二的她，咋这么有才呢？虽在第五场比赛
中惜败，但她还有机会重返决赛现场，角逐全

国冠军吗？且看下文。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5 未来可期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3 文采飞扬

● 2016年7月13日
《洛阳晚报》刊发《11岁洛阳小妞登上“星光大道”》一

文，报道了当年还是小学生的邓雅文到北京参加央视《星光
大道》节目录制的情况。

● 2018年3月12日
《洛阳晚报》刊发《洛阳小妞夸家乡，视频点击量超25万

次 要是您，准备怎么夸？》一文，展示了邓雅文参加央视
《赢在博物馆》节目的上佳表现。

● 2019年2月5日至今
邓雅文参加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洛阳晚

报》及晚报微信公众号、《洛阳晚报·教育周刊》微信公众号、
洛阳网微信公众号等持续关注。

● 2011年7月26日
《洛阳晚报》刊发《邓雅文：我是小小主持人》一文，

呈现其作为主持人，参加洛阳“六一”少儿春晚主持人的
经历。

洛阳女儿面似花
腹有诗书气自华

1 闪亮登场

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2 赛况回顾

从小荷才露到亭亭玉立，洛报集
团的多个媒体平台曾对邓雅文进行了
多次报道。洛报读者和粉丝们也一起
见证了诗词才女的成长。

邓雅文在比赛中邓雅文在比赛中

邓雅文在 2013 年洛阳网
络春晚中表演节目

本报有关邓雅文报道的部分版面

《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海报

（版上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