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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洋 兴叹

出自：《隐居通议·诗歌五》 改编者：何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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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以前， 黄河 里有一位 神仙 ，人们 叫他河伯。河伯 望 着 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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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 从 西边来， 向 东边 流去，兴奋 地 说 ：“ 黄河 真 大呀， 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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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哪条河可以和它 相比 。我就是最大的 水神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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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告诉他：“你的话不对，在 黄河 的 东面 有个地方叫北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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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真 叫大呢！” 河伯没见 过 北海，不 相信 这个人 说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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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 到 了，连着几天的暴雨使河水 都 流入 黄河 ， 黄河 的 河面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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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 ，已经看不 清 对岸的牛马。这一下，河伯 更 得意了，以为天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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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观 的景色 都 在自己这里，这时候，他 想起 了有人 跟 他提到的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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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决定 去那里 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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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伯 顺 流来 到 北海， 朝 东 望 去 一片汪洋 ，看不见边际，他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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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吃一惊，感慨 道 ：“ 俗话说 ，只 懂得 一些道理就以为 谁 都 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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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这 话说 的 正是 我啊！要不是亲眼 见到 这无边无际的北海，我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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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 黄河 是天下最大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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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洋兴叹 表示 看到 人家的伟大才感叹自己的 渺小 ；现在比喻要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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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事因力量 或 条件不 够 而 感 到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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