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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是根据教育部于 2017年颁布的《中三华文课程与评价标准》和《中
三华文课本编写指南》为依据编写，教材的编写原则和教材编排如下：
一、教材的编写原则
本教材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编写时着重以下几点：
1 不采用单一文选的编排体系，改用单元形式，以构建全新的实践语文能力系
统，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每个单元由四篇课文组成，第一和第二篇
课文为精读课文，第三和第四篇课文则为略读课文。本教材全书共 十个单
元，收录了精读课文二十篇和略读课文二十篇，题材和体裁多样化，涵盖了
散文、小说、新诗、说明文和古诗文等。
2 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兴趣和方法，并强调培养阅读能力，在内容安排和练
习设计上，力求由易至难，由浅至深，并以多元化的形式激发学生的逻辑分
析力和想象力。
3 力求便教利学，由浅至深地强化学生的语文素养，每个单元都有引言和单元
学习目标、阅读指引、作者简介、题解、理解与探究或赏析栏目。此外，亦
有课文补给站、词句品味·积累、临摹楷书（临摹柳公权的书法字帖）、好
文共赏（介绍名家作品）、诗词曲推荐阅读等栏目。
二、教材编排
课本由“精读课文”“略读课文”和“阅读指引”栏目组成。全册共有十
个单元，每个单元四篇课文，辅以“阅读指引”栏目，意在实践便教利学之余，
也让学生能够自行阅读和理解，从而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阅读品味。
1 精读课文：每个单元的第一和第二篇为精读课文，是阅读教学中的重要部
分，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这是一个“感知语言文字——理解
思想内容—— 揣摩、吸收语言文字”的过程。本教材注重导、读结合，除了
辅以“阅读指引”栏目，也设置了“理解与探究”，意在方便教师有层次和启
发性地指导学生，学生能在教师指导下主动阅读、理解、探究、讨论和练习。
2 略读课文：每个单元的第三和第四篇为略读课文。略读课文的教学目的在于训
练学生的阅读能力，因此不要求咬文嚼字，只要求“粗知课文大意”，以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间接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基于这个目的，略读部分除
了“阅读指引”栏目外，也设置了“理解与赏析”，意在通过问题的形式，引
导学生自行读懂课文，在实践中掌握读书方法。
3 语文知识：语文知识随文带出，旨在摆脱“为教而教”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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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习作：中三课程习作包括“小练笔”“记叙文”“说明文”等。这些习作平

均分布于不同的单元，旨在通过不同主题的习作训练，提高学生的写作能
力，并加深对文本的领悟。
5 临摹书法：书法是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设置“临摹楷书”的目的在于
通过以毛笔摹写名家楷体字帖，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让学生有机会在生活
中更贴近我们的文化。
6 课文知识：大多数的单元设置了“课文补给站”，目的在于让学生吸收有关
课文的额外知识，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
7 词语品味·积累：大多数的单元设置了“词语品味·积累”，目的在于通过
赏析单元课文的优美语句，提高学生的语感，让学生打下写作的基础。
8 诗词曲推荐阅读：古代的诗词曲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推荐诗词曲阅读的目的在

于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涵养乃至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并非为了考试而设。

9 高层次思维：大多数单元的“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题型都有高层次思

维题型，以

为这类题型的标示。

10 好文共赏和悦读书房：每个单元设置了“好文共赏”栏目，介绍本地与外国名

家的作品，让学生多阅读并接触优秀的作品。
11 电子课件：此课本配有一个教学应用程序：“中三华文课本”。这个应用程
序可以启动附加在课本中的多媒体辅助教学课件。以下为启动教学应用程序
的步骤：
(a) 用手机扫描以下二维码，下载和安装应用程序“中三华文课本”：
		
		
		
扫描此二维码
下载应用程序
(b) 当课本中的页面出现
图标，表示需要用到应用程序。
(c) 启动“中三华文课本”应用程序，进入扫描模式。
(d) 扫描当页，以运行教学课件。课件包括了音频、视频、网址链接、文言
		 文的译文等。
注 运行“中三华文课本”的最低配置需求：2GB RAM、1.5 GHz Processor，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和 Android 4.2 或 IOS 7.0。

12 封面 QR Code：中三华文课本主题简介和作者简介。

简言之，本教材的编写兼顾阅读理解、语言积累、实践运用和情感陶冶，并辅
以科技运用，便教利学之余，也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进而培养自行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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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华文课标、跨课程元素、高层次思维、
思维导图和活动分布表
单元

第一单元、
志在四方

第二单元、
诗韵之美

第三单元、
生命颂歌

第四单元、
爱与思念

第五单元、
咀嚼人生

课标

跨课程元素

高层次思维

思维导图

活动

1.3.1

道德价值

评价

—

2.1.1

道德价值

分析

树型图

3.2.3

创意和革新

创造

—

理解与赏析

4.1.1

—

—

—

文化大观园：立春

4.2.1

道德价值

—

—

好文共赏

5.3.1

—

—

—

理解与探究

5.5.1

—

—

—

理解与探究

1.1.1

—

创造

—

理解与探究

2.1.1

—

3.2.1

创意和革新

4.2.1

—

理解与探究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树型图、流程图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创造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

—

—

好文共赏

5.2.1

—

—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5.5.5

—

—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1.1.1

道德价值

分析、评价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1.3.1

道德价值

分析、评价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2.1.1

道德价值

分析、评价

流程图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3.2.1

创意和革新

创造

—

理解与赏析

3.2.3

创意和革新

创造

—

理解与探究

3.2.4

道德价值、创意和革新

创造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4.2.1

道德价值

—

—

好文共赏

5.4.1

—

—

—

理解与探究

5.5.1

—

分析

—

理解与探究

1.3.1

—

评价

—

理解与赏析

2.1.1

道德价值

分析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2.2.1

道德价值

分析

—

理解与探究

3.1.1

—

—

—

临摹楷书

4.2.1

—

—

—

好文共赏

5.3.1

—

—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5.5.1

—

—

—

理解与赏析

1.1.1

—

—

树型图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1.3.1

—

评价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2.1.1

—

分析、评价

树型图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3.2.1

创意和革新

创造

—

理解与探究

3.2.2

—

3.2.3

创意和革新

4.2.1

—

—

公文：通告

创造

—

理解与赏析

—

—

—

典章制度：古代官职

4.2.1

—

—

—

好文共赏

5.3.1

—

—

—

理解与赏析

5.5.1

—

—

—

理解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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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第六单元、
世事洞明

第七单元、
行文如画

第八单元、
往事依依

第九单元、
古韵留芳

第十单元、
把根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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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

跨课程元素

高层次思维

思维导图

活动

1.1.1

道德价值、企业家精神

评价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1.3.1

企业家精神

评价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2.2.1

道德价值

分析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3.2.1

道德价值、创意和革新

创造

—

理解与探究

4.1.2

—

—

树型图

4.2.1

—

—

—

好文共赏

5.1.1

—

—

—

理解与探究

5.2.1

—

—

—

理解与赏析

1.1.1

道德价值

创造

—

理解与赏析

1.2.1

爱护环境意识

评价

—

理解与探究

1.3.1

道德价值、爱护环境意识

评价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2.1.1

道德价值、爱护环境意识

分析、评价

流程图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2.2.1

道德价值、爱护环境意识

评价

—

理解与探究

2.3.1

—

—

树型图

理解与赏析

3.1.1

—

—

—

临摹楷书

3.1.1

创意和革新、爱护环境意识

创造

—

理解与探究

4.1.1

—

—

—

文化大观园：七夕

4.2.1

—

—

—

好文共赏

5.2.1

—

评价

—

理解与赏析

5.5.1

—

分析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1.1.1

道德价值

分析、评价

—

理解与探究

1.3.1

—

分析、评价

—

理解与探究

2.1.1

—

分析、评价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3.1.1

—

创造

—

临摹楷书

3.2.2

创意和革新

创造

—

公文：启事

3.2.3

—

创造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4.1.1

—

—

—

文化大观园：中秋节

4.2.1

—

—

—

好文共赏

5.3.1

—

—

—

理解与赏析

5.4.1

—

分析

—

理解与探究

5.5.1

—

—

—

理解与赏析

1.3.1

—

分析、评价

—

理解与赏析

2.3.1

—

分析、评价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3.1.1

—

—

—

理解与探究

3.2.3

创意和革新

创造

—

临摹楷书

4.1.1

—

—

—

好文共赏

4.2.1

—

—

—

好文共赏

5.2.1

—

—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1.3.1

—

—

—

理解与探究

2.1.1

道德价值、爱国精神

分析、评价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2.2.1

道德价值、爱国精神

分析

—

理解与探究

3.2.1

道德价值、创意和革新

创造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4.1.1

—

—

—

文化大观园：冬至

4.2.1

道德价值

—

—

好文共赏

5.2.1

—

—

—

理解与赏析

5.3.1

—

—

—

理解与探究、理解与赏析

典章制度：科举制度

简介 21 世纪教学法
1

阅读与标记
教师分发教材给学生，学生自
行阅读并用荧光笔标记教材的
重点。

6

解开谜题
教师不按顺序地给学生有关课
题的资料，学生通过讨论重组
资料的正确顺序。

2

词块填充
教师在课堂上分发教学内容学
习表给学生，要求学生专心上
课、仔细聆听，然后针对老师
的讲课，在教学内容学习表的
空格处填入正确的词语。

7

活动教学法
教师根据教学要求和学生获取
知识的过程，为学生提供适当
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凭自己的
能力参与阅读、讨论、游戏等
学习知识。

3

SWOT 分析法

8

思维导图（i-THINK）
运用思维导图理清思路或展示
学习成果。

9

问题导向学习
教师设计有关生活层面的实际
问题。学生针对问题搜索资
料，然后解答问题。

学生着重优势 （Strengths） 、
弱点 （Weaknesses） 、挑战
（Obstacles）以及行动策略
（Thoughts）这四点分析课题，
然后填写在  SWOT 表格上。
4

5

快速写作
教师规定时限（如五分钟）让
学生在这段时限内，快速写下
他们对课题的认知理解或在时
限内快速解答问题。
时间轴
学生围绕课题内容，合理地运
用“历史时间轴”（如过去、
现在、未来等），简洁地概括
课题重点。

10 快速测试

教师针对学生所学的课题设计
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生随堂测
试，以检测学生的学习成果。
11 复习

教师将学生分组。每组的成员
轮流将之前所学的要点复述给
组别成员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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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达人座

选出一位学生坐在准备好的
达人座上，扮演专家。其他
学生针对课题或课文内容提
出问题。扮演者针对提问者
的问题作出回答。
13 圆桌会议

学生围成一个圆圈，针对话
题轮流提出意见或建议。
14 思考—讨论—分享

学生各自针对话题进行思
考，之后和同桌或全班同学
讨论，交流看法。

18 去三留一

分组针对课题进行研讨，然
后将成果展示出来。展示成
果时，组别自主投选一名组
员留下，其余组员则各处走
动观摩其他组别的成果。留
下的组员必须向观摩者讲解
展示的成果。
19 互学走廊

学生将学习成果张贴在布告
栏上，以互相学习。
20 诗歌朗诵、歌唱
（a）个人朗诵诗歌或歌唱。
（b）集体朗诵诗歌或歌唱。

15 桌面上的讨论

将问题写在卡片上，并将卡
片置于桌面上，学生根据桌
面上的卡片进行组别讨论。
16 脑力激荡法

学生集体围绕课题，在短时
间内，激发想象力和灵感，
提出创造性的观点。
17 成果展示

学生针对课题进行研讨，然
后在班上展示研讨成果（如
手工作品、绘画、照片、多
媒体演示等）。

21 角色扮演
（a） 学生针对教材进行角色

扮演，然后协力表演一
出戏剧。
（b） 学生发挥创意，将教材
编成剧本，然后分配角
色，协力演出。
22 实地考察

教师带领学生实地进行考
察，以让学生们深入了解某
一课题（如参观工厂、植物
园、古迹区等）。
23 实验

学生针对课题进行实验，从
实践中取得经验。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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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志在四方

第一单 元

志在
四方
伟大的抱负造就伟大的人。
——    托·富勒（Thor Fuller）

人因梦想而伟大，一个
人没有理想和抱负，就会失去
方向，陷入迷茫、彷徨的深渊
里。生命也因奋斗而精彩，在
通往成功的路途中，不免会有
许多困难和挑战等着我们。我
们唯有努力奋斗、坚持不懈，
才能过关斩将，实现目标。即
使目标未达成，人生也因一路
的风雨跋涉而更加丰富、充实。
通过本单元，学习准确
严密、形象生动的语言特点，
领悟作者的叮嘱和敦促，从而
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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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志在四方

课前暖身
在小卡上写下自己的志向与达成志向的方法，然后与同学分享。

一、最苦与最乐
阅读指引

人生什么事最苦呢？贫吗？
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
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
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了的
责任。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
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
梁启超
虽然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
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
苦。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做的
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
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受
那良心责备不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
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
还，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
礼，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纵然不
见他的面，睡里梦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
我。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对不住他呀，因为自己
对他的责任，还没有解除呀！不独是对于一个人
如此，就是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
至对于自己，都是如此。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
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
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
任。凡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
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 1 ，便是自己对于
自己加一层责任。有了这责任，那良心便时时刻
刻监督在后头。一日应尽的责任没有尽，到夜里
头便是过的苦痛日子；一生应尽的责任没有尽，
1

契（q¬）约：证明买卖、抵押、租赁等关系的文书。文中指的是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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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连串的设问句
作为文章开头，以
引起读者的好奇，
再阐明论点：人生
最苦的是责任未
了。

用“例证法（举例）”
来论证上述论点，
以增加说服力。

第一单元 志在四方

便死也带着苦痛往坟墓里去。这种苦痛却比不得
普通的贫、困、老、死，可以达观排解得来。所
以我说，人生没有苦痛便罢，若有苦痛，当然没
有比这个加重的了。
翻过来看，什么事最快乐呢？自然责任完
了，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古语说得好：“如释
重负”；俗语亦说是：“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
人到这个时候，那种轻松愉快，直是不可以言语
形容。责任越重大，负责的日子越久长，到责任
完了时，海阔天空，心安理得，那快乐还要加几
倍哩！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算真乐。人
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
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
趣味。却是不尽责任，受良心责备，这些苦都是
自己找来的。一翻过去，处处尽责任，便处处快
乐；时时尽责任，便时时快乐。快乐之权，操之
2
在己。孔子所以说：“无入而不自得   ”，正是
这种作用。
然则 为 什 么 孟 子 又 说 ： “ 君 子 有 终 身 之
忧”呢？因为越是圣贤豪杰，他负的责任越
是重大；而且他常要把这种种责任揽在身上，
肩头的担子从没有放下的时节。曾子还说哩：
4
“任重而道远 3 ”，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

2
3
4

通过对比来论证观
点：先分析不尽责任
的苦处所在，再进一
步说明尽责任的快
乐。

巧妙地运用引证法
（引用名言名句），
为自己的观点提供有
力的论据，增强说服
力，即指出忧国忧民
的圣贤豪杰，是从尽
责任中获得快乐。

无入而不自得：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悠然自得。
任重而道远：担子很重，路程又长。比喻责任重大，需要长期艰苦奋斗。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直到死亡才停止，路途不遥远吗？说明读书人应该为了理想而终生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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ଲ ಭಮ ᇅ൞֭Ⴔ૾Ⴔݛĭଲᇵൄᇵ֭ڕР็ଂ
ಮ 5 ĭ൦၊Уሸۓൻॵĭ၁फ़ၣh֔
൦ಸಸᄥଲৢࣘᄻಱĭєಸಸᄥଲৢ֬ॵᇗᆏ
ĭၣ֦ߖ׀൦ĭҊ൦ॵĢ
ႽಮĻuࡃಞᆋॵ൦՞ڽᄻಱؿ഻֭ĭ
൦ࢄᄻಱྉಗ 6 ĭఘҊ൦ऄႭᄁૈႽॵਜ
ટŀvᆋಗҊಞĭᄻಱ൦္ࢻԪਜҔૈႽĭѱҊ
൦ྉਜऄૈႽhಮ഻େႭᄁསೠ෧ུݡĭЯ
ধૈႽᄻಱĭଲऄЯধૈႽॵh֦ਜӑӶĭᄻಱ
ሹಞᄥ֭ࡢഐĭೊލେتŀҊݞႽվུ֭
ٻѡϨਜhࣘ֬վ֭ᄻಱĭऄ֬վঁļུࣘ֬
֭ᄻಱĭऄུ֬ঁh൦္تĭ֢൦ሹॵ
ݢĭႭᄁҊେࢻԪਜh

ಎᇾ္ၣ؛йઊᆫ
ٍቓॵიቓ಄
भჇЯമ֭ง؏h

ॣ ҈ۻᅧ
修身，即修养身心。儒家学说以修身为一切的根
本，其目的在于完善自己的人格，继而达到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理想。

ೈࡍྱമᆅ࿘վ္

5
6

৳ᇅ

ނ࿘

ሹീ

ݞۇ

ྣ܋

确立人生目
标和远大理
想，以确定
努力和前进
的方向。

学习的关键
在于如何把
知识融合并
学以致用。

自省可提高
自我修养，
在反复的自
我反省中，
能不断地深
化自身的道
德修养。

一个人要对
自己所犯的
错误负起责
任并改过，
还要正视自
己的不足并
改善。

“行”比“言”
更可靠。道
德的深浅必
须在实践之
中才能得到
证实。

 Р็ଂಮĻ؛ന߾֭ڲϯތಮ૾֭࠭ॵ֦ۓРތڄҊh
 ྉಗĻࢻԪļҊ।ӽ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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ࢻ
ЯቓᄲॄᄣჇ 1919 ୕1 ᄍ8 ಸ֭{ൡྕЙ|ĭ൴੫Ⴧ{ఛә
ಎࠪ|hᅫ࣍ሊuቓॵvიuቓvĭݞऐৰઊᆫgႌႰઊ
ᆫ؛ތйઊᆫĭԣᄻಱ໋ࣘ൦ಮ഻ቓվ֭ॵĭࣘᄻಱᄽ൦ಮ഻
ቓվ֭hᅫ৳ၱۢᄁĭඹའയॡh

ৠ ࢻიธࣶ
1

 ቜᆈೊލઊᆫᅫ֭ᇗྗઊŀ[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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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PM

׃၊֎ჵᇅᄥශ٢

مgಮ഻જঠෆ

1

ᄏ؈ᆿႌ

 33෧ଲ୕็भׯၣ྇
ུແ഻hແਜДԃࡺॊĭ
ि൛Ҍĭૌ็ਹӬ 4 గ
Խĭ྇ቜ 4 ུĭ 10 ৢ܌h
൦ଲᇝೀၦهட֭เ
ᇑĭؿఅሸಗઊᅀુԁ၁
հഐՅඖ
டҊగধhᆋದӐདྷӮ
ඹĻuಮ഻ᆏ൦Ҋ܌δĢ၊ོಮ྾ಲᆏऄ
େ֦֭֬ײ༎ĭਾ၊ོಮಗྻ္ڹԣاޛҔେߘ
ধhv
Ҋݞሏ၊འĭଲོҊٶՀ߯ᆵ৷ऄେД
ԃ๐֭ಮĭҊ߾སᆋဪᇟ൲ႊތᄖĭ၁
࿀ңূ֬ঁۿhુҔ൦܌ĭߖ֬՞ӑࡁၸh
࠳୕ᆵĭᇜჇҌུࡍ֭ྣਡĭߖ
Ӷםࡰ܇ਜاჍ֭เᇟѱࢽםਜhగԃ
ҌĭቁႽಮཧў൝ౚமĻuᆏ൦ၱᇅәಮ
ଯĢvূൔߍĭब֬Ҍᆋײ༎ތၱᇅૈا
վܹ৻hେԃҌĭ५ߖ൦ႁແᆋལᄖގ
္֭౸ĻҊྻ္ࠌϼࠏ؛൵ĭ၁Ҋྻ္ำѡ
֭ఞྈތӎhಮ഻ЯধೊՖĻ༧ߓ֭ൡሹಞफ़
ၣԃĭҊ༧ߓ֭ᅀુ၁ӑࣺҊਜh

1

മเ൦ྣ֭Яჿĭ
ུ྇იҌॉසހ
Ҋཕیĭ္֔ஓְ
ൡ၄֭ۢڊĭಚൔ྾
Ⴝౄࡺ֭เ௮h

ٗൡҊᇂ൦၊เ
ĭᇂ္യඹ෴ĭ
ߘ໒ඹ॑ĭऄ߾ธ෴
ԣݬاۿၴh

ᇂႽ؛၊ࡹൡИԃಫ
౮ĭҔେႽԃ֭
৷h

 જঠෆĻჸᆿજঠෆĭ൦၊ᇝӑगĭйगແ42  ৢ܌195 h၁йფԃ࿋֬
ࠋࣺ֭ޛh

6
KPM

׃၊֎ჵᇅᄥශ٢

ᄥᆋఁĭԃૌ୕ҝࡎ၊ՙજঠෆ
йĭҊݞ100ৢ܌ӑ֭uә࠱જঠෆvᇂݞ
၊ՙhଲՙࣤ৭ᆏ൦ᇜമ଼ີh
ଲ൦1996୕6ᄍ23ಸĭЙଈҝࡎਜᄥಸЯ
Т֩ݢ੯֭ऐྣ֭ә࠱જঠෆվĭ
ಎӹ 100ৢ܌h౪Ӭ5ĭԙԦᇅׁᅧᄥగ
པഐhй֭వϾؕ൦՞గ֦55 ྰৢ܌༗
ᅧ֭੦ӹhૈુނ֭ĭᇂ൦υׁࣩཧవ
ggĭۓबތૌᇣৰྣ֭ؔਇ၊ဪh֦պ
55ྰৢ܌༗ᅧĭߘਜമࣲیၑڣĭԁਜོఅ
ሸሡЩ֭ྗhᆋهཋඨ࢞ႽོᇞᅶĭჇ൦
ߘ࣍ےഐ၊ඨվϾ֭ބཿĭჃࡇ࿋ഐ੦ਜh
՞55֦ৢ܌75֭ৢ܌੦ӹѕ֬ࠦఋॵh
Ֆ֭ĭྗৢᔆሪཧవԒĭ֔മሸಗҊ๘൘
ߚhଉϭ൵ьĭब֬ሹ࠵སॾᄥࢣࠗ
ৢࡣ଼ၕ֭୬ĭৎ֬࠳္ฌ֢ᄥׁh၊
߾ڗ܅ـĭऄႽ࿒൵ࢬ৽مೠәݞਜhቓದಮ
ྗ֭൦ĭ၊໒ఆ്ا෧֭ূଷଷәݞվ
ݯĻuԃ༷ಈĢv
uᅀુϿŀߖႽ၊Ͼ֭੦ĭೊލݞ
ಈŀvᆋĭའగ၊Яඈഐࣂഝ֭hჇ൦
ि൛ଗĻuҊ൦ಮĢ൦၊ࡗࠗఞhૈ
Ⴝۓबhᇂ߾వ࣑Ģvᆋछᇫნٙڷᄥିሸৢ
ሏಉhҊᄤॉᄁ٢ĭᇂϤପћ٪ᄥవ3ᄁ
Աh็४ڌތgҬׁgܼᇡgއҙഺgཋൔgݞ
ಈooႽᆋོЬஎԪᄥປh
ല֭൦ĭҊᆱ՞ଯ၊ि൛ĭࠈമ֭
ԫಞെĭᆤ۹ಮ٧࣑ڕሹᄖྣሙงh
ि൛Ҋؖәᄈಮhࢬࣕቓ၊ؕӹĭၠ
ࣤࢄ200اಮඣᄥമh
༷442ٻĭᇜჇ֦պᇜĭӶࠣ൦11
ུ42 ٻhᆋՙࣤ৭ದၱൕ֦Ļᇜཔᇂ൦
၊۹ࡂؿބၠĭఋൔѱૈႽુၱၴĭܹࡷ൦ᆋ
၊੦൦ೊލ֭hಮ഻၁൦ೊՖh
֚֭ᇂႽ ೠ്ا෧ĭ֔၁Ҋେӳແུ
ࠌሸਜhᄥᆋ۹୕ࡈĭᆦ൜ᅧᄥ࿘֭గཔ
ഐooಞၠҊᄤ୕౦h

ҊЬচ଼ս֢ĭԃ
֦׀ĭҔେӶ܇h

ĩਧച߇ၺ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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ቜ ᆈࣂ
հഐՅඖĩ1949ĮĪĭԣ഻ჇಸЯh֭ቜڌ۴യൻ美ቜࡍ֭ႝཡĭࠖנ
౦ႜĭЬძແಸЯ 80 ୕օ֭࿘ఓ൵hᇿႽӑུ{ື֭೮ਧ|{๘ڌ
֭۫|{ဣઽཊࡂ|ֱgུؓ{უࡶ 100% ֭୷{|ݡ႖|{๓ུ֭
ಮ|ֱgೣл{հഐ൴ႃࠗ|{ܹჇҌĭ֭ఋൔ൦……|ֱh

ࢻ
1982 ୕ĭհഐՅඖि൛ᆷ၄ቜࡍ഻ᆵࡅĭ၁ि൛ӑhՖࣕ30 ୕ĭ՞༹

ືၓ֭॑ρ֣֦જᇵೞ֭ࡼొļ՞ಸЯհഐ൯ҝࡎ๕ಮೠལĭ֦ഐ༘ণ
જঠෆӑ֩ܦĭᄥҊׁؖ๏ᅦࠦནĭәᄈሹhЯࠟ৫୕౦ಮቛൡ္
ԃҊྋĭҊ္౦စ٪డĭఛهٗൡҊ႓ᇂᄥၱࢺݜĭ୵৷ॠڣᇟᇟচ଼
֭ݞӹۿແᇟ္h

ৠ ࢻიธࣶ
1

 Яପ{ಮ഻જঠෆ|Ⴝુၱݬŀ[2.1.1]

2

 ແુቜᆈϤજঠෆიሹ࠵֭྇ቜཕѱઊŀ[2.1.1]

3

 ༧ߓ֭ൡሹಞफ़ၣԃĭҊ༧ߓ֭ᅀુ၁ӑࣺҊਜh



ᄩഐٍટŀࢺގ഻ࠋࣤယĭތ࿘ٻར֭ॉٍ [1.3.1]

 ԙԦᇅׁᅧᄥగཔഐh

ۼऔഐछሸĭߵջ༷ਡh[2.1.1] [5.3.1]
4

ĩaĪ྇ԣuԙԦᇅv֭ၱඹh
ĩbĪແލቜᆈuԙԦᇅvŀ

5

 ᇜཔᇂ൦၊۹ࡂؿބၠĭఋൔѱૈႽુၱၴĭܹࡷ൦ᆋ၊੦൦ೊލ
֭hಮ഻၁൦ೊՖh



ࢻ൬ၣഐछሸ֭ݫၴh[2.1.1]
6

 ᆋᅫۻુఛ൝ŀ[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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ೠgᅻৠའ
ᄏ؈ᆿႌ

ρ֭࿘Ļ
֭൘֦ۓແ଼h
൦၊۹ႽѰ֭ূಮĭቓࣕ
ಞಈТ࣠ि߾ݞĭफ़൦ߵ֦ഐ
ݢऄ٧ڕ഻ਜ၊ӎվѰස֭ĭ
၊৷ట၁ૈႽĭࢋߍഐటҊ
Ϡࣉ
ࢬ༷టĭ྇ሻ൵ᆿҊ๘ᆿ߰ĭ
ႁՖ္uၣቓঁ֭ූ؏vۻ၊۹ߵջĭޛ
଼Ͽ֦hᇂେ۽ᄥФબબׁవ࣑ĭ൘
ᄁᄁׁઓᄥĭߖफ़ၣ୵৷ሜےh္֔փሪ
ӜవٮЭĭҊ൦Ҋᄃၱĭؿ൦৷Ҋେࠫ
ਜhᆋऄҊ֔ѱuല֭৷ਐvĭؿ
৽Ⴝ֭ଲᇝӜట၁ૈႽĭۿҊႰુ
uലᄊԄvਜh
Ҋݞॉ၁Ҋщᆋဪࠬĭu౸ৠ
འvҊ൦၊็็֭ൡhৠའ൦ձᄥ֭hफ़൦Ⴝ
֭ಮሜ౸ਜ၊഻ᇂ֦֬ߠ૽ļႽ֭ಮᅻ֦ਜ၊
ᆸԃ഻֦ଉ֭ቓ၊༗hۺಮႽۺಮ֭ପћĭ
؛ৠའ֚ಞ၁ႽҊ֭ৠࢻh๘݄ѴgॉЙ
ᇄĭ٧ڕಮׁᄥณઊuৠའvĭ٧ڕ
ৠའᄥవֱֈಮĭᇂ္၊ഭ൵ऄफ़ၣϤሊ
ሆhଲુແુߖଲဪሪׁࠬཧuࣿv
ୃŀҊ൦Ⴝਜৠའટŀᄥuཧళॉv
֭ന߾ڌటᇗۓब֦ᇖ༗ 1 ĭҊᆦ൦֭
ৠའగਜቜႰટŀҊେҊĭ൦Ҋ൦֦ۓ
ਜܣ؇ĭႁՖҔϤሹ࠵йቛuૡ֭ۤဣ 2 vŀ
फ़൦ᅾॉĭѱૈႽuૡvĭuૡv֭
֢൦ශᇣ֭၊ོಮh

िԆߵ֭ჸ
ႁh

࿘഻ब֬ĭϠࣉ
ಞ୕ࡈվਜĭಗ၏ಞ
ࠚࠦሜ౸ৠའĭ၊ׯ
ႽսिྗԻ߄֭
uലᄊԄvh

۹u٧ڕvĭ྇ԣ
ਜ၊϶ಮၣແৠའࣕ
ᄥဌవĭޛೀၦൔཋ
֭ոबh

 ᇖĩzhìĪ༗ĻႁປࣀဦటҊቈࠏ༓༪ه഻ᅸπĭ֥ᇉ༓চ଼ശᇈᇀ༓hᆋৢйფ଼
ၣ൩႓ࠏۼЯҊ൩႓h
2  ૡ֭ۤဣĻૡਜ੦ུ֭ဣĭӐႰধྡೀྣແᆦ֭ച୕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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ӐӐའĭ഻ࠋᄥఋᇗ֭ന߾Ⴝ߾
൦്ܷܦٻĭࢩಮ଼ၣৠࢻhಮ༧ߓĭྡ
վނĭ၁ᆋဪݞhᆋᇝٍҊ൦ૈႽ֩ৠĭ
၁Ⴝሹ࠵֭ࣤယĻۼऔفໜପ؊ĭഢമࣿ
ಮg၊ྗແ֭܌ႏྮൡࠞތ၊ಮႽ଼gϞ٢ᆮჹ
֭ނಮނൡĭૌ็ᄥᄁࣕه഻h՞֭ނ٢
ॉĭ֚ಞ၊ౕނļ္֔൦ልᅻҊ֭ނ٢ॉĭ
ಮऄब֬ނསЬߒ֭ײ༎Џਜhࣘܽྡվ
ނĭቁ൦চ଼اޛļࣘܽњׁৠའĭႽಮ
৮൦hᆋ൦uྕ֭ཋཨvĭॉڌѱҊ
൦၊็็ܯగধ֭h؛ሪᆋᇝཋཨĭႽಮހ
Ҋᄥĭᆋ൦ᆮੈĭᆮੈֹҊݞᇾੈĭᆦ
ೊྃҊൃᆦh൘ԣཋᆋဪ֭౮ঋĭௐೊӛ
ѕӶਜ֭݃هuᇰvĭվࡍሜ౸၊۹ପћĻه
ҕĭಮಮᆢ֚uେሑ߾߅v֭ႏྮļჃௐೊ՞
༧ߓ४ߍgρ๘ࡔߍĭهᅢ֦ٜણࡔးgਤ
ࠒĭهᅢ֦ၣಋଜයgࡶ৮ີၴrr၁Ҋ္࣍ĭ
ႁແྃҊൃᆦhߖႽಮĻuҊ္ॉڌᄈܯᄈ
৪ݥĭҊࣺऄ߾ݞಈ֭hႽڌׯᇰઞĢv
ณĭ၁֦ۓ٪ྗĭ၁൦ཕྃҊൃᆦ
֭ಮĭ൛ᇜܼ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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ᆿࣉళӶਜվࡍሜ౸
֭ପћ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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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ĭჸਓĭҊ൦ᄥᆋৢࢋ४ߍh
൵ֱֈ൦Ҋ֦美֭ނ็֭hྃҊൃ
ᆦĭႁແᄥಱލന߾ৢձᄥሪ൦ი٬g݃
იႄψ֭ᆢhቓ֭ൃ৮֚ಞඓჇᆦၴgඓ
Ⴧ݃h֔൦ᄥଞ၊۹ఁശᇈᄥࢨӑ֭၊ؕ
ఁĭ൦၁߾ϯჇ٬ĭ݃၁߾Ьႄψဋۊĭ
ᆮੈ၁߾әݞᇾੈĭᄥᆋৢᆢඨ٢৷ਐ֭ౄ
߾గվ֭ቜႰhᄥᆋ၊ӎৠའიࣉళ֭ᆢ
ᇗभҊ൦ܼᆈĭᆢ֭ൃϯܹ༪֦
ૌ۹ಮ֭ଉᄖh൦ᆋ۹ന߾֭Ӷჼĭ൦ᆋ
۹૾܌֭ࡍݛĭ္൦վࡍҊཌԣሹ࠵֭ݸ
ණތҔᇎĭଲુന߾֭هᅢٮี֭ࡍݛތĭ၁
Ҋݞ൦၊छ४ߍhӐӐའແુ࿎Զਜ࠳്
୕֭Ԕۢৠའތվྡނĭಗٍ٥ᇀߣࣉ໘
ၮ֭ԶѴŀແુႰৠའࢥცಮ࠳്୕ĭଲ
ુॣ֭اЯĭଲુ֭ا࿘༥ሯਠĭଲુ֭اЙ
ॄĭଲુ֭اᅫĢ֦࣊็୕౦֭࿘഻ߖᗩᗱ
ᇾgශԱ౸ୃŀ
ུႾĭҊદĭ؛ሪဌవ݃
്೬֭ࣧཨĭऄ৽Ⴝ၁֦ۓૡࠐҊࢻਜh
္ĭৠའࣰࣶ൦ુŀ଼֩൦ྼ
֭ײ༎ŀ଼֩൦ૈႽखเೀ֭४ߍŀᆋ࠳
്୕ধଯ၊็ᇗܹݞؖჇৠའ֭࿎Զŀଲ
ુԶѴߣࣉၮ֭ѰࣰࣶধሹލԱgଯ٢ŀ
࣊็֦ԱᄥࢫهႽಮٜણশ֭ĭ
ઽஏ֭ࡔࠒĭϿਕུЙĭႎ֪Ϲඈĭቛۺ
ᇝ४഻ၱĭແਜփᇉھĭҊ༜෭ٯ܌යg
ࠓݥݛಮhᆋོಮĭ၁ณৠའĭ၁ࢋݿ
စመნĭ၊าĭቛਾປ၊าh؛ĭ
ৠའҊݞ൦ᅹஏg൦ሕ൭g൦܅खh९ৢ
ᄈ൦ࢋ֬็߅ઁሞĭቛ֭ൡ౮ᄈ൦ࡶҊ֬
ಮhuཧవॉv၊༷ሸऄѕແuཧళॉvĭׯ
ڌᇰ၁߾ѕӶ ࠡڌ3 hᄥ໔uҊᆦᆵڌvܯ
֬ቓ৪ݥg൦٬଼ٻgᆏࡔ଼ї֭ޱĭ၁
ᅃ࠳ՙၘࠐׁሹ࠵Ļৠའࣰࣶᄥુׁ٢ŀ
3

ሜ౸ৠའщ྾ڹ
ᇵჇྣh

ࠡڌ

 ࠡڌĻ၊ᇝұਐڌཧ֭ၖఞ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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൦Ҋ൦ၠࣤЬআڌकাՀս֬ሾႝŀ
٧ڕॉࡶᆮੈ֢ਜᇾੈĭటྭྭׁݗݗ
ཧవhಞؿ൘ᄥᆋ۹ޱ၁ૈႽৠႶ߯ྗ
यິĭႁແৠའߖᄥవം݃h
ৠའĭ൦֭ĭჃॉࡶਜৠའhᆿ֭
Ҋ൦ߌሖĭҊ൦४ณĭ၁Ҋ൦ܳᄥಮቑഐ
֭९ᨎhৠའ൦ଲુ༿ĭॉ֬ࡶĭؿ
ཕ৽h൦ݢဤĭނй၊ַུණļ
൦վĭҊݞ൦၊৴ୋhҊܽૹુا
ུĭ՞ଲৢफ़ၣ಄֭ࣘ৷ਐhϰ
ࣉᇾၴ֭uިੈvҊઊೊލٟষĭೊލԒࠔĭ
൛ᇜ߶૽Ҋਜ֭ৠའhᄥჇ၊္ׯ
֬ሆh္ແሹ࠵֭ৠའཌമh
ᄥ୕്مօ྇ቜ഻ࠋ֭ԢఁऄݞĻ
uϤ۹ಮ഻֭ଉ৻༪ᄥಝเ഻֭ଉഐĭᄥಮ
಼ٖ֭ޱĭᇂॉࡶ഻ଉ֭৽࿋ĭଯৢ
ߖႽ۹ಮ֭૽ຯŀvᄥೠ്୕օᇗჃĻ
uૌ۹ಮႽ֭اۿ౮ĭ֭اۿρĭۿ
ߓ֭اĭ֭اۿဌļйໃԃሹ࠵഻֭
ձྻ္֭ا֬اĭщ྾Ϥۻٻѡ
ಮĭҊᆋဪቛĭऄ߾֦ۓҎॲیhv
ڡϋ྇ቜ֭ޱའ֭൦ુŀሜ౸
ુŀफ़ၣดׁߵջĻའ֭ऄ൦ഐଲོ
ߍhሜ౸ࠪเ֭ྥ಼ٖތڦ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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ᆿࣉ؛ళ֭შິೀၦ
ૡࠐಮྗĭ൘ಮີࡂ
Ԣᇛh

เཋቜᆈ֭ׯ
hቜᆈ؛ৠའ֭
ᆻሪĭ൘ۓबৠའ
൦uଲુ༿gॉ֬
ࡶvh൲ৠའແ഻
ଉĭၣuཕ
৽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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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ধቄਜ֭اޛຝ੦ĭ྇ݞҊ
ചո༊֭ᅫĭাٶਜاചЗ֭݃ݔႄĭࣤ
Ӑۓൻ֦uҎॲیv֭ᆄଐh֔൦ৠའ՞໋ᄥ
֭ဌవႍಈĭႽޛᄁĭႽ٧ࣕڕᄥ
മѐļႽၣແሹ࠵ሊሆਜĭႽჃब֬
൵४४hႽࢸࣘಎ৷ĭཧЭಈĭႽ
ᇀሜ౸ĭെಈ၊ౕh֔ಱލޱᄥ֭వࠏᄁ
ࠏࣕĭࠏࠏψĭቁႽ၊֩݃hҊܽ൦၊
ࠍĭ၊ᅞ֯ĭᇂ္၊ྗཧవĭ߾Ⴍᄁۻᆿ
੦h֭܅ቜൂ༷ҊاĭମሪлၠࣤҊେ
߰ሹೊਜhӐӐณূณලĭಞᇂ൦၊ؓ
֭ؓuའvĭሻৢྣ၁ੈԣ؛ಮ഻ན
֭ਆhҊྻ္՞഻ࠋৢি಄ુĭ၁ҊའႰ
४ߍսϺሹ࠵ĭӰཋᄥߖେܜ૰ౄлĭᄤ၊
ՙཧ؈ᆈĭཧศԣ֭ྗĻ֭݃߱ৠའས
ࣲ֭ණ၊ဪ༩ಈྗഐ֭ӫܙĭ֭ྗৢჃಟ
గਜಫρ഻ࠋgಫρ֭݃ࠍhࠍҊ૽ĭ၁Ҋ
߾֦ۓuҎॲیvrr
ρ֭࿘ĭુاཐନhՅ൦
ན֭美৩ĭ୕൦ಮ༘֭ິĭ၁൦ቋݛ
ތಮ૾༘֭ິĭᆋဪ၊۹ĭ݂Թሪ֭ಎҎ
ቜhৠའऄᄥవĭ໋ধඓჇhబຫ
္ᆍ༜З֭ݔhᇂ္Ϥ۹ಮ֭ଉᄖ
ࠪเ֭ଉᄖ৽ᄥ၊గĭϤಮ૾֭ࡍݛތ໒ᇊ٪
ᄥ۹ಮᆵഐĭऄႭᄁҊ߾uૡvhৠའҊ
డॵྗሜ౸֭ಮĭᇂ္Ҋᇀሜ౸ĭ߾ᚭ
წ4ᄥৠའ֭݃߱ᆵᇗhҊႰݥĭҊ္ॉ౦ሹ
࠵ĭभҊ൦ܣ؇֭Ģύగধĭڌᄤվĭা
ᄤۢĭᇂ္ᅧ֬ໟĭ֬ሆĭऄҊ߾ࣉߣۻ
ӞԒ֢h
ᆋऄ൦၊۹Ϟ്၊෧ূಮ֭ধԆਜ֭ߵջh

ᄖႰйფ൵ٍĭӊ
ৠའ؛Ⴧಮ഻֭ၱၴ
ࡖތᆼh
༘ິച୕ၱൕ֦ሹ
࠵֭൘ଉĭᆍ༜Յ
݃ĭսᄷ美໋ނ
ধh

ᇂ္ԃҊྋĭ
Ⴏەॠڣচ଼ĭৠའ
ऄ֬ၣൔཋh

ᄍ്مಸ

4

 ᚭწĻйფӮࣗᄥଞᇝߔ࣪ᇗ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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ቜ ᆈࣂ
Ϡࣉ ĩ1904 Į 2005Ī ĭჸଈৡေฟĭਾႽлଈமېgࠦgޙাgՅֱڌĭሻ
ĩfèiĪۍhᇗݛශԳӶಮĭቋࠩᆌࢆࡉྞh֭ቜሻᄇĭվا୨ऒਜ
؛Ⴧಮൡ༆֭ॉٍი౮ۓĭЖ֭ھچݫಮᇾၴ೬ҙĭയखఛྦྷهhᇿႽ
{ࡍ|{ݭ၈|{འ੫|ֱh

ࢻ
{ᅻৠའ|ᄥ 1985 ୕10 ᄍ 15 ಸॄְჇ{༔ಸЙ|hᆋ൦Ϡࣉ༽഻྇ۻ
u്۹ᅻৠའ֭ݡሸv֭၊ߵڇĭऄuৠའvიݡሸੈh၊ಝ࿘
഻ॉ֦ന߾ഐ֭Ҋཋཨĭ؛ؿ࿘ྲྀ࣑ྣ֭ৠའࢥც֦ۓচࠐތૡᙷh৻
ଈۻϠࣉ྇ࣿhϠࣉ൴֦٬Ӑᇟ൲ĭब֬ᆿࢥތცച୕൦ࠦແᇟ္
֭ൡĭҊ୕ܬൡၠۢĭл྇ਜ၊ڇӑպೠబჍሻ֭ߵĭସྗׁᆿ֥h

ৠ ࢻიഎ།
1

 ແુݡሸϤሹ࠵йფӶuૡ֭ۤဣvŀ[2.1.1]

2

 फ़൦ᅾॉĭѱૈႽuૡvĭuૡv֢֭൦ශᇣ֭၊ོಮh



ቜᆈແુᆋુŀ[2.1.1]
3

 Ϥ۹ಮ഻֭ଉ৻༪ᄥಝเ഻֭ଉഐĭᄥಮ಼ٖ֭ޱĭᇂॉࡶ഻ଉ
֭৽࿋ĭଯৢߖႽ۹ಮ֭૽ຯŀ



ࢻ൬ၣഐछሸ֭ݫၴh[2.1.1]
4

 ۼऔЯĭೊލҔେൔཋৠའŀ[2.1.1]

5

 ༥྇၊Ⴝܹuৠའv֭ᅫĭሻගҊചჇ250 ሻĭପሹ୍h[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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ශg༧ߓԣه
ᄏ؈ᆿႌ

༧ߓԣهh
ٗ൦֦պਜׁ֭٢ĭඓ
Ⴧ็hଯଲᄤĭଲණᄤ
ྶĭଲڌᄤ໙ೄhฆയ֭ੈ৽є
Ӷਜ၊ᇝ᪑Ѐ 1 ĭЀሆ֭Ҋ࣏൦
ອݛᆏ
ඨ࢞ĭߖႽ໋ধh
ᅀુେҊ༧ߓԣୃهŀૈࡶݞվຸ֭
2
 زĭᆏ൦ၔݵļࡶਜվຸ֭ݞࡶૈزվ֭ݢ
ޅᜯĭಷಞ൦ၔݵļࡶਜվޅ֭ݢᜯૈࡶݞվଙ
݄֭ጏ 3 ĭ၏ऀၔݵļࡶਜվଙ݄֭ጏૈࡶݞ೮
ਧ֭ലĭߖ൦ၔݵhൟࣀഐႽҊय֭ࣧڌĭ
ႽҊূ֭ྗ౮h
ሹಞᆱ֩ĭվႽेॕĭվݢႽাษĭ
վଙႽڌĭ೮ਧႽൽhєᆋဪĭ၏ಞ༧
ߓh
ս௭഻ࠋࣩ֭є൦ਾ၊ّࣧᇉĭ၊ᇝඓ
Ⴧ୕౦֭ࣧᇉhᆏྥߖૈႽূhєᆏূਜ
ჃᅀુဪĭҊ൦Ⴝछߍࢩূ֚ၵመટŀ
Ⴧ൦འ՞վଲৢ࿘༥യॡĭߖའ՞
վݢଲৢ࿘༥Ⴏەĭߖའ՞վଙଲৢ࿘༥Ӯ
ሪĭߖའ՞೮ਧଲৢ࿘༥ࠗଁhߖའ࿘ሪ
ໍ၊ᇝ᠍֭ټಮ഻h

၊۹ಮೊݞݜჇ
ਆݞಈĭࢄቍାࡇ
࿋ཧৠའవ࣑֭࢞
Ҍh

 ᪑ЀĻӇሆਜҊେຊമļۂh
 ຸزĩw´i ’ƒĪĻྡೀࠏࢁህ༆ۢվྮh
3  ݄ጏĩm∂oĪĻ݄ঞgং݄h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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ಮେቄاᄁŀᆋߍҊ൦္࢞ؿ൦္
ᇅཧļಮେஓۢاŀᆋൡҊ൦္ඨ൵ؿ൦္
ၱᇅhჇ൦ĭའႰಫۻሹ࠵ඖగ၊۹ۢᄁ֭
ପћh
Ҋ࣏൦ແਜᆢ಄၊ᇝ಼݃ĭۿ൦ແਜሜ౸
၊ᇝ࣪ࣀhପћൔཋਜĭє൦಼݃ļପћൔཋҊ
ਜĭಮ഻၁߾ႁᆋ၊੦ڌთϢധѕ֬ؿھچԑ
ൔļᄥॉধĭᆋऄ൦ҊྼՖ഻h
൦֭ĭ༧ߓԣهĭᄃ၁༧ߓh

ଔؕ႓िĭܚ
Ӷߵߔٙܚࢺ֭ڷ
美h

ቜ ᆈࣂ
ອݛᆏĩ1956Į2015ĪĭᇗݛТ࣠ಮh൦ᇗݛཋօൊಮgඈߊࡍhఋቜᇾ
ࠚࠦཧഐĭՊᆏؿәຊhᇿႽൊࠪ{୕౦֭Ӟ|{୕౦֭ඹ࿊|ֱh

ࢻ
{༧ߓԣ|ه൴੫ᄥ{ອݛᆏ࿒ࠪ|hᅫංهਜቜᆈ഻֭ଉପћh
ᄃᄥႽ഻ᆵ୕ࣘफ़େׁธ෴၊۹Ⴣ၊۹໋ᆱׁ֭ჟhᄥႭҊཽ֭ԣهიธ
෴ᇗĭࠎ಄ಎྕ֭เယĭԑய഻ଉ֭ݬhಎඹ੦౪༑ĭҘႰਜԣઊ
ooઊᆫooቁࢺ֭ᅫࢺܚhՖປĭᅫ֭ნစ၁௫Ⴝำ೬ĭᄖႰਜվ
ਐ֭எй௳ӯĭ൘ᅫԑൊߌ֭ნစ美ᆵჍĭ၁ᅁౄਜᅫ֭ڣ৷h

ৠ ࢻიഎ།
1

 ࢻ൬༷छሸ֭ݫၴh[2.1.1]
ĩaĪٗ൦֦պਜׁ֭٢ĭඓჇ็h
ĩbĪս௭഻ࠋࣩ֭є൦ਾ၊ّࣧᇉĭ၊ᇝඓჇ୕౦֭ࣧᇉh

2

 uฆയ֭ੈ৽vᆿ֭൦ુŀແુቜᆈuฆയ֭ੈ৽єӶਜ
၊ᇝ᪑Ѐvŀ[2.1.1]

3

 ᇗႽଯོஎйछŀਡऐԣধĭಞۺѡ٧྇၊۹छሸh[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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ߌվܼ჻

৳Յ[4.1.1]

৳Յĭ୲৭്مශࢳటᇗ֭׃၊۹ࢳటh৳Յ൦՞็ഐধߋ֭ٻĭ
ฆဥ֦պߣࣤ 315° hᇗݛሹܦແ୲၄ݛĭՅᇝ൴ĭܹࡷᄥՅh૾မ
Ⴝu၊୕ᆵࡁᄥჇՅvٍ֭h৳Յĭࡃ൦ࢳ֭ূܦటĭ၁൦ᇟվ֭ࢳಸh
็ሸ္ᄥ৳ՅಸĭᇵޭgվڗႚՅჇײĭྣҋ֫ൈߺᆵਿh{ൡ༆ࡂ
ჸ|ࡂᄣĻuᇣ܌൛ᇍ৳Յ୬ĭۊԣ୬ၣ൝୲۾ᄲhvൟ৭օࢁڇ
ᇕᆈᆋ၊็္ऐྣяՅᆵĭၱᄥܥ৫୲۾ĭهᅢ഻Ӊh
৳Յᆋ็uဥތగᆆĭ༆ࢭՅvĭݞਜ৳Յĭຫ༆ිڷ഻ࠗѹѹĭ
၊୕ශ࠹՞Ֆि൛ਜh
ૌ۹ࢳట߾Ⴝ၊۹ࢳటࠋh৳Յᆋ็ĭ૾߾߂ཕঔ්Յ୬gՅ
୬gՅທֱhਾປĭᄥ৳Յᆋ็ĭϤࠡ֙৳గধ၁൦૾ുྣ֭༥ුh
Յ୬ৢႽ၊୬ࠫ၊۹న୬֭
uયലvĭቘႿٻѡႽఆစൊ
छĭᆋོൊछ൦ჯұ֚୕֭็టࠫ୲
ቜ༆൴Ӷ֭h

Օछໍ ࠚৎ
Օछໍ•
1. ಮ഻ુൡቓॵୃŀટŀҊ൦hെၱટŀҊ൦hূટŀලટŀҊ൦h

 







{ቓॵიቓ|
ՕछໍĻഩछߔߔཕ॰ĭҲҲ࣑׆ĭϤॵიᄻಱܹ֭༪ӊඕ֬Ⴝ๐
ՕछໍĻ
Ҋĭਿಮڣĭႌగ؈ᆈ֭ሇၱތඹ॑h
2. ૈࡶݞվຸ֭زĭᆏ൦ၔݵļࡶਜվຸ֭ݞࡶૈزվޅ֭ݢᜯĭಷಞ൦

ၔݵļࡶਜվޅ֭ݢᜯૈࡶݞվଙ݄֭ጏĭ၏ऀၔݵļࡶਜվଙ݄֭ጏૈࡶ
ݞ೮ਧ֭ലĭߖ൦ၔݵh{༧ߓԣ|ه
ՕछໍĻᄖ ႰஎйྱՒ൵ٍĭ൘ᅫᄥటЈᩛᇗ֬ԣਜuൟࣀഐႽҊ
ՕछໍĻ
य֭ࣧڌĭႽҊূ֭ྗ౮v֭ࢺઊĭҊ֔ᅁౄਜᅫ֭ڣ
৷ĭ၁ԣਜቜᆈ༧ߓԣ֭هჸႁh
3. ಮେቄاᄁŀᆋߍҊ൦္࢞ؿ൦္ᇅཧļಮେஓۢاŀᆋൡҊ൦္

ඨ൵ؿ൦္ၱᇅh{༧ߓԣ|ه
ՕछໍĻᄖ ႰഩྱՒ൵ٍĭದ؈ᆈϪԣ֭هପћ൦იᇅཧgၱᇅ༗
ՕछໍĻ
༗ཕܹ֭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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ނܓഎ

[4.2.1]

ஷ഻ઘᇗĭҊؿڛᆸ
——读书与灵活运用
ຮᢕ（z˚）গ
গ

၊ᇝ؈ඈ٢ٍ൦ϤඈЯ֚ቜࢥ๐ĭලФౄࡂĭ഻ϴ႟าļਾ၊ᇝ
ၣඈЯແఞĭଁࠗĭࠋᄖႰhҘႰవٍщЬඈ୴ၪĭແඈ
ૈļႰٍ֭ಮඤಝඈĭ܊ಂ൘hᆋᇝ؈ٍĭଯᇝୃނŀ֚ಞ
൦ᆈh
؈ඈ္Ⴝପ֭ĭ༘ິࢻभુŀའ՞ᇗᅻོ֦ુŀ
ߖ္Ⴝ֭؇৳ࡶࢻhϤඈᇗ֭߇იሹ࠵֭ࡶࢻࡎၣйࢨgಽߌĭ
ऄफ़ࡎയ؛֭ಲൕh
؈ඈ႓Ⴝ֭٪ൗĩsh˚ĪĭρႁබดᅃĻuᄥᄏ؈֭ඈЯᇗᅻԣ
फ़ၣϤሹ࠵ႌ֦യԱ֭ײ༎ĭϤఋ၊ౕםĭऄ൦ם൘ିڽ
ݞᇟ߾ތϤሹ࠵Ⴢ္֭၊ౕhvႽഢҔႽ֬ĭ౦ሕҔେۢූవ
࣑hྣळೊՖĭ؈ඈၯೊՖh
ТӜ֭ࡑඹ ĩxiƒĪ ĭ߾ޛ؈ඈĭ֚؈֦ᐭሸ{ಓ࿘|
ᇗuஷ഻ઘᇗĭҊؿڛᆸvछߍĭའĻཀ༭֭ࣜஷӑᄥաመ֭
ઘᇗĭऄ߾ӑ֬ޛᆸĭଲુĭϤ༭֭ߎඖᇝᄥઘ๊ৢĭ၁߾ᆋဪ
ટŀჇ൦ቛൔယhߎඖႶჇᇣ֭ဥ݃Ьઘᆃሆĭєଉཧഐӑh
ೠ୕ݞĭߎඖݜಞӑ֬ჃۢჃᆸ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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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ĭ֭֫ݛ৳༘ĩPiEhrlichĭ1854Į1915ĪའႰಡਠধ૽ማ

ԓĭৎᄭെϯh၊็ᄥߌ࿘ᄞᇅഐ؈֦၊ᅫĭఋᇗĻᄥ٬ᇥੈ
ྣሪ၊ᇝफ़֭ࠅඬѰĭ֚ማԓ࣑ಮ֭၉վਐٖᆺĭಮऄ߾ӑ
ࠅඬؿලhႰߌ࿘းuεຉقvफ़ၣೲලማԓĭࣿࠋѰಮĭ֔
ݜಷޛРҡĭѰಮ߾ඨପെhᆋᅫۻ৳༘ޛվఛهĭ֔ૈႽ
ᄥᅫ֭ࢺઊഐhའĻεຉق൦၊ᇝݫപĩsh´nĪ֭းĭେ
Ҋେക࿀ۇѕ֭ߌ࿘ࢺܚĭ൘ᇂೲලማԓؿҊഌݥಮ֭൲ലࣤୃŀ
ᄥᆋᇝඹའ֭ᆿ֥༷ĭތൡᅻ֦ਜاᇝاဪۇѕߌ࿘ࢺ֭ܚ٢ٍĭ
၊ՙჃ၊ՙׁቛൔယĭ֭ၲ৷֭ಚ࣡ಮĭᄥെϯਜ࿀اՙᆵĭᇜ
ჇӶׁ܇ᇍӶးµĩപٗĪĭລࣿਜගࠅඬѰಮૄތѰ
ಮ഻֭ଉh
ᆋོৰሸԑٻ؈ᆈ֭ࡶࢻიඈЯ֭߇ཕࢺގ൦ֱ֭ލᇟ္h
uεຉقେೲලማԓĭ֔Ⴝ৮၁Ⴝݥvĭᆋ൦ᅫ֭ࢺઊļuफ़ၣ
ۇѕ֭ߌ࿘ࢺܚĭ൘Ⴝ৮ؿݥvĭᆋ൦৳༘֭ࡶࢻĭᆋ٢
֭ࢺ֥ގᇉµ֭هhඈЯ֭߇ĭᇂႽࣤݞ၊ّ୨ෲgٻ།gй
ࢨgԖཨ֭ڗ܇ҔେሊሆhႽ֭٪ൗĭփሪ࿘༥֭ಮĭೀၦ
ԣሹ࠵֭ࡶࢻĭႁແ؛ᆋ۹ඹ෴ၠࣺĭିৢݢԭձਜ࿀اႽܹ֭
༗ĭվႽகજຝg၊هᆵhೊݜ৳༘ૈႽӑඹ॑૽
ማԓ֭ĭଲુĭᆋᅫ൘྇֬ᄤނĭ၁भҊେࠟగᇎ߸֭া
߅ĭᇂ߾ಞഺ֭ᄥરરࡅ֭ཌݢဤᆵᇗĭᆸ֦ਾ၊ོಮه
ཋ֭ࡖᆼແᇀh

ିࣇ ၊
ü ᄩቜᆈܼ֭ટŀແુŀ
ý ი࿘ٻར֭؈ඈ٢ٍh

ᄎ؈ඈ٤
Я࿒ሹ{ज़࿘هཋቂޠณ|hຮᢕগၣज़࿘ࡍ֭ᆱൕgࣤ
ယၣࠫ࿘ඔ൲ဿĭቂณ࣊ܦᇗປज़࿘هཋ֭၊϶݇ࠫఋ
ݞӹĭሪᇟઊඕਜ֫gൕgҔg࿘ֱӶ܇ᆈྻखЩ֭Зݔ
ᇑhл഻Ⴒ美ĭЏݫ࿀ا୨ਈ֭ඹའࣦछܦތօൊߍĭ
൦ᆱൕݫਐތഴ美ࡖᆼ௫֭ۢ؈༆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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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Օ౿ࡱᄏ؈

ְٮধڊ

1

wxຮυൎ
{ְٮধ|ڊ൦Т࿘ࡍgᆧᇕࡍຮυൎԿቜ֭၊൶
ఆစयछhಭሿߧ祐 ୕مĩ1050Ī ༹ĭຮυൎᄥᆌࢆ
ᎌ ĩYΔnĪ ཌྷᆱཌྷಱߵࢆ༎ਪԳৢܫĭࣤݻᇤ
྇h֚ൊಮᇂႽೠ്෧ĭᆦᆼመ୕ĭИڽҊٗĭᆦނ
ࣁְٮধڊ၊ංྫၫĭўպংঞ౮ߐĭफ़ॉቜຮυൎۇ
۲ऀᇍĭൔൈྕٍ֭వቅhܦಮӐႽڤᄑпಸgྃөп
ག֭Ⴔ੶ĭؿൊಮಗࡎഐuҊvمሻĭўཋਜൊಮᄥ
ᆧᇕഐۢᅙᄁᇼĭҊࡤ֭ྃႯటތभྗh

ٮধഐబ 2 ĭ
ໜࠡଆࡶಸാh
Ҋڤᄑ 3 ᆃິဌĭ
ሹᄀ 4 മᄥቓۢҲh

 ٮধڊĻ၊ᄥᇗݛᆌࢆഝྞӴປ֭ਧhมఁٮধڊഐႽ႓็hԶՖڊ൦՞স
ᠰĩL∫ng y∫Īहײཌྷٮধ֭ĭܫଈٮধڊh၊ᄥ࣊ᇗݛᆌࢆݻᇤ༎ႍవh
2  బĻ֭ۢޛۢޛhĭܦӑ؏֎໒ĭϞԌແ၊h
3  ڤᄑĻ֭ڤᄑҙĭψფࡤኸĩn¬ngĪུ֭ಮh
4  ᄀĻႁແh

1

ĩሯਠҝ॑ሹຮυൎᇿ֭{ຮυൎൊ࿒ሇ|ĭႭ഻ё֭{ൊ࿒|ĭఛިё֭{ຮυൎൊഎ།|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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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 元

诗韵
之
诗不是表达某种见解，它是从流血
的伤口或微笑的唇间涌出的一首歌。
——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Gibran Khalil Gibran）

诗是文学中最华美的乐
章，最绚丽的画卷。诗的语
言高度凝练，意象丰富。诗
人把情思倾注在诗的字里行
间，用精致的情思推动字句
的抑扬顿挫，赋予诗一种韵
律美。
通过本单元，学习新诗
形式上的特点，进而品味诗
歌的声韵和节奏，欣赏诗歌
的意象，并探究诗歌的深层
内涵，以体会诗人的思想感
情。此外，也学习如何运用
联想、想象与象征手法来表
情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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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暖身
和同学分享一首你读过的现代诗。

一、致橡树

1

阅读指引

舒婷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2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诗人用了两个假设批
判了极力攀附、一厢
情愿、一味奉献的爱
情观。

橡树果实

凌霄花

1
2

橡树：又称“栎树”或“柞树”。落叶乔木，木材可做家具。
凌霄花：落叶藤本植物，攀缘茎，羽状复叶，小叶卵形，边缘像锯齿，花鲜红色，花冠漏斗
形，结蒴果。花、茎、叶都可入药。

22
KPM

第二单元 诗韵之美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3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像刀、像剑，也像戟
我有我的红硕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诗人将自己比喻为木
棉，并鲜明地表达了
现代女性“人格独
立、平等”的爱情主
张。

强调相爱的双方应该
心灵相通。
象征男性刚强不屈的
气概。
象征女性深沉而又柔
韧的气质。

表明恋人要同甘苦、
共患难。

木棉花

木棉果实

3

木棉：落叶大乔木，高可达 40 米。掌状复叶，小叶椭圆形，花红色，蒴果卵圆形，内有白色
纤维，质柔软，可用来装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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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文补给站
诗
一、新诗
新诗是指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诗，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的诗歌体裁。
二、朦胧诗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产生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内容含蓄隽永，形
式虚实相生。它强调诗人的自我意识，往往借助象征、比喻、错觉、幻觉等手
法，创造一种朦胧的艺术形象，从而诱发人们的想象力，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感
受。代表诗人有食指、北岛、顾城与舒婷等。

作 者简介
舒婷（1952 －），原名龚佩瑜。中国福建泉州人。她的诗注重自我表现，追求
心灵自由，贯穿着以个性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生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
表达了对现代人处境的关怀。她的著作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
《始祖鸟》、散文集《心烟》《真水无香》等。

题解
《致橡树》选自《舒婷的诗》。归侨老诗人蔡其矫曾经在写作上
给予舒婷很大的帮助。1977 年，他到鼓浪屿作客时，向舒婷提起
这辈子碰到的女孩，有漂亮的女孩子，又没有才气；有才气的女
孩子又不漂亮；又漂亮又有才气的女孩子，又很凶悍，他觉得找
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孩子很难。舒婷听后很生气，觉得那是大男子
主义作祟，男女应当平等。当晚，她就写了《橡树》。1979 年发
表时，改作《致橡树》。诗人鲜明地昭示了一种独立、平等、相互
扶持，理解对方的存在意义，又珍视自身生存价值的爱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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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与探究
1

分组轮流朗诵《致橡树》。其他组别则针对朗诵组别的演出评
分。[1.1.1] [5.2.1]
评分标准如下：
语音
30%

2

语调
30%

演绎
40%

诗中的意象分别代表了怎样的爱情观？[2.1.1]
意象

凌霄花
爱情观:

鸟儿
爱情观:

泉源、险峰、日光、春雨
爱情观:

3

试分析木棉与橡树的形象，并指出其象征意义。[2.1.1]

4

诗人向往什么样的爱情？[2.1.1]

5

你认同诗人的爱情观吗？为什么？[2.1.1]

6

木槿

万寿菊

羽芒菊

龙船花

上图都是马来西亚常见的花朵。上网查询它们的属性，然后发挥创
意，赋予它们象征意义。 [1.1.1]
7

以家中长辈的爱情故事为蓝本，写一首诗，题目自拟。[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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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别康桥
阅读指引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 1 西天的云彩。
徐志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 2 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 3 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1
2
3

作别：告别。
波光：水波反射的亮光。
康河：（英文：River Cam）流经康桥大学的河，两岸风景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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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用三个“轻轻的”，
给全诗定下抒情基
调，有难舍难离的哀
愁和淡淡的无奈。
金柳比喻其形态美
好，又传达诗人对康
河的欢喜和眷恋之
情。

表达诗人渴望永远留
在康桥的无限依恋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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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榆荫下的一潭 4 ，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康河的美与在外国的
生活对诗人而言，是
天上虹，是彩虹般美
丽的梦，融情入景，
将人带入梦一般的意
境中。

寻梦？撑一支长篙 5 ，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6 ；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 7 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8 ；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4
5
6
7
8

诗人由幻想回到现
实，面对离别的悲伤
和落寞，诗人“不能
放歌”，只能“悄
悄”吹起离别的伤感
的笙箫，诗境恢复寂
然。“沉默”将诗人
沉思默想的心境推到
了极致。
“走”“挥一挥”
“不带走”呼应首
节“离别”之旨。
“挥一挥”，挥别过
去，但诗人不舍得离
去，“不带走一片云
彩”，不愿惊动心爱
的康桥，不舍得康桥
与“我”一同伤感。

潭：深的水池。
篙（gåo）：撑船的竹竿或木杆。
漫溯（s≈）：随意撑船逆流前进。溯，逆着水流的方向走。
斑斓（l∫n）：灿烂多彩。
笙箫：中国的传统乐器。

27
KPM

第二单元 诗韵之美

课 文补给站
诗歌的意象
诗歌离不开“意象”。所谓意象，是客观物象和主观情
理的融合。清代的王国维曾经说过：“一切景语皆情
语”，也就是说，作品中的“物”都是带有作者的思想
感情的。所以，我们在鉴赏诗歌的时候，就可以从诗中
的“景”“物”入手，去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进而揣
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即“旨”。

物
情
旨

作 者简介
徐志摩 （1896－ 1931），名章 垿（ x≈），笔名南湖、云中鹤等。中国浙江海宁
人。其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
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
翠的一夜》、散文集《落叶》《自剖》《秋》、小说散文集《轮盘》等。他的
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

题解
《再别康桥》这首诗，较为典型地表现了徐志摩诗歌的风格。诗歌
记下了诗人重到英国、再别康桥的情感体验，表现了一种含着淡淡
忧愁的离情别绪。康桥，即剑桥，英国著名剑桥大学所在地。徐志
摩留学英国两年，大部分时间在此度过。这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
光。康桥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告别时更是万种感触涌上心头。
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蛰在他心中的激情。

理 解与探究
1

这首诗中出现了哪些意象？[2.1.1]

2

你如何理解“悄悄是别离的笙箫”这一句？[2.1.1]

3

诗中哪句最能表达诗人对康桥的感情？为什么？[2.1.1]

4

分析诗中两个运用比喻修辞手法的句子。[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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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错误
阅读指引
这节诗具有“诗序”
的作用，在意旨和情
调上统摄全诗。

1
我打     
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
如莲花的开落

郑愁予

3
东风 2 不来，三月的柳絮  不飞
你底 4 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5
跫音 6 不响，三月的春帷 7 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 8 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1
2
3
4

打：自、从。
东风：指春风。
柳絮 （x≈） ：柳树种子上面像棉絮的白色
绒毛，能随风飞散。
底：通“的”。

5
6
7
8

“柳絮不飞”象征思
妇只钟情于某人。春
帷隐喻思妇的心扉几
乎到达自我封闭的程
度，彰显等待的漫
长。
最后两行运用倒装手
法营造节奏的跌宕，
以更显诗意盎然。
“错误”是本诗的诗
眼，说“错误”是
“美丽”的，因为这
瞬间的误会传达出一
种悲哀的美。

向晚：傍晚。向，将近。
跫（qiπng）音：脚步声。
帷（wƒi）：女子室内的帷幕。
窗扉（f´i）：窗门。扉，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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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郑愁予（1933  －），原名郑文韬（tåo）。出生于中国山东济南，16 岁随父移居
台湾。他的诗婉约犹如李商隐，豪放酷似李白，处处流淌着古典韵味。他的
诗作以优美、潇洒、富有抒情韵味著称，意象多变，温柔华美，自成一格。他
的重要诗集包括《梦土上》《衣钵》《窗外的女奴》《郑愁予诗集 1》等。

题解
《错误》是郑愁予于 1954 年创作的现代诗。全诗以江南小城为中
心意象，写出战争时期闺中思妇盼望归人的情怀。诗的创作源起
于中国对日抗战期间，郑愁予的军人父亲转战大江南北，当时还
是小男孩的郑愁予陪着母亲住在家里，母亲天天都在盼望父亲平
安归来。这一切看在郑愁予眼里，铭记在他的心里。长大后，他
会写诗了，便把当年的感知化作诗歌《错误》。那年，郑愁予才
二十岁。

理 解与赏析
1

背诵本诗，体会诗歌的优美。[2.1.1]

2

诗人在诗的第二节用了四个“不”字描写环境，对这首诗起了什
么作用？[2.1.1]

3

为什么“达达的马蹄”是一个错误？[2.1.1]

4

诗中思妇的情感有何变化？[2.1.1]

5

写出诗中运用比喻修辞手法的诗句。[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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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稻之歌
阅读指引

早晨一醒，就察觉满脸尽是露水
颗颗晶莹透明，粒粒清凉爽身

罗青

开篇就用比拟修辞手
法，把水稻写得栩栩
如生。

回头看看住在隔壁的大白菜
肥肥胖胖相偎相依，
一家子好梦正甜
而远处的溪水，
却是群刚出门的小牧童
推挤跳闹，赶着小鱼，
吵醒了一座矮矮短短的独木桥

比喻溪水淙淙不停，
急急赶路的样子。

于是，我们便兴高采烈的前后看齐
学着那刚登上山顶司令台的老太阳

渲染稻田热闹的气
氛。

摇摇摆摆，把脚尖并拢
绿绿油油，把手臂高举

运用对偶修辞手法，
具体描绘水稻的形
象。

迎着和风
迎着第一声鸟鸣
成体操队形
散——开

形容稻秧整齐划一，
如体操队形，稻秧的
队形随风散开。

一散，就是
千里！

表达水稻田的宽广无
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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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罗青（1948 －），本名罗青哲。出生于中国山东青岛， 襁褓中渡海到台湾。他
是诗人兼画家。他的诗句有后现代主义的特色。诗中的崭新表现手法，象征着
台湾现代诗发展的一个全新开始，余光中称誉他为“新现代诗的起点”。他著
有诗集《吃西瓜的方法》《神州豪侠传》《捉贼记》《水稻之歌》《录影诗
学》等。

题解
《水稻之歌》是一首拟人化的诗，是罗青诗作中的生活小品，具有罗青诗歌中
的三大特色：点子多、口语化与好用对偶句。他以充满趣味的形容词、生动活
泼的拟人技巧，让诗歌呈现田园欢乐愉悦的气氛。

理 解与赏析
1

用简洁的语言说出诗歌各节的大意。[2.1.1]

2

诗中有哪些叠音词？运用大量的叠音词有何作用？[5.2.1]

3

从本诗中，找出运用比喻修辞手法的句子，并写出其“本体”和
“喻体”。[5.5.1]
比喻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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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

喻体

仿照《水稻之歌》，从大自然中选材（如小河、竹林、星空⋯⋯），
写一首诗，题目自拟。[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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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共赏

[4.2.1]

皮箱的故事
小曼

初次飘洋过海
乡愁是陌生的滋味
梦里只记得
屋外田田
田外山山
山山外是父母
船缘
海的浪花是母亲门后的泪
十五岁的眼
南洋是陌生的方向
第一次还乡
爱情是生涩的滋味
梦里只记得
新娘楚楚
楚楚是隔村的姻缘
船缘
海的浪花是妻子岸边的泪
二十五岁的眼
北斗是相思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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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烽烟
太阳是血腥的日食
梦里只牵念
家园是鞭炮是枪炮？
团圆是火锅是火海？
三十五岁的眼
丛林是逃命的方向
第二次还乡
沧桑是相望的脸
断层是回首的岁月
梦里只记得
宗祠里香火悠悠吟唱
已分不清双亲头上
是芦苇 是冬雪？
四十五岁的眼
回归该朝南 该朝北
皆是犹疑的方向
那年来信
母亲的脸已是一张北祭的天空
梦里只记得
母亲怀里棉袄是童年
肩外北风是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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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
茫茫南天
孤星是衣上最后一粒钮扣
五十五岁的眼
回忆是断肠的方向
最终的癌痛
一举
便攻占了一生
梦里仍牵挂
祖墓上
是星光   还是秋草？
音哑已无从问
何时清明   何时重阳？
七十二岁的眼
淌一滴南中国海最后的泪
东南   西北
西北   东南
尽是断魂的方向

后记：父亲十五岁南来，辛劳一生，七十几岁病逝。父亲留下一只皮箱，
坚 韧 无比，母亲说这只皮箱是父亲几度过洋唯一的随身之物。岁末大扫
除，抹擦皮箱，正值先父逝世纪念日，遂写《皮箱的故事》一诗。

悦读书房
此诗收录于《小曼诗藏》。傅承得在序中说：“《小曼诗
藏》分为四辑，首辑写情、二辑写事、三辑写感、四辑写
影”。写作风格可谓是多姿多彩，给读者带来不同的视
角。《小曼诗藏》中的作品千姿百态，有的委婉含蓄，也
有的大气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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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推荐阅读

苏幕遮 • 怀旧
1

〔宋〕范仲淹
《苏幕遮》是北宋前期名臣范仲淹所作。他当时出任陕西四路
宣抚使，主持防御西夏的军事。在边关防务前线，当秋寒萧飒
之际，将士们不禁思亲念乡，于是有这首借秋景来抒发怀抱的
绝唱。这首词的上片主要写景，用多彩的画笔绘出绚丽、高远
的秋景，意境开阔；下片主要抒情，表达客旅乡愁带给作者的
困扰，极其缠绵婉曲。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 2 ，追 3 旅思 4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1
2
3
4

苏幕遮： 此调原为西域传入唐教坊的曲。“苏幕遮”是当时高昌国语之音译。宋代词家用此调
另度新曲。又名《云雾敛》《鬓云松令》。
黯乡魂：典故出自江淹《别赋》。黯，形容心情忧郁。
追：追随，可引申为纠缠。
旅思：羁旅之思。

（资料参考自上疆村民编的《白话宋词三百首》，张傲飞编的《唐诗宋词名家鉴赏大全集》与霍松林等编的
《宋诗鉴赏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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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 元

生命
颂歌
作为一个人，要是不经历过人世上的
悲欢离合，不跟生活打过交手仗，就
不可能真正懂得人生的意义。
——杨朔

生命是一个奋斗的过
程，我们应该学会去体味
生命中的痛苦和快乐。在
痛苦中感悟生命，认识生
命；在快乐中感谢生命，
体验生命。
通过本单元，学习文
章中记叙、描写、抒情、
议论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以理解文章大意，感受作
者的感情变化，领会作者
热爱生命与乐观坦荡的思
想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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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暖身
观察自己的社区，然后通过摄影或绘图把自己最喜欢的画面记录下
来，并在班上和同学分享。

一、黑与白——虎鲸 （节选）
阅读指引

船只笔直朝外。越过潮界
线后，船头打南偏外。全船似
在期待什么，静默无声。才驶
了一阵，船长毫无征兆地猛然
将船只回转朝北。不晓得船长
在想什么，这个回转毫无道理。
廖鸿基
转头上风不久，船长就喊
了：“啊──喷水咧──很高！”手臂直挺挺伸
指船前。我和土匪 1 站在船尖标台 2 上，扬头看
到正前大约五百公尺外一束水雾接续昂起，隐约
一根黑挺的背鳍（qí）划出水面。“是大型的、
大型的⋯⋯”后背塔台 3 上传来一阵急促的呼
喊。引擎催紧 4 ，擂擂 5 如急鼓敲打。如海面一
朵绽放的黑色花朵，一扇尾鳍高高盛开。确定是
大型鲸！是大型鲸！船上一阵阵呼嚷。我感觉到
手指和腿骨都在颤抖，那是掺糅 6 着兴奋、惶恐
的失控情绪──我们终于遇见大型鲸，终于处在
悬崖边缘。  我感到血脉上冲、筋络扯紧。如果
它隐没消失，我们都将摔落谷底。

1
2
3

土匪：人名，与作者一起出航的一个研究生。
标台：渔船船头发射鱼标枪的地方。
塔台：渔船中间驾驶座所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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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从一开始的集中关注
前方鲸鱼喷水情况
到船员呼喊，层层铺
垫，突显意料之外的
惊喜之情。

暗示作者此刻的心境
又惊又喜、忐忑不
安。进一步说明作者
亢奋紧张。

催紧：加速运转。
擂擂：形容引擎声音急促。
掺糅：夹杂。

第三单元 生命颂歌

喊嚷声如破雷 7 ，如溃堤般汹涌。它跳出水
面，肚腹朝向我们弯腰全身跃出！距离还远，这
一跳太过突然，无论眼睛、镜头或是心情都还来
不及抓住它拔水跃起的影像，它已爆炸样摔落大
盆水花。那亮丽劲猛的一道弧线，那黑白分明的
肚腹，如针尖点在心头。
我们傻住、愣住，如何也不敢期待这短
短两个月的计划中能够看到它，不敢奢望首次
遭遇的大型鲸竟然会是它！身材高大的土匪在
我身后气喘吁吁，反复叨念 8 ：“虎鲸 9 ！是虎
鲸⋯⋯”
的确是俗称“杀人鲸”的虎鲸！从日据年
代台湾捕鲸时期曾留下的虎鲸死体档案照片到今
天，没有任何它们曾经在台湾海域出现的生态纪
录。
船头浪花迎风翻飞，标台起伏摇摆着梦一
样的节奏。辨认是虎鲸后的过度真实反而拉开了
10
真实，越来越近的虎鲸竟扑朔迷离      
成黑白模糊
的梦境。我不敢肯定这是奇迹，不敢肯定在船前
不远的是与台湾岛屿暌违 11 已久的虎鲸。那是一
群虎鲸！在近切的距离中，我们逐次算出共有六
根背鳍伸出海面。大约三十公尺距离，船长将船
只停下来不敢冒进；我们没有把握，再靠过去它
们会如何反应。

7
8
9
10
11

大型鲸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跃出海面，气
势磅礴。

背鳍

虎鲸

说明虎鲸的罕见。

作者极度惊喜之下，
反而难以置信，让他
产生不真实的感觉，
宛若置身梦境般虚
幻。

破雷：划破天空的雷声。
叨（dåo）念：因惦记或想念而在谈话中提到。这里指自言自语。
虎鲸：一种大型齿鲸，身长为 8－10 米，体重 9 吨左右，头部略圆，具有不明显的喙；背鳍高
而直立。
扑朔（shuò）迷离：形容事物错综复杂，难于辨别。
暌（kuí）违：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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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离去？抑或集体攻击船只？资料上
说，才二三十年前，它们还被形容为“只要一有
机会便会攻击人类”“是地球上最大的食人动
物”。虎鲸食性凶残，食量惊人，一次能吃食十
三只海豚、十三只海豹，甚至体型比它们大的
须鲸 12 也是它们猎食的对象。它们是海洋里的狮
虎，是海上的霸王。
它们发现船只了！那庞硕的身躯回转扭
动，冲向我们泊止的船只！没有丝毫迟疑，没有
任何顾忌，它们整群冲了过来！它们和船尖头对
头快速迫近。我站在船尖标台上，愣愣盯著那只
带头冲刺的虎鲸游过脚下，眼看著就要撞击船
头。
虎鲸冲到几乎要和船尖亲吻的距离，倏地
侧身，回旋垂下尾鳍，把头部露出水面；没有碰
到船，连轻轻触碰一下也没有。它脸偎着船尖墙
板，如老朋友相见般亲昵地擦颊。那显然是它们
表达亲善礼仪的方式，没有丝毫矜持，直接又大
方地表露出海上相遇的温暖感情。
12

先指出虎鲸的可怕，
为下文做铺垫。

营造紧张的氛围，令
人心惊胆颤。

应用比拟修辞手法叙
述虎鲸对船只出乎意
料的友善，反衬世人
对虎鲸的误解。

须鲸：依生物分类法，鲸类动物分为两种即须鲸类与齿鲸类。须鲸类鲸鱼的体型远大于齿鲸类
鲸鱼。须鲸类鲸鱼包括蓝鲸与座头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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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遭遇的其他种鲸豚，总要历经试探、
确认后才肯以这样近切的距离和我们接触。虎鲸
豪爽地省略了观望的过程，不计后果地和我们相
拥相会。
有几只顺着船舷 13 擦身游向船尾；有一只下
潜斜身穿越船下。碟子般大的圆圆鼻孔大声地喷
起高昂的水雾。虎鲸这样坦率的行动，让我们都
失了魂，无意识地呼喊，分不清是激情、感动，
是梦里的恍惚，还是承受不住盛情的呢喃。
喊叫声渐渐沙哑、渐渐哽咽⋯⋯
它们一直跟着船，没有离开的意思。船只
缓缓直线航进，它们就在船边、船下圈绕穿梭。
眼上的大块白色圆斑，使它们看起来始终带着和
善的微笑。我们早已忘了“杀人鲸”这个人类穿
凿附会 14 而它们无辜背负的恶名；事实上，并没
有一桩它们曾经攻击人类的正式纪录。
我们船上七个人都能指证，整个接触过程
中，它们不曾稍稍显露任何恶意。反而，是我们
曾经疑惧、曾经误解善意、曾经踟蹰 15 ，不敢真
情表露友谊。
我们俯趴在右舷板上，尽力伸长了手臂，
想和它如布丁果冻般颤摇的背鳍握手。它切水潜
入船底。我们一起奔向左舷，伸手迎接它淋水划
出水面的鳍尖。船长在塔台高喊：“不要这样左
跑右跑，船只会失去平衡！”而我们的情怀早已
倾泄入海，失去了平衡；没人理会船长的警告。
大约四十分钟后，它们结伴离去。船只加
速跟上。
竟然那么意外地，像是晓得我们还想继续
与它们接触、交往，再一次，它们亲昵地贴近船
舷，倒翻肚腹，大片雪白袒露在我们眼里，长卵
形大扇胸鳍优雅地缓缓拍水。

13
14
15

作者用夸张的语言表
现船员与虎鲸接触时
的感动，刻画了人与
虎鲸之间温暖的情感
交流场景。
借虎鲸的纯真坦率对
照人类的人云亦云、
穿凿附会，心防高筑
的习性，引人深思。

船舷（xián）：船侧的两边儿。
穿凿附会：非常牵强地解释，把没有某种意思的说成有某种意思。
踟蹰（ch∆ ch√）：心里迟疑，要走不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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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应观众要求，每番它们落幕离去，都
会因我们的喝采、追随，而回到舞台再为我们表
演一段。它们高举尾鳍，表演水中倒立；它们拍
打尾鳍，正着拍，仰着拍，拍出巨大掌声样的水
花；也曾交错涌迭，表演水中叠罗汉；有一次高
速侧冲船舷，就在几乎撞上的剎那，又敏捷地侧
翻，划一道弧线拋射离去。它们是一群舞者，为
我们表演海上芭蕾；也只有海洋这样的舞台，才
容得下它们尽情尽兴的演出。
它们走了。决定离开的时刻到了，它们说
走就走，如精灵一样，翻身就不见。船只转了几
圈，茫茫海上再也看不到它们的踪影。
整整两个小时的接触，我感觉到它们抓住
了我的心。即使它们远远离去，我也感觉和它们
之间已经丝线牵连，终生不渝 16 。
此后，每次出海我经常错觉船舷边有它们
黑白分明的身影。小组成员有人提议把工作船漆
成黑、白两色；我也渐渐喜欢上黑、白两色的衣
服──正如它们印在心底，无法抹灭的清明与黑
白。

16

终生不渝：一生都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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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文补给站
海洋文学
海洋文学是指以海洋为背景或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戏剧等
各种文体。这些作品常交织着人性、冒险、生态等不同主题，使文章充满迷人
的魅力。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英文：The Old Man and the Sea）、史蒂文生
的《金银岛》（又译《宝岛》，英文：Treasure Island）、夏曼·蓝波安的《冷海
情深》，课文作者廖鸿基的《讨海人》都是海洋文学中的名作。

作 者简介
廖鸿基（1957－），出生于台湾花莲市。他 35 岁那年，不顾亲友的异样眼光，
成为职业讨海人，后创立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积极从事海洋环保。廖鸿基投
身捕鱼业后，才开始写作，创作文体包括了散文、小说、报导文学。其作品多
以海洋为题材，描写出海捕鱼维生的人的生活、海洋生态环境与渔业危机、鲸
豚的观察等。他的出版作品有《讨海人》《鲸生鲸世》《漂流监狱》等。

题解
本文摘自廖鸿基的《鲸生鲸世》。1996 年，廖鸿基进行“花莲沿
岸海域鲸类生态研究计划”，出海执行寻鲸计划，本文即其寻鲸
期间所完成的作品。本文记叙了作者一次寻鲸之旅中，在花莲南
方石梯坪外海，邂逅六只虎鲸的经过与感慨。本文题目含主标
题“黑与白”和副标题“虎鲸”，意在突显虎鲸背、腹的颜色，
反映虎鲸爽直的性格，也影射人间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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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与探究
1

如果它隐没消失，我们都将摔落谷底。

你如何理解上述句子？[2.1.1]
2

试述作者在遇见虎鲸过程中的心情变化。[2.1.1]

遇见虎鲸
的过程

我们终于遇
见大型鲸，
终于处在悬
崖边缘。

不敢奢望首次
遭遇的大型鲸
竟然会是它！

辨认是虎鲸后
的过度真实反
而拉开了真实，
越来越近的虎
鲸竟扑朔迷离
成黑白模糊的
梦境。

心情变化

3

文章运用了哪些修辞手法？举三个例子并说明其作用。[5.5.1]

4

我们应该如何与海洋动物和谐共处？提出你的看法。 [1.1.1] [1.3.1]

5

人猿

犀鸟

马来貘（m®）

鼠鹿

上图显示在马来西亚生长的动物。选取一种在马来西亚生长的稀有
动物，搜集相关资料，写一篇说明文。[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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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院 （节选）
（一）
起风了。我站在窗前发
愁，眼看着后院四棵橘子树和
从墙外探进身来的三棵野树
的所有树叶，都要落进我家游
泳池里了。那意味着绝望的劳
动，刚捞起一拨又来一拨，要
是鱼或者美元倒也罢了，与天
北岛
奋斗的结果竟是一堆烂树叶。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喜欢后院，与前边草
坪相反，它代表了某种私人空间。
我有时坐在后院的木摇椅上看摇荡的天
空。四年前我们搬进来时买的这摇椅，费了好大
劲儿才装起来。圆木支架的木纹随年代旋转，在
阳光下闪耀。戳（chuø）在那儿，怎么看怎么像
个崭新的绞刑架，坐在上面多少有点儿不安。如
今这摇椅被风雨染黑，落满尘土，很少再有人光
顾。
当初买这房子头一眼看中是游泳池，清澈碧
蓝，心向往之，连第二栋都没看就拍板成交了，
这恐怕在本城房产交易史上还是头一回。谁想到
这个游泳池可把我治了。除了入冬得捞出七棵树
上的所有树叶，还得捞出无数的蚂蚁飞蛾蜻蜓蚯
蚓蜗牛潮虫。特别是蜻蜓，大概把水面当成天空
了。这在空军有专业术语，叫“蓝色深渊”，
让所有飞行员犯怵 1 。除了天上飞的，还有水下
游的。有一种小虫双翅如桨，会潜水。要是头一
网没有捞着就歇着吧，它早一猛子扎向池底。

阅读指引

点出作者即便处在
“发愁”的境况里，
也不忘幽默。

作者坐在摇椅上，看
到的天空也跟着摇荡
起来。

“治”一般是坏人被
正义一方整治了。作
者倒过来说害虫落叶
把他“治”了，表示
他的无奈。
六种昆虫的名字一连
串一口气数出，不加
标点，以加强作者对
昆虫的厌烦程度，并
强调其数量之多。

潮虫
1

犯怵（ch≈）：胆怯；畏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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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有水下吸尘器可帮忙打扫游泳池底部，但任
何机器都得有人跟班。比如要掏空吸尘器网袋里
的脏东西，清洗过滤嘴，调整定时器，及时检修
动力及循环系统。
另外，水要保持酸碱平衡。先得测试，复
杂程度不亚于 2 化学实验室。用大小两个试管取
水，再用五种不同颜色的试剂倒腾来倒腾去，最
后根据结果在水里加酸兑 3 碱。这道程序还省不
了，否则就给你点儿颜色看看——变绿，绿得吓
人；变混，混得看不见底。池壁上长满青苔，虫
孽 4 滋生。前不久出门两周，由我父母看家，回
来游泳池快变成鱼塘了。
我们后院有一个巨大的蚂蚁王国，时不时
地攻打我们房子，特别是凄风苦雨天寒地冷的冬
天。先派侦察兵进屋探路，小小不言的，没在
意；于是集团军长驱直入，不得不动用大量的生
化武器一举歼灭 5 。有一种蚂蚁药相当阴损 6 ，
那铁盒里红果冻般的毒药想必甜滋滋的，插在蚁
路上，由成群结队的工蚁带回去孝敬蚁后——毒
死蚁后等于断子绝孙。这在理论上是对的。放置
了若干盒后，我按说明书上的预言掰 7 指头掐算
时间，可蚂蚁王国一点儿衰落的迹象都没有，反
而更加强盛了。我估摸 8 蚁后早有了抗药性 9 ，
说不定还上了瘾，离不开这饭后甜食了。人的同
情心有限，没听说哪儿成立了保护蚂蚁协会的。
就社会属性而言，蚂蚁跟我们人类最近。看过动
画片《蚂蚁雄兵》（Antz）后，我还真动了恻隐
之心。可紧接着蚂蚁大军杀将进来，只能铁下心
来。

2
3
4
5
6

不亚于：不次于。
兑（du¬）：掺和（多指液体）。
虫孽（ni˙）：这里指虫类造成的灾害。
歼（jiån）灭：消灭（敌人）。
阴损：阴险尖刻；暗地里损害。这里指阴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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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掰（båi）：用手把东西分开或折断。
估摸（g¨ mo）：估计。
抗药性： 某种病菌或病毒在含有药物的人
和动物体内逐渐产生抵抗药物的
能力，使药物失去原有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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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蚂蚁相反，蜘蛛代表了一个孤独而阴郁
的世界，多少有点儿像哲学家，靠那张严密的网
吃饭。它们能上能下，左右逢源，在犄角 10 旮
旯 11 、房檐枝头安身立命。那天来了个工人检修
游泳池，他打开池边的塑料圆盖，倒吸了口凉
气，狠狠地用改锥 12 戳死了个圆盖背后的住户。
他翻过来让我看，那蜘蛛腹部带红点。他说这
叫“黑寡妇”，巨毒，轻则半身不遂数日，重则
置人死地。
（二）
冬来春去，我们后院来了对燕子做窝，这
还是我女儿发现的。隔着玻璃拉门，只见房檐下
大兴土木。两只燕子加班加点，衔来泥土草根，
用唾液粘合在一起。这和我们吃的燕窝类似，不
同的是，正宗的燕窝是在海边绝壁上，建筑材料
都是小鱼。忙乎了一个星期，窝落成了。我是建
筑工人出身，出于同行间微妙的竞争心理，我
围着它转悠，不得不肃然起敬——这纯粹是嘴上
的功夫。虽说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阳台而
已，还得靠人类的屋檐遮风挡雨。
10
11
12

黑寡妇

“巨毒”一词虽简
短，但遣词却配合了
当时工人“倒吸了口
凉气”的情景，营造
惊悚感。

犄角：物体两个边沿相接的地方；棱角。
旮旯（gå lå）：角落。
改锥：螺丝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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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过程是静悄悄的，就像写诗，得克服
不良的急躁情绪。和那燕窝只一窗之隔，我伏在
电脑前，卡在破碎的诗句中。突然我女儿叫我下
楼——两只小燕子孵出来了。父母又忙乎起来，
衔食物飞上飞下。小燕子闭眼张着大嘴，凄声尖
叫。
真正威胁它们存在的是我们家的两只猫
哈库和玛塔。算起来，这两只猫折合成人的寿
命——正好“三十而立 13 ”。胸无大志，再说也
无鼠可抓。这个没有老鼠的世界是多么无聊啊！
美国猫聚到一起，准是一边打哈欠一边感叹。几
代下来，大概遗传基因早就蜕变了，见老鼠不但
没反应，说不定还会逃窜呢。哈库和玛塔整天呼
呼大睡，有时也出门溜达溜达。它们有自己的小
门，嵌在人的大门上。当人被防范之心阻隔时，
它们则出入自由。
要说它们才是后院真正的主人。在草坪如
厕，在泥土里打滚，到游泳池边喝水照镜子，上
板墙眺望日落。这两年哈库发福了，不再灵活。
而玛塔身手不凡，只轻轻一跃，就上了一人高的
板墙，再一跃就上了房。头两年，他们经常叼回
小鸟、蜻蜓、蚂蚱之类的活物邀功请赏，但迎头
就是一顿臭骂，甚至饱以老拳。大概在猫的眼
里，人类是毫无理性的。此后省了这道手续，自
个儿在外边吃点儿喝点儿算了。后院常发现麻雀
羽毛，即是证明。美国麻雀傻，一点儿也不像它
们的中国同胞。记得当年在北京西郊，百步开
外，我一举气枪，麻雀从电线上呼啦啦全都飞走
了。
而美国燕子不同，毕竟走南闯北，见多识
广。它们先勘测地形，把窝建在猫爪根本够不着
的地方。夏天来了，小燕子长大了，跟父母出门
学飞。眼见着这“阳台”对四口之家过于拥挤。

13

三十而立： 此句出自《论语·为政》，原句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用“而立”指人三十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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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它们全家出门，再也没回来，大概去寻
找更暖和的地方。我回到书桌前，心空空如也。
女主人出门了，由她照看的二十来棵玫瑰
紧跟着枯萎了。我本以为玫瑰是生命力极强的植
物，开起来没完没了。突然间，她们像灯一样全
都熄灭了，整个后院暗下来。我每隔一天拉着水
管子浇水。除了浇水，还要剪枝施肥喷洒杀虫
剂，总之得关怀备至才成。我本来就不喜欢玫
瑰——刺多，开起花来像谎言般可信，一不留神
划你道口子，疼得钻心。我常遭此暗算，尽量躲
远点儿。
玫瑰熄灭了，后院又被四棵橘子树照亮——
满树橘子黄灿灿的。不知是品种不好，还是照
顾不周，太酸，酸得倒牙 14 。只好让它们留在树
上，随风吹落，那些顽强的一直能熬到第二年夏
天，和下一代橘子会面。
后院西南角种了棵葡萄树，眼看快把支架
压垮了。葡萄秧是朋友给的，随手插在角落，没
当回事。谁想到悄然无声的，两年的工夫竟如此
这般。我担心有一天它顺着支架上房，铺天盖
地，把我们家房子压垮。再细看那些葡萄须子，
如官僚（li∫o）的小手，为攀升而死死抓住任何可
能。生长的欲望和权力相似，区别是权力不结果
子。葡萄熟了，一串串垂下来，沉甸甸的，根本
没人吃，让它们在树上烂掉。我想起三十年前背
诵过的食指 15 的诗“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
水 16 ⋯⋯”
天色阴下来。隔着窗户，我看见哈库正在
后院转悠。他太胖，腹部垂下来，但走起路有老
虎般的威严，昂首阔步，微微抖动皮毛。一阵狂
风，七棵树前仰后合，树叶和橘子纷纷落进游泳
池，吓得哈库一哆嗦 ，转身逃走。

14
15
16

倒（dço）牙：吃了较多的酸性食物，牙神经受过分刺激，咀嚼时感觉不舒服。
食指：原名敦路生（1948－），中国山东鱼台人。中国朦胧诗代表人物，被当代诗坛誉为“朦胧
诗鼻祖”。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此诗句出自食指的《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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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北岛（1949 －），原名赵振开。生于中国北京，祖籍中国浙江湖州。他是朦胧
诗代表人物之一，民间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办者。他曾一度旅居瑞典、美国
等七个国家，在世界上多个国家进行创作。他的著作包括诗集《北岛诗精编》
《陌生的海滩》、散文集《城门开》《午夜之门》、小说《波动》《归来的陌生
人》等，作品被译成 20 余种文字。

题解
本文取自北岛散文集《午夜之门》第二辑。文中的后院是指北岛
位于加州北部的小城戴维斯的住家后院。本文记载作者的生活片
段，叙述他家后院的点点滴滴。

理 解与探究
1

那意味着绝望的劳动，刚捞起一拨又来一拨，要是鱼或者美元倒也罢了，
与天奋斗的结果竟是一堆烂树叶。

你如何理解上面句子中的“绝望的劳动”。[2.1.1]
2

说出下列关联词语的作用，并用这些关联词语造句。[5.4.1]
除了入冬得捞出七棵树上的所有树叶，还得捞出无数的蚂蚁飞蛾蜻蜓
蚯蚓蜗牛潮虫。
（b） 虽说有水下吸尘器可帮忙打扫游泳池底部，但任何机器都得有人跟
班。
（c） 这道程序还省不了，否则就给你点儿颜色看看 ——  变绿，绿得吓人；
变混，混得看不见底。
（a）

3

作者在本文中多次运用比拟修辞手法，试举出三个例子，并说明其
作用。[5.5.1]

4

你认同本文以《后院》为题吗？说明你的看法。[1.3.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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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妮日记 （节选·有改动）
1943 年1月13日 星期三

外面可怕极了。不分白
天黑夜，更多的无辜的人被抓
走，他们身上除了一个帆布包
和一丁点儿钱就什么也没有
安妮·弗兰克
了。有时候就连这点东西在路
上也会被抢走。一个个家庭被分离，男人、女人
和孩子全都被强行分开。放学回来的孩子会看见
自己的爸爸妈妈没有了。买东西回来的女人看到
家里的门关着，家人消失了。
荷兰人的日子也并不如意，他们的儿子全
部都被送到了德国，人人都提心吊胆的。每天晚
上成百的飞机从荷兰的上空飞过，飞往德国的领
空，那儿的大地被无数枚炮弹炸开，在俄国和非
洲每一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没有人逃
得开这一切，整个地球迷漫在战火的硝烟中，虽
然盟军 1 渐渐地占了上风，可结束的日子还是没
有个盼头 2 。

1

2

炮弹

盟军： 即同盟国军队，又称反法西斯同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部分国家，如美国、苏
联、英国、法国、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为抵抗轴心国（轴心国
成员为德国、日本、意大利）的侵略而组成的联盟。
盼头： 指可能实现的良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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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10月 29 日 星期五

总的来说我还算很好，只是吃不下东西。
总有人跟我说：“你一脸病怏怏的样
子。”他们想方设法地让我吃东西，葡萄糖、鱼
肝油、酵母片和钙片全都用上了。我的神经也出
了问题，特别是一到周日我就感到很不舒服。天
空这么压抑，让我老是想睡，脑子像铅一样重。
外面没有鸟叫声，四周弥漫着死一般的寂静，好
3
像要被拖进十八层地狱     
。
每到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和玛戈特就会让
我一个人静一静。我里里外外、楼上楼下地乱
跑，像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儿，在黑暗中徒劳地撞
击着栅栏。“出去吧，笑一笑，吸一口新鲜的空
气。”脑子里经常出现这些想法，但我没有任何
反应，我只会到沙发椅上睡觉，好让时间过得再
快一些，让那种死寂和恐惧全都消失在睡眠中，
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制服它们的办法。

阅读指引

运用比喻写出一个少
女在战争中的孤独、
无助、恐惧的心理状
态。

1943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一晚

我甚至都怀疑战争能不能结束，世界能不
能和平。我把这八个人连同我们的“密室”看成
是一块蓝天，四周全是漆黑浓厚的乌云。我们所
处的这块狭小的地狱暂时是安全的，但旁边的乌
云越来越厚，而那个将我们和危险隔离开来的分
界线也越来越小。我们被危险和黑暗追杀着，无
处可逃，绝望而盲目的四处出击。往下看，人们
在厮杀，往上看，一片安宁和美丽。我们被巨大
的黑团围堵着，像铜墙铁臂般挡住了我们的出
路，让我们没办法上去。它非要置我们于死地，
只是暂时没有得逞（ch©ng）罢了。我只能哀号和
被辱：“噢，但愿能击退那个黑圈，给我们一条
生路吧！”

3

描写八个人躲在密
室，在黑暗和危险
中，渴望得到自由的
感受。反映当时的政
治背景，即纳粹者造
成的社会形态。

十八层地狱：佛教指作恶的人死后受苦的地方。这里指极端痛苦黑暗的境地。

52
KPM

第三单元 生命颂歌

1944 年 2 月 12 日 星期六

明媚的阳光，湛蓝的天空，加上凉爽的微
风，我很希望，甚至于渴望，渴望得到所有。
我想说话，我渴望自由，渴望交朋友，想
一个人安静地待着，我又有点想⋯⋯哭！我认为
自己就要崩溃了，我明白哭出来会好受一些的，
但我不能。我很不安，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
房间，透过密封的窗户呼吸，感觉着自己的心
跳，它仿佛在说：“你怎么就不能实现我的渴望
呢？”我认为那是我心灵的春天，好像是春天正
在苏醒，我从肉体到灵魂都感受到它的存在。

德国人虽然束缚了少
女享受阳光，安然生
活的自由，但却无法
剥夺她对自由的渴
望。

1944 年 5 月 3 日 星期三

我很失落，但还不至于绝望；我认为我们
的避难是一场充满危机的冒险，温馨而有趣。我
在日记里多次提及我们的匮乏，我现在已经决心
要过一种不同于其他女孩的生活，将来也要做非
同凡响的家庭主妇。我的起点就充满了这么大的
诱惑力，那是我要以微笑和幽默应对最危险时刻
的缘由。我年轻，我还蕴藏着巨大的潜能；我年
轻、坚强，正经历着一次波澜起伏的冒险旅程；
我正在旅途中，是不可以整天怨天尤人的。我已
经得到了许多，诸如无数的欢乐和力量。每天我
都觉得我的心灵在成长，自由自在，大自然如此
神奇，我周围的人这么好，这样的旅程不乏趣
味！那么，我又为何要让自己绝望呢？

作者在密室中认识到
自己可以成为情绪的
主宰者，而不受绝境
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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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6 月 15 日 星期四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很久没有接触外面
的世界，所以自己对大自然的一切都很迷恋。我
还能很清楚地记得蔚蓝的天空，小鸟的歌唱，那
些让我陶醉的月光和鲜花的岁月，但自从我来到
这里，那一切都消失了。比如在五旬节 4 期间，
天气非常暖和，我会在某个晚上特意等到十一点
半，想独自好好欣赏一番月亮。可惜呀，一切心
思都白费了，因为那晚的月光实在是太亮了，而
我不敢把窗户打开。还有一次，是几个月前的
事，有天晚上我正好就在在楼上，当时窗户是打
开的，我就在那儿一直等到必须关上窗户为止。
幽暗多雨的夜晚，极大的风，飞逝的流云，这一
切让我沉溺于它们的力量中。那次也是一年半以
来我第一次看夜景。那晚过后，我对它的渴望已
经胜过了对盗贼、老鼠和空袭的恐惧。我会独自
跑到楼下隔着厨房和私人办公室的窗户静静欣
赏。

4

五旬（x√n）节：犹太民族庆祝收割开始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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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突出“我”对和
平、自由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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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热爱大自然，有时甚至会睡在
户外，监狱和医院里的人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自
由地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明明是贫富都能分享的
大自然，但很少有人会像我们这样被残忍地无情
的与它隔绝。遥望天空，云彩、月亮和星星可以
让我镇定和忍耐，我不是在妄想。它是比拔地
麻 5 和溴 （xi≈）都更有效的药。大自然母亲让我
觉得自己的渺小，让我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打击。
哎，可惜除了极少的例外，绝大部分时候我只可
以通过满是灰尘的纱窗网欣赏大自然。现在再看
已经没有那种韵味了，因为大自然是纯洁的，不
应该掺入任何杂质的。

拔地麻

1944 年 7 月 15 日 星期六

我到现在还没有抛弃全部的理想真是个奇
迹，尽管它们看上去那么可笑，几乎脱离现实。
但我要留住它们，因为无论如何，我还是相信人
类本性是善良的。我当然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建立
在由困惑、悲伤和死亡建构的基础上。我眼中的
世界渐渐地蜕变成一片荒野，我听见接连不停的
雷鸣般的指责声，那可能会将我们毁灭，我能感
受到无数人正经历着的苦难，可是，假如我仰望
天空，我相信所有的都会变好的，相信这样的残
酷早晚会结束，相信和平和安宁终会回来的。还
有，我必须坚持自己的理想，因为实现它们的时
机可能已经来临。

体现作者在绝境中仍
然努力探索人性，使
自己的思想更成熟，
进而产生独立的人
格。

（姜春香  译）
5

拔地麻： 一种药材，又称作缬（xiƒ）草、满山香、甘松、七里香、小救驾。具有宁心安神的效
果，临床多用于治疗神经衰弱、失眠和癔（y¬）病及情绪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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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文补给站
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间：1939 年 9 月1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
地点：欧洲、非洲、 太平洋 、中东、亚洲、地中海
参战部队：同盟国（中、英、美等国）、轴心国（德、意、日）
战争结果：同盟国获胜
大战导火线： 1920 年代爆发的经济大恐慌导致极权政治兴起，崛起的德国法西

斯以及纳粹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迅速向外扩张。国际联盟没有武
力，又缺少英、法、美大国支持，无力制裁侵略国，无法有效维
护国际秩序，加速了战争的爆发。
进程： （a） 爆发 1939 年 9 月，德国进攻波兰，二战爆发。
（b） 扩大 1941 年 6 月，德军突击苏联。1941 年 12 月，日军突袭
美国珍珠港。
（c） 转折 1942 年，同盟国开始反击，其中主要战役有“中途岛
海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战役”。
（d） 胜利 1943  年至 1945 年，意、德、日先后投降。
格陵兰岛

格陵兰岛
美国

美国

苏联
英国

加拿大

加拿大

太
美国

大

中国

西

墨西哥

美国

平

印度

洋

大
西

墨西哥

洋

洋
轴心国及其侵占
和控制地区

印度洋

巴西

南非

奥大利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世界形势（1942 年）

1942年10月同盟
国家及其控制地区
1942年苏联
收复的地区
盟军在北非的
登陆地点

图参考自杨亮编著的《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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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安妮·弗兰克 （1929－ 1945），德国犹太裔少女。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为逃避纳粹大屠杀，安妮一家到荷兰避难。随后不久，中立的荷兰也被德
军占领。从 1942 年 7 月到1944 年 8 月，安妮等人一直躲藏在阿姆斯特丹一所房
子的密室里。随着盟军捷报频传，安妮一家一度深信苦尽甘来的日子不远，不
料盖世太保（德国纳粹时期的秘密警察）却先一步得到密报，将他们抓进集中
营。隔年安妮因伤寒在集中营里病逝，此时距离德军投降仅一个星期。安妮的
父亲奥托是八人中唯一的幸存者，1947 年，他将女儿的日记整理出版。

题解
作者13 岁生日时，因礼物中有一本日记本，而开始写日记。本文
即选自《安妮日记》（英文：Anne Frank: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安妮日记》主要记叙了作者于 1942 年 6 月 12 日到 1944 年 8 月 1 日
的生活经历，内容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读者往往能够从安妮毫
无雕琢的抒情与议论中，贴近那段煎熬颠簸的烽火岁月。本文所
选的七则日记，突出地表现了安妮在不幸生活中对自由的渴望、
对梦想的追求、对生活的思考，既让我们明白了和平的美好，也
启发我们对生命真谛的追求。

理 解与赏析
1

分组讨论《安妮日记》的内容大意并找出主题。[1.1.1] [2.1.1]

2

安妮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却没有想到过仇恨和报复，只希望
人类永远不再有战争。她为什么这样想？[2.1.1]

3

从日记中，你认为安妮是个怎样的女孩？[2.1.1]

4

写一篇日记，叙述你在生活上所面对的难题。[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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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克服惰性
阅读指引

你也许要问：怎样才可以
克服自己的惰性而把自己推动起
来？
当然，惰性实在是很不容
易克服的一件东西。
没有多少人不懒惰，那些
勤奋的人，都是一些意志的力量
罗兰
在推动他的。
所以，我们不妨说：“意志是克服惰性的
一种力量。”而这意志的形成，是要靠一个值得
追求的目标。有这个目标在那里等待我们去达
到，我们就会觉得有理由把自己发动。
俗话说：“人不为利，谁肯早起？”
“利”是目的之一，喜欢“利”的人，自
然会为了追求“利”而让自己早起。当然，世
上不是人人都喜欢“利”的，即使人人都喜欢
“利”，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把“利”当做最值
得追求的目标。
那么，把什么来代入这个“利”，这就要
看我们自己的理想或喜好了！
因此，如要克服自己的惰性，先要为自己
建立一个理想的目标。
问问自己，你要得到什么？你最喜欢最向
往的东西是什么？你先在心里为自己找到这个答
案。也许，你喜欢发财。也许你喜欢发了财之
后，为自己弄一片果园。也许你打算出国，也许
你想参加高考，也许你想成为音乐家、画家或作
家。那么，等你确定了你的目标之后，你会发现
生活中有许多项目突然变得有意义起来，而另外
又有些项目突然变得不重要起来。那时，你就会
找到一些可以把自己发动的力量，让自己不再那
么毫无目的地懒惰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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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疑问，引起读者
深思，为引出下文的
说明对象作铺垫。

引用俗语具体说明
“有目标”就会“把
自己发动”。

“克服惰性”的方法
之一。
运用两个设问句，能
引人注意，启发思
考，并起到承上启下
的作用。运用排比
句，使文章的节奏感
加强，条理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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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是大目标，有时未免觉得遥远，
而且太过抽象。那么，我们不妨把大目标确立之
后，再给自己定立一些小目标。
比如你想存钱为自己买一片果园，那么你
先要把存钱的方法找到。所谓存钱，当然一方面
是开源，一方面是节流。开源的方法是工作，节
流的方法是多勤劳，少游荡。这个小目标确立之
后，你会开始觉得早晨一定要早起，才可以免得
把时间浪费在床上，而利用这个时间，你可以去
送报纸、送牛奶，或自己取代家里工人的职务去
整理庭园。
于是，你觉得早起有了意义。以前，你会
觉得早起也没有事，或不知道从何着手去做事。
而当你有了目标之后，你在起身之前，就已经知
道起来之后该忙些什么，你就会很顺利地把自己
从床上拉起来，去做事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想在学问上有点成就，
那么，你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只有用功读书。
于是，你就可以开始找一些你应该读的书放在桌
上，排出次序，一样样地去读，这样你自然就愿
意尽量利用时间去读、去记、去写。而不会只在
心里着急，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是。

用“存钱”和“求学
问”为例，说明小目
标要如何达成，增强
说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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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目标，是帮助自己克服惰性的方法之
一。除此之外，要设法给自己找一点可以鼓励自
己的力量。因为成功的路途是很漫长的，在这漫
长的途中，如果缺少鼓励，就不容易把兴趣长远
维持下去。而这鼓励的力量，也要看你所要追求
的是什么而定。你想存钱的话，自然以银行的存
折最能使你得到安慰和鼓励。如是其他，那么，
像互相勉励的朋友、自己工作的成绩、师长的奖
励等等。要留神给自己安排一点这一类的机会。
明确的目标，和适当的鼓励，可以使我们
进取得快些、顺利些。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我们自己时常在
心中反复记住一句话：
“人生很短，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允许我们
浪费！”
西哲 1 说：“要活得好像明天就要死去一
样。”
这话真的有着不凡的催逼的力量，谁也不
知道哪一天是自己的生命终站。
多数人都预期自己可以活到一百岁，因此
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慢慢腾腾，不慌
不忙。
而认真生活的人，常会相信，只有自己可
以掌握的这短暂的现在，是他靠得住的寿命。因
此他尽量地利用他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去推动
他自己。
生命不浪费，成功的机会就多了。

“克服惰性”的方法
之二。

笔锋一转，阐明自己
对生命的看法：人的
生命是短暂的。警戒
人们不应该浪费时
间，要充分地利用生
命中的每分每秒去提
升自己，达成人生目
标。

作 者简介
罗兰（1919－2015），原名靳佩芬。出生于中国河北。罗兰从事音乐教育及广播
工作多年，她的文章多阐述人生哲理，让人读起来有激励、温馨的感觉。她著
有小语、散文、长短篇小说多种，如《罗兰小语》《罗兰散文》等。

1

西哲：指西方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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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惰性”就是消极而又不想改变生活与工作习惯的倾向。本文属于说明文，主
要阐明克服惰性的方法。

理 解与赏析
1
2

根据本文，人要如何才能克服惰性？[2.1.1.]
要活得好像明天就要死去一样。

你认同这句话吗？为什么？[1.3.1] [2.1.1]
3

除了作者提及的看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惰性？分组讨论并
报告讨论的结果。[1.1.1]

4

以“如何克服本身的弱点”为题，习写一篇说明文。字数不少于
250 字。[3.2.4]

词句品味 • 积累
1. 另外，水要保持酸碱平衡。先得测试，复杂程度不亚于化学实验室。用大小

两个试管取水，再用五种不同颜色的试剂倒腾来倒腾去，最后根据结果在水
里加酸兑碱。这道程序还省不了，否则就给你点儿颜色看看——变绿，绿得
吓人；变混，混得看不见底。池壁上长满青苔，虫孽滋生。《后院》
词句品味： 详写打理游泳池的过程以对比当初买房子时的“心向往之”，
形象地带出现实与想象的差距，引人深思。
2. (a) 我们被危险和黑暗追杀着，无处可逃，绝望而盲目的四处出击。

 	 (b) 我很失落，但还不至于绝望；我认为我们的避难是一场充满危机的冒险，
温馨而有趣。《安妮日记》
词句品味： 第一个“绝望”是对找不到战争的根源、战争不能避免、人与
人不能和谐相处表示失望；第二个“绝望”是指对生活失去信
心，对未来失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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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共赏

[4.2.1]

苏菲的世界 （节选）
伊甸 （di∂n） 园
⋯⋯在某个时刻事物必然从无到有⋯⋯
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

苏菲放学回家了。有一段路她和乔安同行，她们谈着有关机器人
的问题。乔安认为人的脑子就像一部很先进的电脑，这点苏菲并不太赞
同。她想：人应该不只是一台机器吧？她们走到超市那儿就分手了。苏
菲住在市郊，那一带面积辽阔，花木扶疏。苏菲家位于外围，走到学校
的距离是乔安家的一倍，附近除了她家的园子之外，没有其他住家，因
此看起来她们仿佛住在世界尽头似的。再过去，就是森林了。
苏菲转了个弯，走到苜蓿（m≈ xu）巷路上。路尽头有一个急转弯，
人们称之为“船长弯”。除了周六、周日的时候，人们很少打这儿经
过。
正是五月初的时节。有些人家的园子里，水仙花已经一丛丛开满了
果树的四周，赤杨树也已经长出了嫩绿的叶子。
每年到这个时节，万物总是充满了生机。这岂不是一件奇妙的事
吗？当天气变暖，积雪融尽时，千千万万的花草树木便陡 （dœu）地自
荒枯的大地上生长起来了。这是什么力量造成的呢？苏菲打开花园的门
时，看了看信箱。里面通常有许多垃圾邮件和一些写给她妈妈的大信
封。她总是把它们堆在厨房的桌子上，然后走上楼到房间做功课。
偶尔，也会有一些银行寄给她爸爸的信。不过，苏菲的爸爸跟别人
不太一样。他是一艘大油轮的船长，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外面。难得有几
个星期在家时，他会上上下下细心打点，为苏菲母女俩把房子整理得漂
亮舒适。不过，当他出海后，却显得离她们遥远无比。
今天，信箱里却只有一封信，而且是写给苏菲的。信封上写着：
“苜蓿路三号，苏菲收”。只此而已，没有写寄信人的名字，也没贴邮
票。
苏菲随手把门带上后，便拆开了信封。里面只有一小张约莫跟信
封一样大小的纸，上面写着：你是谁？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没有问
候的话，也没有回信地址，只有这三个手写的字，后面是一个大大的问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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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再看看信封。没错，信是写给她的。但又是谁把它放在信箱里
的呢？苏菲快步走进她家那栋漆成红色的房子里。当她正要把房门带上
时，她的猫咪雪儿一如往常般悄悄自树丛中走出，跳到门前的台阶上，
一溜烟就钻了进来。
“猫咪，猫咪，猫咪！”苏菲的妈妈心情不好时，总是把他们家
称为“动物园”。事实上，苏菲也的确养了许多心爱的动物。一开始时
是三只金鱼：金冠、小红帽和黑水手。然后她又养了两只鹦哥，名叫史
密特和史穆尔，然后是名叫葛文的乌龟，最后则是猫咪雪儿。这些都是
爸妈买给她作伴的。因为妈妈总是很晚才下班回家，而爸爸又常航行四
海。苏菲把书包丢在地板上，为雪儿盛了一碗猫食。然后她便坐在厨房
的高脚椅上，手中仍拿着那封神秘的信。
你是谁？她怎么会知道？不用说，她的名字叫苏菲，但那个叫做苏
菲的人又是谁呢？她还没有想出来。
如果她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呢？比方说，如果她叫做安妮的话，她
会不会变成别人？这使她想起爸爸原本要将她取名为莉莉。她试着想象
自己与别人握手，并且介绍自己名叫莉莉的情景，但却觉得好像很不对
劲，像是别人在自我介绍一般。
她跳起来，走进浴室，手里拿着那封奇怪的信。她站在镜子前面，
凝视着自己的眼睛。“我的名字叫莉莉。”她说。
镜中的女孩却连眼睛也不眨一下。无论苏菲做什么，她都依样画葫
芦（h√ lu）。苏菲飞快地做了一个动作，想使镜中的影像追赶不及，但
那个女孩却和她一般的敏捷。
“你是谁？”苏菲问。
63
KPM

第三单元 生命颂歌

镜中人也不回答。有一刹那，她觉得迷惑，弄不清刚才问问题的到
底是她，还是镜中的影像。
苏菲用食指点着镜中的鼻子，说：“你是我。”对方依旧没有反
应。于是她将句子颠倒过来，说：“我是你。”苏菲对自己的长相常常
不太满意。时常有人对她说她那一双杏眼很漂亮，但这可能只是因为她
的鼻子太小，嘴巴有点太大的缘故。还有，她的耳朵也太靠近眼睛了。
最糟糕的是她有一头直发，简直没办法打扮。有时她的爸爸在听完一首
德彪（biåo）西的曲子之后会摸摸她的头发，叫她：“亚麻色头发的女
孩。”（编按：为德彪西钢琴“前奏曲”之曲名）对他来说，这当然没
有什么不好，因为这头直板板的深色头发不是长在他的头上，他无需忍
受那种感觉。不管泡沫胶或造型发胶都无济于事。有时她觉得自己好
丑，一定是出生时变了形的缘故。以前妈妈总是念叨她当年生苏菲时难
产的情况，不过，难道这样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长相吗？她居然不知道
自己是谁，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她也没有一点权利选择自己的长相，这
不是太不合理了吗？这些事情都是她不得不接受的。也许她可以选择交
什么朋友，但却不能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人。她甚至不曾选择要做人。
人是什么？她再度抬起头，看看镜中的女孩。
“我要上楼去做生物课的作业了。”她说，语气中几乎有些歉
意。她很快走到了走廊。一到这儿，她想：“不，我还是到花园去好
了。”“猫咪！猫咪！猫咪！”苏菲追猫追到门阶上，并且随手关上了
前门。当她拿着那封神秘的信，站在花园中的石子路上时，那种奇怪的
感觉又浮现了。她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在仙子的魔棒挥舞之下，突然被赋
予了生命的玩具娃娃。她现在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四处漫游，从事奇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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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这不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吗？雪儿轻巧地跳过石子路，滑进了浓
密的红醋栗树丛中。它是一只活泼的猫，毛色光滑，全身上下从白色的
胡须到左右摇动的尾巴都充满了蓬勃的生气。它此刻也在这园子中，但
却未像苏菲一样意识到这件事实。
当苏菲开始思考有关活着这件事时，她也开始意识到她不会永远活
着。
她想：“我现在是活在这世上，但有一天我会死去。”人死之后还
会有生命吗？这个问题猫咪也不会去想。这倒是它的福气。
苏菲的祖母不久前才去世。有六个多月的时间，苏菲天天都想念
她。生命为何要结束呢？这是多么不公平呀！苏菲站在石子路上想着。
她努力思考活着的意义，好让自己忘掉她不会永远活着这件事。然而，
这实在不太可能。现在，只要她一专心思索活着这件事，脑海中便会马
上浮现死亡的念头。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唯有清晰地意识到有一天她终
将死去，她才能够体会活在世上是多么美好。这两件事就像钱币的正反
两面，被她不断翻来转去，当一面变得更大、更清晰时，另外一面也随
之变得大而清晰。生与死正是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人终将死去，就不能体会活着的滋味。”她
想。然而，同样的，如果你不认为活着是多么奇妙而不可思议的事时，
你也无法体认你必须要死去的事实。
苏菲记得那天医生说告诉祖母她生病了时，祖母说过同样的话。她
说：“现在我才体认到生命是何等可贵。”大多数人总是要等到生病后
才了解，能够活着是何等的福气。
这是多么悲哀的事！
（萧宝森  译）

脑筋 动一动
① 本文有哪些句子让你印象深刻？为什么？
② 苏菲是怎样的女孩？举例说明。

悦读书房

阅读书房

《苏菲的世界》（英文：Sophie's World）是二十世纪最畅
销的哲学小说，它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彻底打破人们对
哲学的刻板印象。作者还巧妙地揉合了三种经典的叙事模
式：推理、书信和师生问答，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西方哲学
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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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推荐阅读

春日偶成
〔宋〕程颢（h∂o）
这首诗是程颢任陕西鄠（h≈）县主簿时春日郊游，即景
生情写下来的。诗人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风和日丽的
春日景色。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诗歌描写了风和
日丽的春日景色，抒发了春日郊游的愉快心情。全诗写
出了诗人怀念少年时在故乡时的事情，表达了诗人心中
对少年时代以及对故乡前川的怀念。

云淡 1 风轻近午天 2 ，
傍花随柳 3 过前川。
时人 4 不识余 5 心乐，
将谓 6 偷闲 7 学少年。

1
2
3

云淡：云层淡薄，指晴朗的天气。
午天：中午。
傍花随柳：傍随于花柳之间。傍，一作“望”，
意指靠近、依靠。随，沿着。

4
5
6
7

时人：一作“旁人”。
余：一作“予”，意指我。
将谓：就以为。将，乃、于是、就。
偷闲：忙中抽出空闲的时间。

（资料参考自徐有富撰的《千家诗赏析》与刘文青主编的《千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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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 元

爱与
思念
南风吹其心，摇摇为谁吐？
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
—— 王冕《墨萱图·其一》

万物以爱为本。因爱而
快乐，因爱而幸福，因爱而思
念。思念随着离别而来，化作
牵挂，凝成羁绊。心有羁绊的
人，知晓思念并非是经纬上横
与跨的空间计算；并非是日历
上月与年的时间计算，而是心
与心的交流，感情的升华。
通过本单元，学习直接
抒情与间接抒情的写作手法。
此外，还要体会句子的感情，
理解句子的含义。

67
KPM

第四单元 爱与思念

课前暖身
爱是什么？用简洁的话语来诠释。

一、金丝猿

（宋濂）

阅读指引

武平 1 产猿，猿毛若金丝，闪闪可观。猿子
尤 2 奇，性可驯，然不离母。
母黠 （xi∫） ，不可致，猎人以毒傅 3 矢，
伺 4 母间 5 射之，母度 （duπ） 不能生，洒乳于林
饮 6 子，洒已 7 气绝。
猎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即悲鸣而下，敛
手就制 8 ；每夕必寝皮乃安 9 ，甚者辄抱皮跳掷
而毙。
嗟夫！猿且知有母，不爱 10 其死，况人也
耶？

1
2
3
4
5
6

武平：地名，今中国福建武平县。
尤：更加。
傅：通“附”，附着。这里指涂。
伺：观察；等待空隙。
间（ji∂n）：原指间隙。这里借指疏忽。
饮（y¬n）：给⋯⋯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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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即便到了生命的尽
头，猿母仍旧一心为
孩子着想，突显母爱
的伟大。
表现猎人的冷酷无情
与突出猿猴母子生死
与共之情。
最后一段从叙述转抒
情，以反问句警醒人
们应有孝敬父母的
心。

已：完。
敛手就制：束手被制服。敛手，束手。就制，
制服。
安：安睡。
爱：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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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宋濂 （1310 － 1381），字景濂，号潜溪。原籍明朝浙江潜溪，徙居浦江。文学
家，官至翰林学士。明朝的礼乐制度，大部分是经他制定的。他坚持散文要明
道致用、宗经师古，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他著有《宋文宪公全集》《龙
门子凝道记》《浦阳人物记》《元史》等书。

题解
《金丝猿》原名《猿说》。本文通过描写母猿舍弃性命来保全小猿猴以及小猿
猴痛失至亲的哀恸（t®ng）场景，刻画了猿猴情深义重和猎人阴险冷酷的形象，
启发人们：人应该比其他动物更懂得亲子之爱。

理 解与探究
1

利用工具书，写出下面句子中画线字词的含义。[2.2.1] [5.3.1]
（a）猿毛若金丝，闪闪可观。
（b）母黠，不可致。
（c）母度不能生。

2

小猿猴的奇特表现在什么地方？[2.2.1]

3

从哪件事可以看出母猿非常疼爱她的孩子？[2.2.1]

4

猎人如何捉拿小猿猴？[2.2.1]

5

试述本文的主旨。[2.2.1]

6

将下面句子译成现代汉语。[2.2.1]
（a）猿子尤奇，性可驯，然不离母。
（b）猎人以毒傅矢，伺母间射之。
（c）洒乳于林饮子，洒已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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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园落日
阅读指引

很久以来，我都有种感
觉：同是那个太阳，落日比朝
阳更富爱心。
说不清楚这是因为什么，
当然也可能是眼睁睁看它又带
走一份岁月，英雄终将迟暮的
惺惺惜惺惺，想到死的同时就
莫怀戚
想到了爱。
这么说着，我想起已到过许多地方，见过
各种落日。
戈壁 1 落日很大，泛黄古旧，半透明，边缘
清晰如纸剪。此时起了风。西北一有风则苍劲。
芨芨草 2 用力贴紧了地，细沙水汽一般游走，从
太阳那边扑面而来，所以感到风因太阳而起。恍
惚之间，太阳说没了就没了，一身鬼气。
云海落日则很飘忽又很柔曼，似一颗少女
心。落呀落，落到深渊了吧，突然又在半空高
悬，再突然又整个不见了，一夜之后从背后起
来。它的颜色也是变化的——我甚至见过紫色的
太阳。那时候连那太阳是否属实都没有把握。
平原落日总是一成不变地渐渐接近地平
线，被模糊的土地浸润似的吞食。吞到一半，人
没了耐心，扭头走开。再回头，什么都没啦：一
粒种子种进了地里。

1

2

开篇紧扣“落日”二
字，写出了作者的感
受：落日比朝阳更富
爱心，为下文作铺
垫。
紧接着展示戈壁落日
的一身鬼气、云海落
日的飘忽柔曼、平原
落日的一成不变以及
大海落日，为后文写
家园落日作铺垫，营
造浓烈的抒情氛围。

戈壁沙漠景观

芨芨草

戈壁： 蒙古语。指地面几乎被粗沙、砾石所覆盖，植物稀少的荒漠地带。这里指戈壁沙漠，是
世界上巨大的荒漠与半荒漠地区之一，绵亘在中亚浩瀚的大地，跨越蒙古和中国广袤的
空间。
芨芨草（jˆ jˆ cço）： 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狭长，花淡绿或紫色。生长在碱性土壤的草滩上，是
良好的固沙耐碱植物。可做饲料，也可编织筐、篓、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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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海落日是在美国。或许因为是别人的
太阳，总感到它的生命不遂意：你无论如何也看
不到太阳是怎样浸进海水的，隔得还有一巴掌高
吧，突然就粘在了一起——趁你眨眼的时候。这
时美国朋友便骄傲地说：“看，一颗水球在辉煌
地接纳火球了。”我说：“唔，唔唔。”
说到底，我看得最多的，还是浅缓起伏的
田野之上的落日，说起它就想起庄稼和回家的落
日，普通得就像一个人。在我居住的中国川东，
就是这种太阳。
我常常单骑出行，驻足国道，倚车贪看丘
陵落日。那地势的曲线是多层的，颜色也一一过
渡，从青翠到浓绿，从浓绿到黛青，而最近夕阳
之处一派乳白，那是盆地 3 特有的雾霭。
似乎一下子静了一阵，太阳就这样下来
了，红得很温和，柔软得像泡过水，让我无端想
起少女的红唇 。
有时候有如带的云霞绕在它的腰际，有时
候是罗伞般的黄桷树 4 成了它的托盘，农舍顶上
如缕的炊烟飘进去，化掉了。竹林在风中摇曳，
有时也摇进去了。
当路人不顾这一切时，我很焦急，很想
说：“喂，看哪！”

3
4

三个“唔”字与美国
朋友的骄傲介绍形成
对比，彰显作者的不
在意与不认同。紧接
着，笔锋一转，直奔
主题，描绘家园落日
的奇观，赞美家园落
日之美。

黄桷树

表现出“我”急于与
他人分享家乡落日美
景的心情。

盆地：被山或高地环绕的平地。
黄桷（juƒ）树： 又名黄葛树、大叶榕树、马尾榕，为桑科黄桷树属高大落叶乔木。其茎干粗壮，
树形奇特，悬根露爪，蜿蜒交错，古态盎然。枝杈密集，大枝横伸，小枝斜出虬
（qi√）曲。树叶茂密，叶片油绿光亮。寿命很长，百年以上的大树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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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小狗在落日里追逐；老牛在落日里舐
犊 ⋯⋯有一天有一个老农夹在两匹马之间，在
光滑的山脊上走进了太阳。马驮（tuπ）着驮子 6 。
老农因为老了，上坡时就抓着前面的马尾巴。后
面的马看见了，就将自己的尾巴不停地摇着。
我不禁热泪盈眶，一种无法描述的爱浸透
全身。
这个迟暮的老农，他随心所欲的自在旷达
让我羞愧⋯⋯我突然想到就人生而言，迟暮只有
一瞬，长的只是对迟暮的忧虑而已。
这个起伏田野上的落日啊⋯⋯我曾经反复
思索这种落日为什么特别丰富——曲线？层次？
人物活动？抑或角度的众多？
最终承认：仅仅因为它是家园落日。
家园！这个毫无新意的单纯的话题！
家园的感觉何以如此？说不清。譬如在我
生长的重庆——我心知凡是它能给予我的，其他
地方也能给予。然而一切的给予，又都代替不了
家园。
关于这个，一切的学术解释都是肤浅、似
是而非的。只能说：家园就是家园。而人在家园
看落日，万种感觉也许变幻不定，有一种感觉却
生死如一：那才是我的太阳啊。
5

5
6

舐犊（sh¬ d√）：老牛用舌头舔小牛。后用来比喻疼爱子女。
驮子（du®  zi）：牲口驮着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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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于斯，长于
斯，因此在作者看
来，“普通得就像一
个人”的丘陵落日也
就有了独特而丰富的
内涵，正如杜甫的名
句“月是故乡明”，
看似无理，却最能打
动人心。
对作者来说，家园的
落日不仅仅是家乡的
象征，更是作者情感
的寄托，心灵的归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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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莫怀戚 （1951－ 2014），笔名周平安、章大明。中国重庆人。他的散文精致唯
美，韵味深厚。他的文字张弛有度，含蓄隽永，饱含诗意，典雅庄重。他的主
要作品有《散步》《透支时代》《大律师现实录》等。

题解
《家园落日》以落日作为抒情的线索，通过描述其它地方的落日，如戈壁落
日、云海落日、平原落日和大海落日来反衬家园落日之美，表达了对家乡的无
限眷恋。

理 解与探究
1

作者笔下的落日各具特色，用图表和简洁的语言来概括五个不同
地点的落日及其特色。[2.1.1]

2

为什么作者用了好几段来描述其他地方的落日？[2.1.1]

3

作者从哪几个角度描写家园落日？他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描写家
园落日的用意是什么？[2.1.1]

4

当路人不顾这一切时，我很焦急，很想说：“喂，看哪！”

上面句子中的“这一切”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我”很焦急？[2.1.1]
5

我不禁热泪盈眶；一种无法描述的爱浸透全身。

根据上面句子，回答下列问题。[2.1.1] [5.3.1]
（a）我“热泪盈眶”的原因是什么？
（b）“无法描述的爱”指的是对什么的爱？

6

本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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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苦瓜
阅读指引

原来我家有个小院，院里
可以种些花草和蔬菜。这些活
儿，都是母亲特别喜欢做的。
把那些花草蔬菜侍弄得姹紫嫣
红，像是给自己的儿女收拾得
眉清目秀、招人眼目，母亲的
肖复兴
心里很舒坦。
那时，母亲每年都特别喜欢种苦瓜。其
实，这么说并不准确，是我特别喜欢苦瓜。刚
开始，是我从别人家里要回苦瓜籽，给母亲种，
并对她说：“这玩意儿特别好玩，皮是绿的，里
面的瓤 1 和籽是红的！”我之所以喜欢苦瓜，最
初的原因就是它里面的瓤和籽格外吸引我。苦瓜
结在架上，母亲一直不摘，就让它们那么老着，
一直挂到秋风起时。越老，它们里面的瓤和籽越
红，红得像玛瑙 2 、像热血、像燃烧了一天的落
日。当我掰开苦瓜，兴奋地托起这两片像船一样
而盛满了鲜红欲滴的瓤和籽的瓜时，母亲总要
眯缝起昏花的老眼看着，露出和我一样喜出望外
的神情，仿佛那是她的杰作，是她才能给予我的
3
欧·亨利    
式的意外结尾，让我看到苦瓜最终具
有了这一落日般的血红和辉煌。
以后，我发现苦瓜做菜其实很好吃。无论
做汤，还是炒肉，都有一种清苦味。那苦味，格
外别致，既不会传染给肉或别的菜，又有一种苦
中蕴含的清香和苦味淡去的清新。
1
2

3

瓤（ráng）：瓜果皮里包着种子的肉或瓣儿。
玛瑙：一种玉石，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有各种颜色，
多呈层状或环状，质地坚硬耐磨，可用作磨具、
仪表轴承等，也用来做贵重的装饰品。
欧·亨利：英文名 O. Henry（1862－ 1910），原名 William
Sydney Porter 。美国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
构思精巧，风格独特，以表现美国中下层人
民的生活、语言幽默、结局出人意料而闻名
于世，即“欧·亨利式结尾”。

74
KPM

红色的玛瑙

母亲因为孩子开心而
开心，表达了母亲对
儿子的疼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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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喜欢院里母亲种的苦瓜一样，我喜欢上
了苦瓜这一道菜。每年夏天，母亲经常都会从
小院里摘下沾着露水珠的鲜嫩的苦瓜，给我炒
一盘苦瓜青椒肉丝。它成了我家夏日饭桌上一
道经久不衰的家常菜。
自从这之后，再见不到苦瓜瓤和籽鲜红欲
滴的时候了，是因为再等不到那时候了。
这样的菜，一直吃到我离开了小院，搬进
了楼房。住进楼房，依然爱吃这样的菜，只是
再吃不到母亲亲手种、亲手摘的苦瓜了。只能
吃母亲亲手炒的苦瓜了。
一直吃到母亲六年前去世。
如今，依然爱吃这样的菜，只是母亲再也
不能为我亲手到厨房去将青嫩的苦瓜切成丝，
再掂（diån）起炒锅亲手将它炒熟，端上自家的
餐桌了。
因为常吃苦瓜，便常常想起母亲。其实，
母亲并不爱吃苦瓜。除了头几次，在我一再的
怂恿 4 下，勉强动了几筷子，皱起眉头，便不再
问津。母亲实在忍受不了那股异样的苦味。她
说过，苦瓜还是留着看红瓤红籽好。可是，每
年夏天当苦瓜爬满架时，她依然为我清炒一盘
我特别喜欢吃的苦瓜肉丝。
最近，看了一则介绍苦瓜的短文，上面
有这样一段文字：“苦瓜味苦，但它从不把苦
味传给其他食物。用苦瓜炒肉、焖肉、炖肉，
其肉丝毫不粘苦味，故而人们美其名曰‘君子
菜’。”
不知怎么搞的，看完这段话，
让我想起母亲。

4

表面上写苦瓜是家常
菜，实际上则暗含对
母爱的赞美。

怂恿（sœng yœng）：鼓动别人去做（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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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肖复兴（1947 －），中国河北沧县人。他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
文学集、散文随笔集、理论集 80 余部，代表作有《肖复兴中篇小说卷》《肖复
兴散文自选集》《肖复兴作品自选集》（三卷）等。

题解
《苦瓜》一文选自《我的父亲母亲》。文章以苦瓜为线索，通过淳朴的文字，
写母亲为他种苦瓜、烹调苦瓜菜肴，叙述母亲生前对他的疼爱，也勾起作者对
母亲的思念。

理 解与赏析
1

2

文章的开头，作者不直接写“苦瓜”，却写母亲种花草蔬菜，有
什么用意？[2.1.1]
自从这之后，再见不到苦瓜瓤和籽鲜红欲滴的时候了，是因为再等
不到那时候了。

为什么作者说自己“再等不到那时候了”？[2.1.1]
3

从文中哪几件事可以看出作者的母亲非常疼爱他？[2.1.1]

4

为什么有人把苦瓜比喻成君子？[2.1.1]

5

你喜欢吃苦瓜吗？说出原因。[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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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合花开 （节选·有改动）
小时候，跟父亲去山谷，
一朵白色的花吸引了我。
在草丛里，它独自开着。
它几乎和我一样高，花朵像喇
叭一样大，却一点也不张扬，
白色的花瓣微卷着，露出嫩黄
宓（m¬）月
的蕊。擎起它的根茎好像不胜
重力地自然弯曲，让它看上去那么高贵，却又
那么地孤寂。
我被这朵花迷住了，久久不肯挪步。
父亲说，这是野百合。因为我喜欢，父亲
决定把它带回家。我本以为，他只是掐 1 了花就
走。没想到，父亲小心翼翼地拨开草丛，先清
除了周围的一大片杂草，很快地，一株亭亭玉
立的野百合出现在我面前。它像童话中迷路的
小仙子，突兀（w≈）地出现在这片山谷里。它纯
洁的白，让周围的一切黯然失色了。可它又是
那么无助而脆弱。我担心它那瘦长的根茎，风
一吹就会被折断。父亲用随身携带的一把小锄
头从四周开始挖土，他掏得很深。我全神贯注
地守在一旁，用手扶着花朵。很快，一个乒乓
球大小的球茎，完整地连土一起悬空出来。
父亲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托着球茎，把花朵
搁在肩膀上。我欢天喜地地跟在父亲身后。那
朵百合花在父亲的肩头一颤一颤的，正冲我笑
嘞（lei）。

1

掐（qiå）：用指甲按；用拇指和另一个指头使劲捏或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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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把它种在屋旁的菜地里，用一根小木
棒将它固定好。经过一番腾挪，野百合似乎也累
了，有些萎靡不振 2 。我疑惑地问父亲，它还能
活么？父亲笑笑，说，你明早来看它。第二天
一起床，我就跑到菜地里。只过了一夜，野百合
似乎适应了新环境，精神抖擞（dœu sœu）地立起
来。硕大的花瓣上，还有几颗露珠在晨光中闪
烁。我的整个暑假，因为它，多了许多憧憬和幻
想。每天，我像探望老朋友，看它在风中摇曳，
看蜜蜂在它的花蕊里沾满嫩黄嫩黄的花粉⋯⋯
到了九月，天气逐渐转凉，野百合也在一
阵阵的凉风中逐渐枯萎、凋零。看着凋落的花
瓣，生命的短暂、美的易逝，让我第一次感到了
忧伤。父亲说，我们可以把球茎分瓣，来年会变
成几棵，父亲将百合花的球茎挖出来，分成七八
瓣，在菜地的一角重新栽下去。
八岁那年的冬天，我每天都要去看看，但
是，野百合的嫩芽迟迟没有冒出来，我便等得失
去了耐心。美丽的雪花，春节的喜庆，使我几乎
忘了野百合的事。春天来了。太阳的温暖改变了
这个世界。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屋旁的菜地里
齐刷刷地站着一溜茁壮的青苗，七八棵的样子，
像一支小队伍。我即刻兴奋地跑去告诉父亲，我
的百合花长出来了！

2

萎靡（w©i m˚）不振：精神不振；意志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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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指引

用比拟修辞手法赋予
百合花人的情态，生
动形象地描绘出新生
百合的勃勃生机。
“即刻”“兴奋”
“跑”刻画了作者惊
喜的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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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让我知道了一朵花是怎么长成的，也
教会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热爱这个世界。是他给
予我的欢乐太多，让我二十年都不愿走出他给我
的幸福时光。可他又是多么的残酷，二十年前就
丢下我独自远去。让我经常在这一刻谈笑风生，
下一刻便愁云密布。
世间美好的事物总是太过匆促、短暂。仿
佛流星在心中留下的刹那光芒，要我们用尽一生
去寻找、捡拾。我常常会突然忘却自己身在何
处，满眼满心都是父亲的影子，伸出手却总也触
摸不到他。那倏然间的惊悚 3 ，似一个无底的深
渊，无论我怎么努力，世界的一角已无可挽回地
沦陷⋯⋯直到今天，每当看到百合花，我都会伤
感和怅惘，我知道它们中永远不可能有陪伴我成
长的那朵野百合。就像我把爱无限地放大，最爱
我的父亲也不会再回来。可我仍固执地相信，还
有许多野百合在某个荒野一年年寂寞地盛开。它
是我孤寂中的念想，迷茫时的希望，是当我的人
生沉入谷底时，亮着的最后一束光芒⋯⋯

3

惊悚（sœng）：惊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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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文补给站
百合花
百合花为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花色
丰富，花姿雅致，芬芳馥郁。百合花不仅适
合盆栽观赏，地下鳞茎也可供食用和药用，
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之功效。
百合耐寒，无法良好地生长在高温地
区。它喜干怕湿，所以土壤不宜过于湿润，
否则会导致植株死亡。肥沃疏松的沙质土壤
对百合花的生长有所帮助，而且耐肥。
百合花需在生长期内被施肥一两次，为
了防止百合花倾倒，需用支柱缚扎。另外，
百合花还要定时被灌溉、松土、修剪，以确
保百合花健康茁壮地生长。

作 者简介
宓月（ 1976 －），中国浙江绍兴人。她著有散文诗集《夜雨潇潇》《人在他
乡》《明天的背后》、长篇小说《一江春水》、诗集《早春二月》等。

题解
《百合花开》一文选自《文苑·经典美文》（2016 年第一期）。文章以百合花
为线索，叙写父亲通过种植百合花引导她认识这个世界，并学会热爱这个世
界，表露了父亲对她的影响，抒发了她对父亲的缅怀之情。另一方面，花美而
易逝，短暂的生命，也让作者明白了珍惜当下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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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与赏析
1

它像童话中迷路的小仙子，突兀地出现在这片山谷里。

“突兀”在上文中指什么？它在句中有何作用？[2.1.1] [5.3.1]
2

在作者成长的过程中，百合花给了她什么启示？[2.1.1]

3

以简练的文字写出作者的情感变化，完成下表。[2.1.1]
百合花的情况

作者当时的情感变化

（a）枯萎、凋零
（b）长出青苗

4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屋旁的菜地里齐刷刷地站着一溜茁壮的青苗，七
八棵的样子，像一支小队伍。

上面句子运用了哪些修辞手法？写出其效果。[5.5.1]

词句品味 • 积累
1. 云海落日则很飘忽又很柔曼，似一颗少女心。《家园落日》

词句品味： 一句“似一颗少女心”的精简比喻，便形象地刻画了云海落日
的缥缈与柔美，充满诗意。
2. 	那地势的曲线是多层的，颜色也一一过渡，从青翠到浓绿，从浓绿到黛

青⋯⋯ 《家园落日》
词句品味：作者把山丘的地势描绘得惟妙惟肖，由近而远，从浅至深；让
读者仿佛在欣赏一幅水墨画。
3. 越老，它们里面的瓤和籽越红，红得像玛瑙、像热血、像燃烧了一天的落

日。《苦瓜》
词句品味： 运用比喻修辞手法，形象又生动地描述秋天的苦瓜瓤和籽的颜
色，营造视觉上的冲击。
4. 	母亲总要眯缝起昏花的老眼看着，露出和我一样喜出望外的神情⋯⋯《苦瓜》

词句品味： “和我一样”蕴藏着母亲因儿子的高兴而高兴的心情，表达出
母亲对儿子无私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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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它成了我家夏日饭桌上一道经久不衰的家常菜。《苦瓜》

词句品味： “经久不衰”说明苦瓜青椒肉丝已成了不可或缺的家常菜肴，
表面上强调经常吃到这道菜，实际上是母亲因孩子喜欢吃，所
以常煮这道菜，赞颂永不褪色的亲情和母爱。
6. 其实，母亲并不爱吃苦瓜。除了头几次，在我一再的怂恿下，勉强动了几筷

子，皱起眉头，便不再问津。《苦瓜》
词句品味： “勉强”“皱起眉头”“不再问津”，寥寥数语便将母亲不爱
吃苦瓜的形象跃然于纸上。

临

摹楷书

以毛笔临摹柳公权的字帖。注意运笔和构字的方法。 [3.1.1]

横的运笔和构字的方法：

长横（i）

长横（ii）

（i） 起笔露锋，先直下，后折锋回上

并向右平出（略斜），中间部分
稍轻，至收笔处时，笔锋略向上
挑，再向右下作顿，回锋向左上
提笔。
（ii） 起笔露锋，即顺势向右平出（略
斜），渐重，至收笔处时，笔锋
略向上翘，再向右重顿，然后回
锋向左上提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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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横

左右横

起笔露锋，先直
下，后折锋回上
即 向 右 平出（略
斜），收 笔 稍 顿
并回锋向左上提
笔。

运笔方法同短
横。左轻横轻
起重收，一般
用在字右；右
轻 横 重 起 轻
收，一般用在
字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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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共赏

[4.2.1]

读懂父爱
陆川

我在一个家教很严谨的家庭里长大，父亲陆天明在外人眼里很温
和，但对我从小就很严格。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一副忙忙碌碌的
样子，回到家就扎进书房看书、写作，很少与我交流。从我的童年时
代到青年时代，父亲与我沟通的次数屈指可数。淡淡的隔阂像薄纱一
样，将我和父亲的心灵分隔在两个世界里。
我从小酷爱文艺，梦想长大后能成为像张艺谋那样的国际名导。
高中毕业后，我准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但父亲坚决反对，认
为我没有生活沉淀和感受，拍不出什么好电影，还会沾染自高自大的
毛病。他自作主张，为我填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志
愿。父亲掐断了我的梦想，为此我对他有了怨言。
大学毕业后，我在国防科工委当了一名翻译。一次，我路过北京
电影学院，发现海报栏里张贴着导演系招收研究生的简章。我沉睡的
梦想再度被激活了。我没有告诉父亲，就报考了导演系的研究生。入
学考试时，一位教授是父亲的朋友，给父亲打去电话：“导演系研究
生很难考，你不替儿子活动活动？”父亲断然拒绝：“他行，需要我
活动吗？他不行，拉关系又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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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导演系录取，但父亲的“冷酷”还是让
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总觉得父亲有些自私，过分专注自己的事业，忽视了
我的发展。那时，看到别的父子像朋友一样相处，我既羡慕又忧伤。
几年后，我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专业导演，因为是新人，我
整整三年时间没有导演一部电影。我整天无所事事，常常坐在街头，
看着夕阳发呆。此时，父亲已经写出《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颇
有影响力的剧本。我很希望父亲能为我写一个剧本，再利用他的影响
力为我寻找投资方。我委婉地暗示过父亲，但每次他都这样告诉我：
“你是个男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我想到别人的父亲想方设法为
子女牵线搭桥，自己的父亲却对我的事业不闻不问，心里有种难以言说
的滋味。2001 年，我的事业终于迎来了转机。我导演的电影《寻枪》荣
获国际、国内多项大奖。我以为父亲会表扬我几句，谁知，他在电视里
看颁奖典礼时，只是淡淡地说：“还行，但需要提高的地方还很多。”
我回敬了父亲一句：“在你眼里，我永远成不了气候。”因为话不投
机，我与父亲吵了起来，很长时间谁也不搭理谁。
2004 年 9 月，就在我执导的电影《可可西里》进行后期制作时，我
年仅 55 岁的姑姑、著名作家陆星儿患癌症在上海去世。这给亲人们带
来了巨大的悲痛。特别是父亲，从小与姑姑感情很深。仿佛一夜之间，
他苍老了很多。
料理完姑姑的后事，我陪着父亲回到北京。此时再看父亲，那个
威严、冷酷的男人竟那么瘦弱无助，我内心五味杂陈⋯⋯见父亲头发乱
了，我打来热水为他洗头发。这一平常举动，竟让父亲老泪纵横：“孩
子，从小到大，爸爸对你很严厉。你也许觉得爸爸很冷酷，但爸爸从来
都把你的每一步成长放在心里。溺爱和纵容孩子，是一个父亲最大的失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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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睛湿润了。母亲告诉我：“你在青藏高原拍摄《可可西里》
时，你爸爸听说你患上了严重的高原病，累得吐血，担心得整夜睡不
着，一说起你就泪流满面。”原来父爱一直伴随着我，只是父亲的爱含
蓄而深沉，用心良苦。当我读懂父爱时，我已经 30 多岁了。
2009 年 4 月 16 日，我呕心沥血四年拍摄出的电影《南京！南京！》
在央视电影频道举行首映式。记者现场连线远在上海养病的父亲。
四年来，父亲知道我数次阑尾炎发作，昏倒在片场；知道我冒着零
下 30 °C 左右的严寒，一拍摄就是十几个小时⋯⋯在显示屏上，我清晰
地看到父亲嘴唇哆嗦，老泪纵横，几度哽咽难语：“孩子，四 年来你受
的苦，我和你妈都看在眼里。”我有太多的话想对父亲诉说，可又不知
从何说起，只是向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

脑筋 动一动
① 作者如何才懂得父爱？
② 想想你和父亲相处的片段，父亲的哪些言行举止表露了他对你的爱？

悦读书房
《可可西里》由中国青年电影导演陆川执导，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
电影。影片讲述了记者尕（gç）玉和巡山队员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和生态环境，与藏羚羊盗猎分子顽强抗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故事。
陆川率领了一百多人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将屠杀和保护藏羚羊的情节
记录下来。 2004 年，该片获得了第 17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第 41 届台湾金马电影奖最佳影片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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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推荐阅读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 秋
2

1

〔宋〕李清照
李清照新婚不久，便与丈夫分离。这让她倍受相思煎熬，于
是在寂寥中感物伤秋，写下这首名词。全词自然流露出女性
特有的沉挚情感，不落俗套的表达方式让这首词焕发婉约
美，有别于闺怨的主格调，称得上是工致精巧的思夫佳作。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3 。
云中谁寄锦书 4 来？雁字 5 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6 。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2
3

一剪梅： 词牌名，双调小令，六十字，有前
后阕句句用叶韵者，李清照此词上
下阕各三平韵，应为其变体。每句
并用平收，声情低抑。此调因李清
照这首词而又名“玉簟秋”。
玉簟（di∂n）：光滑如玉的竹席。
兰舟： 船的美称。《述异记》卷下谓：“木
兰洲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昔吴王
阖闾植木兰于此，用构宫殿也。七里
洲中，有鲁班刻木兰为舟，舟至今在
洲中。诗家云‘木兰舟’出于此。”
一说“兰舟”特指睡眠的床榻。

4

5

6

锦书： 书信的美称。《晋书·窦（d®u）滔妻
苏氏传》云：“前秦秦州刺史窦滔被
徙流沙，其妻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
旋图诗以赠窦滔，可宛转循环以读
之，词甚凄婉，共三百四十字。”这
种用锦织成的字称锦字，又称锦书。
雁字：雁群飞行时，常排列成“人”字或
“一”字形，因称“雁字”。相传
雁能传书。
闲愁：轻微而又说不清楚的忧愁。

（资料参考自吴熊和编的《唐宋词汇评·两宋卷（二）》，叶嘉莹、陈祖美编的《李清照词新释辑评》与唐圭
璋等编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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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 元

咀嚼
人生
酸甜苦辣是食物的味道，
喜怒哀乐是生活的味道。
—— 余华

生活离不开饮食。随着人类
历史的迁移，食物于人的意义不再
仅仅是一道菜，机械式的一饮一
啄，单纯的温饱。它寄托了烹饪者
与品尝者的情感，成了一个时代的
印记，甚至形成文化的一部分，代
代传承。食物有很大的治愈能力，
一道滋补的热汤能够温暖疲惫的肠
胃。一道儿时的风味能够唤起童年
的快乐，一道故乡的佳肴能够慰藉
乡愁。这些味道，在我们的生命中
和家园、亲朋之间产生怀旧、幸福
等情感杂糅在一起，凝成人生百
味。
通过本单元，认识饮食文学的
特色，学习如何观察食物，并贴切
地描绘，认识咏物的写作方法，并
感悟文章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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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暖身
什么食物对你特别有意义？说说看。

一、豆腐的

学
阅读指引

一说到“淡”这种奇怪
的味觉，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豆
腐；而一提到豆腐，有朋友就
开始争论，日本人要比中国人
更懂得钻研豆腐。且看名店奥
丹，三百年的历史，传承了十
梁文道
二代。一坐进去眼前是幽静的
池塘、青翠的树阴，食客们就以修禅的心情在茶
室里品尝纯豆腐宴。全中国有哪家餐馆能像奥丹
这般，专心一志地只卖豆腐呢？
再说下来，我们又会发现日本人对待豆腐
的态度好像的确比中国人来得严肃。先别说有许
多也是祖传了不知多少代的大师名匠毕恭毕敬地
制造豆腐，光看豆腐弄的菜式，他们也往往以豆
腐为主角；不像中国菜，豆腐通常用来担任吸味
的配角，自己却总是无法独当一面。
例如夏天以豆腐做的中式开胃凉菜，最普
遍的大概就是皮蛋豆腐。没有人能够否认豆腐和
皮蛋的搭配确是一绝，但是皮蛋本身的味道何其
浓烈，豆腐在这道小菜里怎样也抢不过皮蛋的
风头。反观日本，夏天最常见的就是一色“冷
奴”，除去偶尔配着吃的西红柿素菜和可下可不
下的木鱼丝等配料，柔滑到可顺咽喉下的冰凉
“绢豆腐 1 ”就是唯一的重点了。
1

绢豆腐：一词源于日本，日本将豆腐种类分为木棉
豆腐与绢豆腐等。绢豆腐是指质地细腻的
豆腐，像丝绸一样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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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淡。全文以此
为线，分别说明日本
人和中国人烹调豆腐
的不同点，并以“日
本人比中国人更懂得
钻研豆腐”的议论语
气成篇。

皮蛋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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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奴”，光听名字就诱人，简单的凉豆
腐在日本竟有这么美妙的名字，令人不得不佩
服。但只要查查书，就会发现“冷奴”的词源并
不很雅。话说“奴”本是日本武士中最低级的阶
层，武士大名们出巡的时候虽然走在队伍最前，
但其实连配剑的资格都没有。这些侍从般的武士
衣袖上印有一个白色的方块，看来有点像豆腐，
而实际上这群“奴”也真爱吃不怎么需要料理
的凉豆腐，所以日本人干脆把凉豆腐叫做“冷
奴”。
你看，光是一个名字就能在异文化间引起
美丽的误会。所以日本人豆腐吃得比中国人精，
进而以为日本人在“淡”的味觉美学追求上也要
比中国人优越，也是个有待斟酌（zh´n zhuπ）的
判断。且以两个极端的例子对比说明。
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 2 里的黄蓉精通厨
艺，她曾以一道“二十四桥明月夜”为郭靖向洪
七公骗来一式降龙十八掌。这道菜就是用豆腐做
的了，只是过程复杂。先把豆腐剜 （wån） 成一
个个小球，再放进一块挖了洞的火腿，最后吸饱
了火腿香味的豆腐球就可取出奉客了。
另一个范例是日本商人发明的豆腐雪糕，
虽然大家都知道它并非真以豆腐为原料，可是它
仍然有一尝即现的豆腐味。它和“二十四桥明月
夜”的对比，正好说明了两套对待豆腐和它那
“淡味”特性的态度差别。日本人可以全神投入
地欣赏豆腐本身那平淡的香味，乃至于能够依照
它的特点人工做出豆腐味的雪糕。而中国人对豆
腐的关注却是着重于它那容易浸染其他味道的素
质，然后花尽心思地创作种种以豆腐为载体和配
角的组合。

2

详述“冷奴”名字的
由来。

冷奴

豆腐雪糕

《射雕英雄传》： 金庸创作的长篇武侠小说，为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一
部，又名《大漠英雄传》。小说以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 年）
至成吉思汗逝世（1227 年）这段期间的历史为背景，反映了南
宋抵抗金国与蒙古两大强敌的斗争，充满爱国的民族主义情
愫（s≈），具有鲜明的“英雄史诗”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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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豆腐即使拌上再浓烈的汁酱或
肉类，吸了再多外来的味道，它本身的豆香还是
可以隐隐浮现，掩盖不住。比如麻婆豆腐，尽管
香辣，但还是吃得出豆腐的性格。又如前面提到
的皮蛋豆腐，要是少了豆腐的辅佐中和，皮蛋吃
起来岂不是太过单调？
豆腐的淡，在中国菜里就像国画的留白。
没有了这一方白，山水树木就不能呼吸，画面就
缺了伸展进退的余地。平淡不是单独存在的，它
总是在有余无尽之间将所有的食材和味道升华至
另一层境界。反观日本菜里的豆腐，就像以空白
的画面为主，人物和花鸟是为了强调这块白才勉
强补上去的。两种吃豆腐的方法其实是两种淡的
美学，一种把淡看成须臾不离此世的自然事物，
另一种则执著地追求超凡脱俗的豆味。二者实在
不用强分高下。

强调豆腐的味道虽
淡，但不能被掩盖，
而且在食材中起着辅
佐中和的作用。

对比中国与日本两种
不同的“淡”的美
学。

豆腐的制作过程
1 浸泡

4 熬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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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卤（l∑）

6 压制

3 过滤

7 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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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梁文道（1970－），香港文化人，从事媒体工作。从 1998 年开始，梁文道就活跃
于香港文化、知识界，曾任大学讲师、自由撰稿人、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等。
他著有《味道》《我执》《噪音太多》等书籍。

题解
本文取自《味觉现象学》。作者以豆腐的淡为线索，以对比的手
法，分别说明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豆腐料理各有千秋。同一食材，
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风貌，并体现不同的美学追求。

理 解与探究
1

一坐进去眼前是幽静的池塘、青翠的树阴，食客们就以修禅的心情在
茶室里品尝纯豆腐宴。

作者的描述能引起你想在奥丹品尝纯豆腐宴的念头吗？说明原因。
[2.1.1]

2

比较“二十四桥明月夜”和豆腐雪糕的特点，哪个更吸引你？说
明理由。[1.3.1] [2.1.1]

3

作者以画作的“留白”和“空白”来说明中国、日本处理豆腐的
不同方式。你觉得这样的比喻恰当吗？为什么？ [2.1.1] [5.5.1]

4

梳理文章内容，找出中国和日本烹调豆腐的不同之处，完成下
表。[2.1.1]
豆腐

                            
	        

中式

日式

  

91
KPM

第五单元 咀嚼人生

二、收割阳光
阅读指引

从稻米研究所走出来，
我们的吉普车像冲出围栏的猎
豹，亡命的奔入无垠 1 的稻田。
田塍 2 上，朝阳披着金发昂然而
立，守牧着金色的原野。我们
的猎豹嗥吼 3 着，以五十英里的
时速，去攫 （juƒ） 扑自己投射
何乃健
在路前的黑影。
原野的风，沁 4 泡入稻禾的淡香，再经薄雾
的过滤，醇净如冰冻的薄荷。我的左手握紧车篷
的横杠，任风窜入腋来，一股大鹏鼓翅的豪情在
我心中腾跳着，整颗心飘逸如一缕拔地而起的卷
云。
二月在米乡，阳光浓郁得可以结晶，阳光
5
的重量压得稻穗    
都低垂着头。二月，二月是收
割的季节，稻穗成熟了，阳光成熟了，农人的
梦寐 （m˙i） 也成熟了；万亩的稻浪，万亩的阳
光，万亩成形的梦等待着我们来收割。
车子煞止在一块围上铁丝网的田地，大伙
儿纷纷跃下车，把打谷的木桶，苎麻 6 的围屏扛
到田里。这是改良稻种的示范场，倾落的阳光仿
佛比毗邻的田地更盈满，阳光的晶体累累的在风
里摇曳着，不用倾耳，也可以聆听到固体的阳光
互相擦亮的音响。

1
2
3
4
5
6

大胆地将阳光借代为
稻米，趣味十足，颇
具创意。

“结晶”既比喻阳光
的浓郁，也暗喻稻穗
的成熟。意象交织叠
加，形成一片金灿灿
的丰收景象，充满希
望与活力。

无垠：辽阔无边。
田塍（chƒng）：田埂，田边的埂子，用来分界并蓄水。
嗥（h∫o）吼：（动物）大声叫。这里指吉普车的引擎声。
沁：（香气、液体等）渗入或透出。
稻穗（su¬）：稻的果实，聚生在茎的顶端。
苎（zh≈）麻：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皮纤维洁白有光泽，拉力和耐热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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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刀抹着阳光，一闪一闪。我弓着腰，一面
在收割稻穗，一面在心里这么想：一簇稻穗的成
长，需要采撷 （xiƒ）、浓缩、提炼多少克拉 7 的
阳光？这些阳光又需要经过几季的冬藏？这些
阳光，要多少汗，才能焊接在稻秆上？我缅怀那
绺 8 稻穗，那第一次被人类埋入黑土而萌芽的阳
光。我缅怀那双播种阳光的手。万架拖拉机和起
重机，也比不上它的膂力 9 。我的心燃烧着对神
农 10 的敬仰，当我想起他那双手，那么艰巨又那
么潇脱地，掀揭了历史里沉甸甸的一页，那一页
厚重如地壳（qi∂o）！
收割了的阳光，一丘丘地堆在稻田上，等
待着被布巾札起，向谷桶里挥打。打谷，四溅的
稻谷，像阳光绽放的浪花，像阳光凝固的雨点，
落到桶里都变成了金子，金澄澄的眩眼。或许有
人会笑着说，谷种怎么可以和金子比拟呢？谷
价那么贱，许多佃户 11 每天的平均收入不到一块
钱，还不够买一张上等电影院的戏票。我却说谷
种和生命一样，是无价的。一粒金子埋在土里还
是一粒金子，一颗谷粒埋在土里，却会长出无数
谷粒；千万亩的稻禾熟了，可以把千百个晒谷场
铺成金色的沙漠，如果刮起旋风，谷丘甚至可以
把一整列骆驼商队埋没。
7
8
9

克拉：宝石的重量单位。一克拉等于二百
毫克，即 0.2 克。
绺（li∑）：量词。线、麻等细丝状的东西，
许多根顺着聚在一起叫一绺。
膂（l¥）力：体力。

10

11

“锄禾日当午，汗滴
禾下土”，每 一 绺 成
熟的稻穗都曾被农人
辛勤的汗滴浇灌过。

借稻米收割后的处理
流程，道出稻米从种
植、成熟、收割的无
数繁杂工序，再次强
调“粒粒皆辛苦”。

神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农业和
医药的发明者。相传他教人制造农
具、从事耕作，并亲尝百草，用草药
给人治病。
佃（di∂n）户：旧时租种某地主土地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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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已升上中天，许多亩的阳光已被收
割，余下稻桩，和龟（j¨n）裂的黑土。毗邻收割
后的田里，鸡群结着队在啄食遗落的阳光。这幅
丰收的画面，油彩的鲜然 12 曾令多少人向往。在
远方，在那些连蚯蚓也饿死的荒土上，饥荒捡拾
了每粒谷种，啃啮 13 了每一茎水牛也嫌粗韧的草
秆。那些国度里，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站，是卧
14
龙的地方。那龙很长很长，像饿殍   靠拢着，组
成长龙那饿得扭曲了的脊椎干。那里的儿童，
从来就没有听过校钟，他们没有积木去砌贫血的
梦。我们的孩子抱着洋娃娃和大狗熊，他们的孩
子却以瘦瘪 15 的双手，抱着椰壳和铁罐，去盛一
口的口粮，一些可以照脸的稀粥，以及像他们那
么瘦瘠的蔬菜和清汤。田里的鸡群，你们颈里的
沙囊，真的不知要比多少人的胃还要来得饱满。

12
13
14
15

鲜然：光彩。
啮（ni˙）：用牙齿啃或咬。
饿殍（piço）：饿死的人。
瘦瘪：瘦得只剩下骨头。瘪，物体表面凹下去；不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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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绪回归，写眼前的
收割情景，再借眼前
的丰收之景，联想到
面临饥荒困境的国
家。

作者在此以“卧龙”
比喻排长龙的饥荒灾
民，既形象地说明灾
民数量之多，又鲜明
地表达了此情此景令
人悲痛。

第五单元 咀嚼人生

不远处的稻田都燃起烧稻草的火来，黑烟
云涌，把太阳也熏红，像一张溅满了鲜血的脸
孔。在越南，那里的稻田也常常升起浓浓的黑
烟。那黑烟却不来自烧禾的爝火 16 ，而是来自烧
夷弹 17 ，来自硝酸 18 的烈焰。那里的稻田，禾苗
青青，还没有结穗，还没有风来说媒，就像个还
没有及笄 19 的少女，来不及出嫁，已被许许多多
的军靴、许许多多的臼（ji≈）炮夺去了贞操。战
火、烽烟，焚毁了稻田，枪伤了多少小禾苗的童
年。我们是不是比别人幸福？当别人像水牛浸在
污浊的水道里，惶恐的瞪着撕碎夜色的烽火；
而我们则握着镰刀，凝视着火舌黏食枯干的稻
秸 20   呢。什么时候每块可耕的田地，都有阳光等
待着被收割；什么时候，阳光不在废耕的田里，
无聊地空徘徊着？站在田塍上，我这样的问着自
个儿

运用“黑”“红”两
色，营造绝望的氛
围，与成熟稻穗和阳
光的金黄色形成强烈
的对比，突显战火的
冷酷无情与战区粮田
满目疮痍的情景。
运用比拟修辞手法，
生动地带出禾苗还没
经过风媒传播花粉。
运用对比修辞手法，
将另一个时空发生的
情景和眼前时空发生
的情景平行，两个时
空同样在火烧稻田，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情
况与感情，突显“我
们是不是比别人幸
福”的中心思想。

作 者简介
何乃健（1946 －2014），祖籍中国广东顺德，生于泰国曼谷，1953 年移居槟城。他
曾任职于农业发展局。他的作品多表达对大自然的关怀与忧患，对人性的反思，
乃至对生命无常的喟叹。他的代表作包括诗集《流萤纷飞》《赤道放歌》《我们
不是候鸟》等、散文集《那年的草色》《稻花香里说丰年》《禅在蝉声里》等。

题解
本文选自《那年的草色》，是作者于马大农业系修读大二课程
的长假里，到亚罗士打的水稻研究所实习时，面对稻田有感而
作。本文道出他对水稻的热爱和赞叹，以及对战争的厌恶。

16
17
18
19
20

爝（juƒ）火：火把。
烧夷弹：能使目标燃烧的枪弹或炸弹，也叫燃烧弹。
硝（xiåo）酸：强酸的一种，有刺激性臭味，腐蚀性很强，用来制造火药、肥料等。
及笄（jˆ）：古时女子满十五岁把头发盘绕起来，戴上簪子。后引申为女子成年。笄，古代束发
用的簪子。
稻秸（ji´）：稻禾脱粒后剩下的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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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与探究
试诠释以下句子。[2.1.1]

1

我缅怀那双播种阳光的手。万架拖拉机和起重机，也比不上它的
膂力。
（b） 我缅怀那绺稻穗，那第一次被人类埋入黑土而萌芽的阳光。  
（c） 当我想起他那双手，那么艰巨又那么潇脱地，掀揭了历史里沉甸甸的
一页，那一页厚重如地壳！
（a）

2

作者为什么会说“谷种和生命一样，是无价的”？你认同他的说
法吗？[2.1.1]

3

写出下列句子的修辞手法，并说明该修辞手法带来的效果。[5.5.1]
句子

修辞手法

效果

我们的吉普车像冲出
围栏的猎豹，亡命的
奔入无垠的稻田。
田塍上，朝阳披着金
发昂然而立，守牧着
金色的原野。
二月在米乡，阳光浓
郁得可以结晶，阳光
的重量压得稻穗都低
垂着头。
我们是不是比别人幸
福？当别人像水牛浸
在污浊的水道里，惶
恐的等着撕碎夜色的
烽火；而我们则握着
镰刀，凝视着火舌黏
食枯干的稻秸呢。
4

  仿照本文模式，以不少于 250字的篇幅，写景抒情。[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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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端午的鸭蛋
阅读指引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
和外地一样。系百索子。五色
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
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
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
一道的。做香角子。丝线缠成
汪曾祺
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
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 1 。红纸剪
成五毒，贴在门坎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
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寄名 2 干爹，
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
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 3 上。
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
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么？喝雄黄
酒 4 。用酒和 （hu®）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
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
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
北方的麻雷子 5 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
药 6 ，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
黄烟，能冒好一会。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
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
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
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
的“一笔 虎”。还 有一个风 俗，是端午节的午
饭要 吃“十二红”，就 是十二 道 红 颜色的菜。

1
2
3
4
5
6

开篇介绍端午的风
俗，以动宾短语为
句，一一加以介绍。

百索子

五毒剪纸

五毒：指蝎、蛇、蜈蚣、壁虎、蟾蜍五种动物。
寄名：旧俗幼童认僧尼为师而不出家，或认他人作义父母以求长寿。
门楣（mƒi）：门框上端的横木。
雄黄酒：用研磨成粉末的雄黄泡制的烧酒，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的饮品。
麻雷子：一种爆竹，放起来响声很大。
硝药：火药的一个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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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xi∂n）菜、油爆虾、
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
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
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
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
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
起的。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 7 大麻鸭是
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
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
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
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
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
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
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
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
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
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
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
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
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
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
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 8 的《随园食
单·小菜单》 9 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
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
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
10
”。
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     
文不长，录如下：
“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
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
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
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
7
8
9

10

炒红苋菜

油爆虾

高邮大麻鸭

介绍家乡的特产——
鸭蛋，字里行间显露
作者对自己家乡鸭蛋
的自豪感。
作者虽然不喜欢袁
枚，但还是引用他的
文章，想借他人之笔
赞誉自己家乡的腌
蛋，也表示他认同袁
子才对高邮腌蛋的介
绍。

高邮：中国江苏省直辖县级市。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1716 年－1797 年），清代诗人、散文家。
《随园食单·小菜单》： 出版于 1792 年（乾隆 57 年）。全书分为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江鲜
单、特牲单、杂牲单、羽族单、水族有鳞单、水族无鳞单、杂素单、
小菜单、点心单、饭粥单和菜酒单。
与有荣焉：因而也感到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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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
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
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
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
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
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
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
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
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
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络
11
子 ”。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
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
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
要挑淡青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淡青的两种。
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
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
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 12 的纽扣上。这有什么
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
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
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
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 13 吃也可以。

11
12
13

通过对比修辞手法，
突显高邮咸蛋的特
点。
作者巧妙地混用典
雅的文言词语与极
质朴的口语，使文
句相映成趣，更添
一番韵味。例如
“质细而油多”“入
口”“尤为别处所
不及”属古汉语语
言，而“发干”“发
粉”“嚼石灰”“白
嘴吃”则是口语词。
边叙边议，解答了读
者心中的疑惑。

络（l∂o）子：依照所装的物件的形状，用线结成的网状的小袋子。
大襟：纽扣在一侧的中装的前面部分，通常从左侧到右侧，盖住底襟。
白嘴：文中指光吃咸鸭蛋而不配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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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
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
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
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
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14
小时读囊萤映雪    故事，觉得东晋的车
15
胤 （y¬n） 用练囊   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
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
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
么？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
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作者从“用鸭蛋壳装
萤火虫”联想到“囊
萤映雪”故事中的车
胤用练囊装萤火虫的
事迹。接着，对比了
这两种方法的效果，
巧妙地将知识性和趣
味性融于一体，写出
了作者对家乡的爱与
自豪。

作 者简介
汪曾祺（1920 －1997），中国江苏高邮人。他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
研究上皆有成就，大部份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他的著作包括小说集
《受戒》《大淖记事》《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寂寞和温
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人间草木》、文学评论
集《晚翠文谈》等。
14

15

囊萤映雪： 东晋车胤家中贫穷没钱买灯油，夏天的晚上他捉来萤火虫放在白绢袋里，借着萤火
虫的微光读书（见于《晋书·车胤传》）；南朝宋孙康家中贫穷没钱买蜡烛，冬天
的晚上借着窗外雪的反光读书（见于《南史·范云传》）。后来用“囊萤映雪”形
容学习勤奋刻苦。
练囊：用一种白色的绢做成的口袋。练，白色的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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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本文取自《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原为《故乡的食物》第二篇。1981 年，汪曾祺
应当地政府所邀回乡访问，当时正好是端午节，各种应节风俗勾起作者的儿时
回忆，写下了这篇散文。文章记叙家乡端午节的风俗，着重介绍家乡咸鸭蛋的特
色，流露对儿时生活的怀念，表达对故乡的热爱与赞美之情。文句浅白如话家
常，间中穿插文言句式，还边叙边议，针对所叙之事指出看法。

理 解与赏析
1

作者对家乡的咸鸭蛋有什么感情？举例说明。[2.1.1]

2

梳理文章内容，找出第一段所叙述的端午风俗与特点，并填写下
表。[2.1.1]
端午风俗

3

特点

写出高邮咸蛋的特点。 [2.1.1]

                   

   

高邮咸蛋
的特点

4

你认同本文以《端午的鸭蛋》为题吗？说明你的看法。[1.3.1] [2.1.1]

5

鸭蛋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罕见的食材，作者却能以鸭蛋为题材创
作了这篇文章。这是因为作者热爱生活，善于观察和感受身边的
人事物，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试观察你身边的人事物，写成一篇短文，题目自拟。[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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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口香糖、梨、便当
阅读指引

有人问我吃不吃口香糖？
我回答说：“不吃，那东西太
像人生，我把它划为‘悲惨食
物’。”
对方被我吓了一跳，不过
小小一块糖，哪用得上那么沉
张晓风
重的形容词？但我是认真的，
1
人人都有怪癖 ，不肯吃口香糖大概还不算严重
的。我对口香糖的味道并没有意见，我甚至也可
以容得下美国孩子边嚼口香糖边打棒球的吊儿郎
当 2 相。我不能忍受的是：它始于清甜芳香，却
竟而愈嚼愈像白蜡，终而必须吐之弃之，成为废
物。
还有什么比嚼口香糖更像人生呢？
人的一生也是如此，一切最好的全在童年
时期过完了，花瓣似的肌肤，星月般的眼眸，记
忆力则如烙铁之印，清晰永志。至于一个小孩晨
起推门跑出去的脚步声，是那么细碎轻扬，仿佛
可以直奔月球然后折返回来。

1
2

怪癖：特殊的习惯或喜好。
吊儿郎当：形容仪容不整、作风散漫、态度不严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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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口香糖说成是“悲
惨食物”，制造悬
疑，勾起读者的好奇
心。

把人生比喻为口香
糖，手法新颖独特。
运用多个比喻修辞手
法，渲染童年的美
好，引发读者联想与
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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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岁月走过，剩下的是菡萏香消之余
的残梗 3 ，是玉柱倾圮 4 之后的废墟。啊！鸡皮
鹤发 5 耳聋齿落之际，难道不像嚼余的糖胶吗？
连成为垃圾都属于不受欢迎的垃圾。
口香糖是众糖之中最悲哀的糖。它的情节
总是急转直下，陡降深渊。
水果中也有种水果特别引我伤感，那是梨。
梨如果削了皮，顺着吃水果的自然方式去
吃，则第一口咬下去的外围的肉脆嫩沁甜，令人
怡悦。只是越吃到靠中心的部分越酸涩粗糙，不
堪入口。吃梨于我永远是一则难题，太早放弃，
则浪费食物，对不起世上饥民。勉强下咽则对不
起自己的味觉。
不过，还好，梨子心再难吃也有个限度，
不像口香糖残胶，咽下去是会出事的。
我终于想好了一种吃梨的好方法：我把梨
皮削好，从外围转圈切下梨块，及至切下三分之
二的梨肉，我便开始吃梨心，梨心吃完之后才回
过头吃梨子外围的肉。这种“倒吃”的方法其实
不奇特，民间本来就有“倒吃甘蔗 6 ”的谚语。
我每次用此法吃梨都享受一番“渐入佳境”的喜
悦。
3
4
5
6

重申口香糖的“悲
哀”作为小结，前呼
后应。
说明梨引起作者伤感
的原因。

菡萏香消之余的残梗：荷花凋谢后所残留的枯枝。
倾圮（p˚）：倒塌毁坏。
鸡皮鹤发：皮肤起皱，头发发白，形容衰老。
倒吃甘蔗：甘蔗越近根部甜度越高，从末端吃起则越吃越甜。这里用以形容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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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当年小学和中学时代，同学之间无形
中有一种“吃便当文化”，那时代物质供应不甚
丰裕，便当的菜也就很有限（而由于我和我的同
学全是女孩子，女孩子在某些家庭中，其便当内
容又比男孩为差），但怎么吃这种便当？说来也
有一些大家不约而同的守则：那便是先努力吃白
饭，把便当中的精华（例如说，半粒卤蛋，或一
块油豆腐）留待最后，每当大家功德圆满 7 ，吃
完了米饭，要享受那丰富的“味觉巅峰”，心里
是多么快乐呀！那“最后美味”的一小口，是整
个午餐时间的大高潮。
尽管只是一个填饱的便当，尽管菜式不丰
美不精致，那最后一口的情节安排竟然像中国古
典戏剧“苦尽甘来”的结局。我们吃那一口的时
候多半带着欢呼胜利的心情，那是整个上半天最
快乐的一霎。
人生能否避免“口香糖模式”“梨子模
式”，而成为我小时候的那种渐入佳境的“便当
模式”？我深感困惑。

7

细说吃便当的步骤和
心情。

卤蛋

油豆腐

以对人生的困惑作为
结尾。

功德圆满：佛教用语，本指已经圆满地完成善行。后引申为事情圆满的结束。

104
KPM

第五单元 咀嚼人生

课 文补给站

饮食文学

所谓“民以食为天”，从古至今，大多文学作品中都会提及饮食。饮
食是生活的必需条件，而文学离不开生活。早在《诗经》中提及的食物种类
繁多，包括谷物、蔬菜、瓜果等。饮食文学作品绝非食谱的堆积，它往往结
合了作者对饮食文化的认知和感受，对某种食材的回忆或感情，因某食材特
点在生活中引发的感悟。我们可以从饮食文学作品中读出食材典故、烹饪技
艺、食物的色香味、饮食哲学、饮食文化，还可以获知作者与该食材有关的
个人经历、感情与回忆、人生体悟与生命哲理等。

林金城
《知食分子》

梁实秋
《雅舍谈吃》

焦桐
《饮食文选》

林文月
《饮膳札记》

作 者简介
张晓风（1941－），笔名有晓风、桑科、可叵（pœ）等，原籍中国江苏铜山。她
的作品洗练而生动、亦刚亦柔、时真时幻，浅显易懂却又深刻动人。她著有散文
《地毯的那一端》《愁乡石》、戏剧《武陵人》《和氏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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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本文选自《你的侧影好美》，是托物抒情的散文。全文主要分成三
个部分，以三种食物划分，依序是口香糖、梨和便当。作者从平凡
事物中联想人生，自有一番看法和体悟。

理 解与赏析
1

运用工具书，查找下列词语的读音，注意字词的笔画，并结合上
下文，解释词语的意思。[5.3.1]
（a）怪癖

（b）废墟

（c）巅峰

（d）霎

2

你认同作者把口香糖比喻为“悲惨食物”吗？为什么？[2.1.1]

3

为什么梨让作者伤感？[2.1.1]

4

作者怎样解决吃梨面对的难题？[2.1.1]

5

分组讨论作者举出的三种人生模式，并完成以下图表。[1.1.1] [2.1.1]
人生模式

口香糖模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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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子模式

便当模式

选一种食物，模仿作者的写法，根据你对该食物的回忆、感受
等，习写一篇短文，字数不少过 250， 题目自拟。[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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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

通告

一、什么是通告？
当某团体或单位（如修齐中学华文学会、美丽花园居民协会、宏正
电脑公司等），有事情要通知所属成员或者与该团体、单位有关联的人
而发出的公开通知文件。通告的内容着重在“告”，即告知一些消息，
乃至注意事项，如晚宴通知、筹款通知、比赛通知等。因此，通告的作
用在于传达消息、交代事情和处理业务。
二、注意事项
1 发通告团体、单位的名称和地址的位置必须是在通告的左上方。
2 日期的位置在发通告单位的地址之下，写在右边。日期与发通告单

位地址之间要画一条横线。
3 通告的对象须清楚，如“全体师生”“全体会员”等，一般在前面

冠以“致”，并标上冒号，如“致：全体学生家长”。对象的位置
应靠左，写在日期之后。
4 标题的作用是让相关人士只看标题，就了解有关通告的重点，应简

练明了。位置在对象之下，正文之上，靠左并在底下画横线。
5 正文须清楚交代有关团体、单位成员须知的事项。内容应真实准

确，行文简练，清楚叙述事情的日期、时间、地点、目的、条规
等，避开不必要的枝节或客套委婉的话。除此之外，正文应划分段
落，并在段落前冠以序号以清眉目。
6 正文结束后，发通告的团体、单

位负责人须在通告的左下方写上
完整的团体、单位名称和职衔，
并且署名。署名后加写“启”
或“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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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式
以修齐中学校长林治平的名义，拟一则通告，吁请学生家长响应筹募修齐
中学建校基金的义卖会活动。

修齐中学
Jalan Universiti,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发通告团体、单位的名称
和地址

1

2019 年 6 月 29 日 2

致：全体学生家长 3
义卖会通告

日期
对象

2

标题

4

为了筹募建校基金，本校将于 2019 年 8 月
3 日（星期六）早上 8 时，在本校举办义卖
会。

正文

义卖会当天除了有义卖食物与物品，
还有文化演出。
2

5

（a）活动宗旨
（b）详情
（c）呼吁、致谢

3
本校吁请家长踊跃响应这项义卖会，
以示对学校的支持与鼓励。谨此致谢。

修齐中学校长
6
林治平 启

练习

发通告者的职衔、署名

[3.2.2]

注意：
学生作答时必须用以下的地址。
Jalan Universiti,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以修齐中学校长林治平的名义，拟一则防火演习通告。字数不多于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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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章制度

古代官职

[4.1.2]

中国古代官职一览
官职
丞相

太史

太尉
侍郎

侍中

职务
常与宰相通称，简称“相”，
是封建官僚机构中最大的官，
是秉承帝旨意处理政事的人。
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
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
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
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
汉以后设太史令，职掌范围渐
小，地位渐低。
元代以前辅佐皇帝的最高武
官。
初为宫廷近侍。东汉以后成为
尚书的属官。唐代始以侍郎为
三省各部长官的副职。
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
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
等级超过侍郎

官职

职务

郎中

战国时为宫廷侍卫。自唐至清
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
员，分掌各司事务。
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
官，相当于丞相，明清时指县
长。
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
又称“郡守”，州郡最高行政
长官。
掌管军事或领兵将帅的官名。
明初指京官巡察地方。清代正
式成为省级地方长官，地位略
次于总督。
宋代州郡武官的官名，主管训
练军队、督捕盗贼等事务。
一县的行政长官，又称“知县”。

令尹

都尉
太守
都督
巡抚

提辖
县令

郎中 战国时为宫廷侍卫。自唐至清
资料参考自杨建峰主编的《通晓语文知识必读手册》，赵静、项晓红主编的《高效速记初中文言文必考知识》
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
等。
员，分掌各司事务。
令尹 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
词句品味 • 积累
官，相当于丞相，明清时指县
长。
1. 从稻米研究所走出来，我们的吉普车像冲出围栏的猎豹，亡命的奔入无垠的
稻田。《收割阳光》
都尉 职位次于将军的 武官。
词句品味：
巧用动词，“走”“冲”和“奔”的速度不同，由缓到快，带
太守
又称“郡守”，州郡最高行政
长官。 出强烈的动感画面。
2. 我们的孩子抱着洋娃娃和大狗熊，他们的孩子却以瘦瘪的双手，抱着椰壳和

铁罐，去盛一口的口粮，一些可以照脸的稀粥，以及像他们那么瘦瘠的蔬菜
和清汤。田里的鸡群，你们颈里的沙囊，真的不知要比多少人的胃还要来得
饱满。《收割阳光》
词句品味： 运用对比修辞手法，以孩子抱着的玩具和食物盛具对比，再以
家禽的沙囊和人类的胃对比，以反差突显际遇的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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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共赏

[4.2.1]

粽子赋
吴岸

谁把它们吃了
这颗颗粽子
留下这圈圈透着油光的咸草绳
和片片依然散发芬芳的班兰叶子
零乱在厨房的饭桌上
像一幅无名画家的名画
在五月暗淡的灯光下
那女人曾以灵巧的手指
将它们一捏一绑
把糯米和五香虾米和
缕缕说不清楚的思念
紧紧扎住
扎成如菱如角如钻石
如金字塔的
千年不朽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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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淡淡幽香始于指尖
由远而近渐渐浓郁
连沸滚的钢锅也盖不住了
终于叫你我迷失在
泥土、海洋、天空
传说和楚辞混合的醇香里
当解开结子的刹那
在五月暗淡的灯光下
在厨房的饭桌上
谁把它们品尝了呢
完成了这旷世的艺术杰作
悠悠江影里
离离芦苇
冉冉班兰
却不知那倒影儿
此刻是在双溪砂劳越里
还是在汨罗江上？

悦读书房
此诗选自《生命存档》。此诗集分为《生命集》和《存档
集》两辑，收录四十余首诗。《生命存档》听起来比较理性
化，但也有记录诗人的生命体验与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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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推荐阅读

渡汉江

1

〔唐〕宋之问
宋之问从 20 岁步入仕途后，一路平步青云，颇受武则天恩
宠。武氏去世后，他却因逢迎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而被
唐中宗贬官泷州。唐时的泷州位于岭南，远离中原，是极
为边鄙的地方，环境苛刻，被贬往泷州的官员往往无法适
应而不能生还。神龙元年 （705年 ）十月，诗人过岭，次年
春冒险逃回洛阳，途经汉江时写下了此诗。诗人在诗中追
叙贬居岭外的情况。临近家乡，他迫不及待想打听家中情
况，却又不敢打听的矛盾心情。全诗言简意赅（gåi），平铺
直叙中情感层层递进，尽显诗人用字功力。

岭外 2 音书断，
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 3 。

1
2
3

汉江：汉水。长江最大支流，源出中国陕西，经中国湖北流入长江。
岭外：五岭（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山脉）以南的广东省广大地区，通常称岭南。唐代常作
罪臣的流放地。
来人：渡汉江时遇到的从家乡来的人。

（资料参考自萧涤非、周汝昌撰写的《唐诗鉴赏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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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 元

世事
洞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 苏轼《定风波》

人存于世总免不了摸滚翻
爬，经一番俗事洗练，方能洞
明生活的真相和人性的复杂。
人要学会接受世界的不完美，
懂得克制自己的情绪，明白待
人处事的进退之道，为生命增
添一份宽厚的气度和泰然自若
的智慧。
通过本单元，要学习抓
住人物的主要特征，还要了解
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从而完
整地掌握人物的形象。此外，
要善于把阅读文章的经验和生
活经历联系起来，并进行多角
度、深层次的思考，由此对作
品的主题、人物等形成自己独
特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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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暖身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心若改变，你的态度就会改变；态度若
改变，你的习惯就会改变；习惯若改变，你的性格就会改变；性格若
改变，你的人生就会改变”说出你对这段话的看法。

一、习惯说 （刘蓉）
阅读指引

蓉少时，读书养晦堂 1 之西偏 2 一室。
俛 3 而读，仰而思；思而弗得，辄起，绕室以
旋 4 。室有洼 5 径尺，浸淫日广 6 。每履 7 之，足
苦踬 8 焉，既久而遂安 9 之。

1
2
3
4
5

养晦（hu¬）堂： 作者住宅的名称，取潜心修
养，等候机会的意思。
西偏：西侧。偏，侧。
俛（f∑）：通“俯”，意指低头。
旋：转。这里指走来走去的意思。
洼（wå）：凹陷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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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文章采先叙后议的写
作方式。第一段写出
习惯形成之因，并为
文末预作伏笔。
“久”字点出时间跨
度之长。“苦”和
“安”字点出人物与
空间（洼地）的关
系。

浸淫日广： 一天天逐渐扩大。浸淫，渐渐
扩展，又作“侵淫”。
履：原指鞋子。这里作动词用，指踩、踏
踬（zh¬）：被东西绊倒。
安：这里指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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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父来室中，顾而笑曰：“一室之不
治，何以天下国家为 10 ？”命童子取土平之。后
蓉复履其地，蹴 11 然以惊，如土忽隆起者，俯视
地，坦然则既平矣。已而 12 复然，又久而后安
之。
噫！习之中 13 人甚矣哉！足利平地，不与
洼适也；及其久，则洼者若平。至使久而即 14 乎
其故，则反窒 15 焉而不宁。故君子之学，贵乎慎
始。

10
11
12
13
14
15

段末的“又久而后
安”，与首段相呼
应，再一次为文末作
强有力的佐证。

以事说理，揭示蕴含
在小事情中的大道
理，点出文章主旨。

何⋯⋯为：哪里还谈得上⋯⋯。
蹴（c≈）：踩、踏、踢。
已而：不久、随后。
中（zh®ng）：影响。
即：接触到。
窒（zh¬）：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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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清朝湖南省湘乡人。他擅长古文、诗词，
文笔简练流畅。他著有《思辨录疑义》《养晦堂文集》等。

题解
本文选自《养晦堂文集》中的《习说》。文章以作者少时读书的亲身经验，说
明习惯对人的影响，启发人们在研究学问时，应在起初之始便保持慎重严谨的
态度，免得养成不好的习惯，积习难改。

理 解与探究
1

朗读课文，做到语音正确、语调适度，尤其注意下面句式的语调
变化。[2.2.1] [5.2.1]
（a）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
（b）噫！习之中人甚矣哉！

2

根据课文的第一段，完成图表。[1.3.1] [2.2.1]
时间

地点

人物

事情

结果

3

试述作者的读书态度。[1.3.1] [2.2.1]

4

比较作者在“刚形成洼地时”和“填平洼地后”的感受。[2.2.1]

5

什么因素会影响习惯的养成？[2.2.1]

6

作者为什么说学习初始阶段的习惯很重要？谈一谈并写出你的看
法。[1.1.1]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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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伤仲永 （王安石）
阅读指引

金溪 1 民方仲永，世隶 2 耕。仲永生五年，
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 3 ，借旁近 4 与
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
收 5 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
就 6 ，其文理 7 皆有可观者。

1
2
3
4

金溪：地名，今中国江西省金溪县。
隶：属于。
异焉：对⋯⋯感到惊异。
旁近：附近。这里指邻居。

5
6
7

用夸张的笔墨，突
出仲永天赋的特
异。

收：聚；团结。
就：完成。
文理：这里指文采和文章中表现出的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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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 8 人奇之，稍稍宾客 9 其父，或以钱币
乞 10 之。父利其然 11 也，日扳 12 仲永环 13 谒 14 于邑
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 15 中，从先人 16 还家，于
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 17 前时
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
18
曰：“泯然     
众人矣。”
19
王子 曰：仲永之通 20 悟 21 ，受之天也。其受
之天也，贤 22 于材人远矣。卒 23 之为众人，则其
受于 24 人者不至 25 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
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
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 26 耶？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邑（y¬）：十户为一邑，这里指同一个地方。
宾客：这里作动词用，指以宾客之礼相待。
乞：求取。
利其然：以为这样是有利可图的。
扳（pån）：拉着。
环：四处。
谒（y˙）：拜访。
明道：宋仁宗年号（1032–1033）。
先人：祖先。这里指王安石离世的父亲。
称（ch˙n）：相当；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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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突出仲永的父亲不让
他上学的原因。

从作者亲自见闻的角
度简略交代仲永从神
童沦为普通人的过
程。
后天的教育与学问比
天赋更重要。

泯（m˚n）然：消失的样子。
王子：王安石的自称。
通：通达。
悟：聪慧。
贤：胜过、超过。
卒：最终。
于：被。
不至：没有达到要求。至，达到。
已：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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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文补给站
一词多义
即一个词语同时具多个意义，如《伤仲永》中的“闻”和“之”：
词
例子
词类
语译
闻

之

余闻之也久
不能称前时之闻
忽啼求之
借旁近与之
传一乡秀才观之
余闻之也久

动词
名词
代词
代词
代词
代词

不能称前时之闻

结构助词

听说。
名声。
指书具。
指仲永。
指仲永写的诗。
指仲永作诗扬名和他父亲为
求利而不让他上学这两件事。
的。

作 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宋朝抚州临川（今中国江西省临川县）人。政
治家、文学家。庆历二年（1042）进士，做过地方官和宰相，主张革新，积极推
行新政。封荆国公，也称王荆公，死后谥文，又称王文公。他著有《王文公文
集》等。

题解
本文选自《临川先生文集》。题目“伤”，哀伤，引申开来有“痛惜”的意
思。文章通过方仲永幼年天资过人，而长大后却庸碌无为的故事，说明了人的
成才不能只依靠天赋，而必须注重后天的教育和培养。

理 解与探究
1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2.2.1]

2

试述方仲永由天才变庸才的过程。[2.2.1]

3

方仲永由天资过人变得“泯然众人矣”的原因是什么？[2.2.1]

4

分组辩论以下题目。[1.1.1] [1.3.1]
先天资质比后天教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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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林外史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节选）
（吴敬梓）
阅读指引

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正
待烧锅做饭，只见他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副
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范进向他作揖（yˆ），
坐下。胡屠户道：“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
这现世宝 1 ，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
知因我积了什么德，带挈 2 你中了个相公 3 ，我
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范进唯唯 4 连声，叫浑家 5
把肠子煮了，烫起酒来，在茅草棚下坐着。
母亲自和媳妇在厨下造饭。胡屠户又吩咐
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
体统 6 来。比如我这行事 7 里，都是些正经有脸
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 8 ，你怎敢在我们跟前妆
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
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
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
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
得惹人笑话。”范进道：“岳父见教 9 的是。”
胡屠户又道：“亲家母，也来这里坐着吃饭。老
人家每日小菜饭，想也难过。我女孩儿也吃些，
自从进了你家门，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
两三回哩。可怜！可怜！”说罢，婆媳两个都来
坐着吃了饭。

1
2
3
4

现世宝：丢脸的家伙。现世，出丑、丢脸。
带挈（qi˙）： 提携。这里的意思是“让你沾我的光，得到
好运气”。
相公（xi∂ng gong）：指通过院试的文人。
唯唯（w©i w©i）：答应的声音（今读 wƒi，这里按旧音读）。

120
KPM

5
6
7
8
9

写范进中了秀才，丈
人胡屠户道贺，并教
训了他一顿。胡屠户
的趾高气扬与范进的
逆来顺受形成强烈的
对比。这反映了当时
处于社会基层的文人
悲苦，既过着穷困的
生活，又必须承受精
神上被人挤压的酸
苦。

浑家：妻子。
体统：规矩。
行（h∫ng）事：行业。
长（zhçng）亲：长辈。
见教：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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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到日西时分，胡屠户吃的醺醺的。这
里母子两个，千恩万谢。屠户横披了衣服，腆
着 10 肚子去了。
次日，范进少不得拜拜乡邻。魏好古又
约了一班同案 11 的朋友，彼此来往。因是乡试
年 12 ，做了几个文会 13 。
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
去乡试。范进因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
被胡屠户一口啐 14 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
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
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
宗师 15 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
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
‘文曲星 16 ’。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
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
嘴猴腮，也该撒抛 17 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
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
替你寻一个馆 18 ，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
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
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 19 你
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一顿夹
七夹八，骂的范进摸门不着。
辞了丈人回来，自心里想：“宗师说我火
20
候 已到，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如不进去考他一
考，如何甘心？”因向几个同案商议，瞒着丈
人，到城里乡试。出了场，即便回家。家里已是
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

10
11
12

13

腆（tiçn）着：挺着。
同案：一同考取秀才的读书人。
乡试年： 科举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全省
的考试，叫“乡试”，由秀才去
应试。轮到乡试这一年叫“乡试
年”。
文会：旧时读书人为了准备应考，在一起写
文章、互相观摩的集会。

14
15
16
17
18
19
20

范进一心想向上爬，
他向胡屠户借盘费应
试，不但没借到，还
遭一顿臭骂。这对范
进来说无疑是一瓢冷
水，更使他不能自
信。这为范进后来中
举喜极而疯做了必要
的铺垫。

啐（cu¬）：唾。
宗师：对一省总管教育的学管的称呼。
文曲星：古代神话传说中指主管文运与考
试的星宿（xi≈）。
抛：通常写作“泡”。
馆：这里指教书的地方。
把与：拿给。
火候：这里指写文章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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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榜那日，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
进道：“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你快拿集上去卖
了，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已是饿的两眼都看
不见了。”范进慌忙抱了鸡，走出门去。才去不
到两个时候 21 ，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
将来。
那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在茅草棚上，
一片声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
了！”母亲不知是什事，吓得躲在屋里；听见
“中了”，方敢伸出头来，说道：“诸位请坐，
小儿方才出去了。”那些报录人 22 道：“原来是
老太太。”大家簇拥着要喜钱。
正在吵闹，又是几匹马，二报、三报到
了，挤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满了。邻居
都来了，挤着看。老太太没奈何，只得央及一个
邻居去寻他儿子。
那邻居飞奔到集上，一地里 23 寻不见；直
寻到集东头，见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 24 ，
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邻居
道：“范相公，快些回去！你恭喜中了举人，报
喜人挤了一屋里。”
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
走。邻居见他不理，走上去，就要夺他手里的
鸡。范进道：“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
邻居道：“你中了举了，叫你家去打发报子
哩。”范进道：“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
要卖这鸡去救命，为什么拿这话来混我？我又不
同你顽 25 ！你自回去罢，莫误了我卖鸡。”

21
22
23

两个时候：两个时辰，即四个小时。
报录人：向考中的人报喜讯的人。下文
的“报子”意思相同。
一地里：一路上；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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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范进得知自己中举之
前，抱着家里唯一生
蛋的母鸡到集市去
卖，可见他家贫困之
极，与中举之后的富
贵对比更加鲜明。
中举就是中举人。古
代的文人只要中举，
便意味着成功进入
特权阶级，具有为官
的资格，可被尊称
为“老爷”。

由邻居转告喜讯，增
加了情节的曲折，范
进的不敢相信，突显
他的自卑心理。他之
所以固执不信，不是
他不存希望，而是他
经历了太多的失望。
这突显长年的科场失
意为他带来的屈辱和
痛苦。

草标： 在集市售卖东西，把一根草插在售
卖的物品上或拿在手里，作为标
志，这草就叫做“草标”。
顽：同“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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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见他不信，劈手 26 把鸡夺下，掼 27 在地
下，一把拉了回来。报录人见了道：“好了，新
贵人回来了。”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
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
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 28 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
名亚元 29 。京报连登黄甲 30 。”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
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
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
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
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
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
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
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
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
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
了。

26
27
28

劈手：形容手的动作异常迅速。
掼：扔。
讳（hu¬）： 原 有 “ 避 ” 的 意 思 。 旧 时 为 了
对某人表示尊敬，不敢直呼其
名，叫做“避讳”。这里用
“讳”来取代避去的字。

29
30

描写范进昏厥前后动
作与神态，写出他惊
喜过望的反应。

亚元：乡试中举，第一名称“解（ji˙）元”，
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
黄甲： 殿 试 录 取 进 士 分 为 三 等 ， 叫 “ 三
甲”，榜用黄纸写，所以称“黄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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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
欢喜疯了。”老太太哭道：“怎生这样苦命的
事！中了一个什么举人，就得了这拙病 31 ！这一
疯了，几时才得好？”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
出去，怎的就得了这样的病！却是如何是好？”
众邻居劝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们而今且
派两个人跟定了范老爷。这里众人家里拿些鸡蛋
酒米，且管待了报子上的老爹们，再为商酌。”
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
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娘
子哭哭啼啼，在厨下收拾齐了，拿在草棚下。邻
居又搬些桌凳，请报录的坐着吃酒，商议他这疯
了如何是好。
报录的内中有一个人道：“在下倒有一个
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众人问：“如何
主意？”那人道：“范老爷平日可有怕的人？他
只因欢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如今只消
他怕的这个人来打他一个嘴巴，说‘这报录的话
都是哄你的，你并不曾中。’他吃这一吓，把痰
吐了出来，就明白了。”
众邻都拍手道：“这个主意好得紧，妙得
紧！范老爷怕的，莫过于肉案上的胡老爹。好
了，快寻胡老爹来。他想是还不知道，在集上卖
肉哩。”又一个人道：“在集上卖肉，他倒好知
道了。他从五更鼓就往东头集上迎 32 猪，还不曾
回来。快些迎着去寻他。”
31
32

拙病：倒霉的病。
迎：这里指去取订购妥了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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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邻的举止反映当
时社会普遍嫌贫的心
理。范进中举前，范
进母亲快要饿死；范
进一中举，邻居态度
变得热情友好，主动
地拿出鸡、蛋、酒、
米来贺喜。

第六单元 世事洞明

一个人飞奔去迎，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户
来，后面跟着一个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
四五千钱，正来贺喜。进门见了老太太，老太太
大哭着告诉了一番。胡屠户诧异道：“难道这等
没福？”外边人一片声请胡老爹说话。胡屠户把
肉和钱交与女儿，走了出来。
众人如此这般，同他商议。胡屠户作难
道：“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
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
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
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
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
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罢么！胡老
爹，你每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
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铁
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什么要紧？只恐把
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账上来。或者你救
好了女婿的病，阎王叙功 33 ，从地狱里把你提上
第十七层来，也不可知。”
报录的人道：“不要只管讲笑话。胡老
爹，这个事须是这般。你没奈何，权变一权
变。”屠户被众人局不过 34 ，只得连斟两碗酒喝
了，壮一壮胆，把方才这些小心 35 收起，将平日
的凶恶样子拿出来，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走
上集去。众邻居五六个都跟着走。
老太太赶出来叫道：“亲家，你只可吓他
一吓，却不要把他打伤了！”众邻居道：“这自
然，何消 36 吩咐。”说着，一直去了。
来到集上，只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
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
自 37 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

33
34
35
36
37

胡屠户每天都杀猪，
理应胆色过人，可是
当众人叫他打醒中举
后喜极发疯的范进，
他竟然感到为难，并
胆怯起来，因为他怕
下地狱。这里作者寓
讽刺于夸张，可谓传
神，借胡屠户的言行
与邻居的调侃，把胡
屠户得知范进中举
后，前后不同的态度
以及迷信无知的性格
表露无遗。

叙功：评功。
局不过：碍于情面，虽然自己不愿意，也只好屈从。
小心：顾虑。
何消： 哪用得着。消，需要（前面常带“不、只、何”等）。
兀自：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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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屠户凶神一般走到跟前，说道：“该死
的畜生！你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将去。众人
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户虽然
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
颤起来，不敢打到第二下。范进因这一嘴巴，却
也打晕了，昏倒于地。
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
38
舞 了半日，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
了。众人扶起，借庙门口一个外科郎中的板凳上
坐着。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
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
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
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
疼的狠了，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
范进看了众人，说道：“我怎么坐在这
里？”又道：“我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梦里一
般。”众邻居道：“老爷，恭喜高中了。适才欢
喜的有些引动了痰，方才吐出几口痰来了，好
了。快请回家去打发报录人。”范进说道：“是
了，我也记得是中的第七名。”范进一面自绾 39
了头发，一面问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脸。一个邻
居早把那一只鞋寻了来，替他穿上。见丈人在跟
前，恐怕又要来骂。

38
39

舞：弄。
绾（wçn）：把长条形的东西盘绕起来打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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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胡屠户的心理，
一方面是愚昧迷信，
相信菩萨要保卫新贵
人，惩罚不巴结的
人；另一方面是势
利，怕得罪范进，所
以特别紧张。在这
里，胡屠户的表现同
惯常的行径都极端不
和谐，作者在嘲弄中
使讥笑达到高度，从
而产生了绝妙的喜剧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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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屠户上前道：“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
敢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劝你的。”
邻居内一个人道：“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的亲
切，少顷范老爷洗脸，还要洗下半盆猪油来。”
又一个道：“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
胡屠户道：“我那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
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这个贤婿，
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
的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
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 40 这一双
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 41 ，我小女在家
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
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
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
众人都笑起来。看着范进洗了脸，郎中又
拿茶来吃了，一同回家。范举人先走，胡屠户和
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
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
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老太太迎着出
来，见儿子不疯，喜从天降。众人问报录的，已
是家里把胡屠户送来的几千钱打发他们去了。
范进拜了母亲，也拜谢了丈人。胡屠户再
三不安道：“些须几个钱，不够你赏人。”范
进又谢了邻居。正待坐下，早看见一个体面的
管家，手里拿着一个大红全帖 42 ，飞跑了进来：
“张老爷来拜新中的范老爷。”说毕，轿子已是
到了门口。胡屠户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
邻居各自散了。

40
41
42

胡屠户对范进的态
度与称呼的转变，
反映了范进中举之
后社会地位的变
化。身为范进岳父
的胡屠户自降辈
份，谄媚地叫范进
为“贤婿老爷”，
这一句称呼就把胡
屠户前倨后恭，嫌
贫爱富、趋炎附势
的面目暴露无遗，
极具讽刺意味。

小老：旧时老年人对自己的谦称。
先年：先前。
大红全帖： 用大红纸折叠而成的帖子，共有十面，横阔十倍于单帖，称为“全帖”。拜访客人
时用全帖表示恭敬和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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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迎了出去，只见那张乡绅 43 下了轿进
来，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圆领 44 、金带、皂
靴。他是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的，别号静
斋，同范进让了进来，到堂屋内平磕了头 45 ，分
宾主坐下。
张乡绅攀谈道：“世先生 46 同在桑梓 47 ，一
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
是无缘，不曾拜会。”张乡绅道：“适才看见
题名录 48 ，贵房师 49 高要县 汤公，就是先祖的门
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范进道：“晚生
侥幸，实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门下，可为欣
喜。”
张乡绅四面将眼睛望了一望，说道：“世先
生果是清贫。”随在跟的家人手里拿过一封 50 银
子来，说道：“弟却也无以为敬，谨具贺仪 51 五
十两，世先生权且收着。这华居 52 其实住不得，
将来当事拜往 53 ，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
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虽不轩敞 54 ，也还干
净，就送与世先生；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
教些。”

张乡绅一见范进中了
举，就立即坐上大
轿，前来拜访，极力
拉拢。他知道范进穷
困，赠银送房。其所
以如此，是因为范进
已取得了做官当老爷
的资格，将来大有借
重之处。张乡绅客套
拉拢范进，是为扩大
自己的势力，壮大地
主豪绅的声威，达到
其鱼肉乡民、称霸一
方的目的。

纱帽

皂靴

43

44
45
46

乡绅： 亦称乡宦、绅士或士绅。指在地方、
乡里上有钱、有文化、有声望、有
社会地位的特殊阶层。主要由科举
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有文化
的中小地主，赋闲或解职归乡的中
小官吏、宗族耆 （q∆）老等一批在乡
里有影响力的人物所构成，是官吏
与乡民联系的中介。
圆领：明朝官员的一种常服。
平磕了头：相对磕头（行礼）。
世先生： 对世交的人的敬称，是旧时人们
拉关系的套语。下文的“世兄
弟”“世好”也是表示拉拢、结
交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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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50

51
52
53
54

桑梓：家乡。古时住宅旁栽桑树、梓树，
后人就用桑梓指家乡。
题名录：这里指同科考中的举人的名册。
房师： 科举时代乡试和会试分房阅卷，由各
房考官推荐卷子给主考官，考中的称
推荐卷子的房考官为“房师”。
封： 不定量词，用于封缄（jiån）物品，相当
于量词“包”。这“封（包）”可大可
小，重量并不固定，完全由“封缄”
者根据需要而临时决定。
谨具贺仪：恭敬地备办贺礼。
华居：对对方住宅的客气说法。
当事拜往：办事会客。
轩（xuån）敞：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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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再三推辞，张乡绅急了，道：“你我
年谊 55 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
是见外了。”范进方才把银子收下，作辑谢了。
又说了一会，打躬作别。
胡屠户直等他上了轿，才敢走出堂屋来。
范进即将这银子交与浑家打开看，一封一封雪
白的细丝锭子 56 ，即便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
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
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胡屠户
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 57 过来，道：
“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
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几两银
子，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
胡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
口里说道：“也罢，你而今相与 58 了这个张老
爷，何愁没有银子用？他家里的银子，说起来比
皇帝家还多些哩。他家就是我卖肉的主顾，一年
就是无事，肉也要四五千斤，银子何足为奇！”
又转回头来望着女儿，说道：“我早上拿
了钱来，你那该死行瘟的兄弟还不肯，我说：
‘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
给他用，只怕姑老爷还不希罕。’今日果不其
然！如今拿了银子家去，骂死这砍头短命的奴
才。”说了一会，千恩万谢，低着头，笑迷迷 59
的去了。
55
56
57
58
59

胡屠户对范进分赠的
六两多银子，先是假
意推辞，接着说了一
番奉承话，低声下
气，谄媚作态。这显
现了当时社会的世态
炎凉。

年谊： 原指一同考中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
细丝锭（d¬ng）子：铸有细条纹的银块。锭子，即银子。
舒：伸。
相与：结交。
笑迷迷：即“笑眯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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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文补给站

中国古代的见面礼节

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人们相见时，必须按长幼之序和官职大小行
礼。《范进中举》中写范进进学回家，其丈人来访，范进“向他作揖”，胡屠户
教训他不要与平头百姓拱手作揖，后来范进中举后张乡绅来访，“同范进让了进
来，到堂屋内平磕了头”，都是古时的相见之礼。中国古代的见面礼可分为：
a

揖：拱（gœng）手行礼。这是古代宾主相见时最常见的礼节，用于男子，分为：
（i） 天揖 （拱手前伸稍向上举），用于正式礼仪场合，如祭礼、冠礼等，
对尊长及同族中人行此礼。
（ii） 时揖 （拱手向前平伸），用于同辈日常见面、辞别礼。
（iii） 土揖 （拱手前伸而稍向下），用于长辈或上司还礼。
（iv) 	 特揖    一个一个地作揖。
（v） 旅揖   按等级分别作揖。
（vi） 旁三揖    对众人一次作揖三下。
（vii）长揖   拱手高举，自上而下地向人行礼。

b

拱：古代的一种相见礼，可有捧手、抱拳等基本手型。捧手即指双手在胸前
叠合，手型如拱，立而不俯。抱拳则指或两拳相抱，或一手握拳，另一
手掌心平张，下压握拳之手。

c

万福： 女子礼节，又叫“万福礼”或“道万福”。用于同辈日常见面、辞别
时。身体肃立，两手相扣，右手在上，放于胸前或左腰侧，微俯身约
20 度，微动手屈膝。

d

拜：古代表示恭敬的一种礼节。古之拜，只是拱手弯腰而已，两手在胸前合
抱，头向前俯，额触双手，如同揖。后来亦指屈膝而两手着地或叩头及
地的跪拜礼，如稽首、顿首和空首等。
（i） 稽首 跪而头触地并较长时间地停留。“稽”有停留拖延的意思。行礼
时，施礼者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拱手于地，头缓缓至于地，
手在膝前，头在手前。稽首是最重的礼节，常为臣子拜见君王时
所用。
（ii） 顿首 跪而头叩地为顿首。“顿”是稍停的意思。行礼时，头碰地即
起，因其头接触地面时间短暂，故称顿首。在周代属平辈之间的
礼节，后来也用于下对上的敬礼。如官僚间的拜迎、拜送，民间
的拜贺、拜望、拜别等。也常用于书信的开头或末尾。
（iii）空首 又称“拜手”或“手拜”。行礼时，跪下，两手拱合到地，头靠
在手上。它与“稽首”、“顿首”的最大不同就是头不挨地。而
相对于大礼的“稽首”来说只可谓半礼。因此，它成为古代男子
表示相互尊重的常礼之一。

资料参考自谢芳琳《漫谈古人的跪拜礼》，陈效师《“作揖”礼及其他》与张丽娟《中国传统拱手礼及其对
现代礼仪体系构建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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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清朝安徽全椒人。相传他出身名门望族，自幼
饱读诗书，才思敏捷，擅于小说及诗词创作，故有“安徽第一大文豪”美誉。
他著有《儒林外史》《文木山房集》《文木山房诗说》等。

题解
本文节录自《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
凶闹捷报”。《儒林外史》是章回体的讽刺小说，书中对科举制
度和制度下的士大夫，作有力的讽刺与深刻的批判。在本文中，
作者以客观的态度，通过对比手法，仔细地勾勒穷书生范进中举
的前后差异，以及岳父前后不一致的表现，滑稽可笑的言行来强
化小说的讽刺效果，点出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的主旨。

理 解与赏析
1

胡屠户的角色在文中有何作用？[2.2.1]

2

举例说明范进与胡屠户的形象。[2.2.1]

3

说出下面句子的修辞手法。[5.5.1]
（a） 胡屠户凶神一般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
（b）“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的亲切，少顷范老爷洗脸，还要洗下半盆猪油
（c）

4

来。”
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
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

（a） 吃到日西时分，胡屠户吃的醺醺的。这里母子两个，千恩万谢。
（b） “我说：‘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只

怕姑老爷还不希罕。’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拿了银子家去，骂死这砍
头短命的奴才。”说了一会，千恩万谢，低着头，笑迷迷的去了。

上面句子中的两个“千恩万谢”有何不同之处？[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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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说 （韩愈）
阅读指引

世有伯乐 1 ，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 2 于奴隶人 3
之手，骈 4 死于槽枥 5 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 6 或尽粟 7 一石 8 。食 9 马
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
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 10 ，且欲与常
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 11 之不以其道 12 ，食之不能尽其材 13 ，鸣 14
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
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1
2
3
4
5
6
7

伯乐：姓孙，名阳。战国秦穆公时善于相马
的人。
辱：屈辱。
奴隶人：奴仆。这里指马夫。
骈（pi∫n）：两马并列，引申为一起。
槽枥（c∫o l¬）：养马的地方。槽，盛饲料的
器具。枥，马棚。
一食：一餐。
粟：古代是黍、稷、粱、秫（sh√）的总称，
即粮食的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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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正面提出问题，反面
展开议论。

千里马不能发挥能力
的原因。

点出人才不被识别的
悲哀。

石（d∂n）：古代市制中的容量单位，一石
为十斗。
食（s¬）：通“饲”，喂养。下文“而
食”“食之”的“食”同此。
见（xi∂n）：通“现”。
策：鞭打；鞭策。
不以其道：不得法。
材： 通“才”，本能。文中指千里马的食
量。
鸣： 吆喝（yåo he）。指养马的人不懂得千
里马的心意而乱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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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韩愈 （768 － 824） ，字退之，谥文，世称韩文公，因祖上为昌黎望族，又称韩
昌黎。唐朝河阳人。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主张“文以载道”，文风雄奇奔
放，汪洋恣肆，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他著有《韩昌黎集》等。

题解
本文选自《韩昌黎集》。《马说》是一篇借物寓意的杂文，原为《杂说》的第
四篇。这篇文章以马为喻，谈的是人才问题。此文流露出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
与愤世嫉俗之意，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不能识别人才，不重用人才，甚至埋没
人才的强烈愤慨。

理 解与赏析
1

文中连用了十一个“不”字，表达了怎样的感情？[2.2.1]

2

千里马若遇不到伯乐，可能将有怎样的命运？[2.2.1]

3

韩愈如何寄寓个人遭遇于《马说》之中？[2.2.1]

4

将下面句子译成现代汉语。[2.2.1]
（a）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
（b）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c）安求其能千里也？

5

当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针对现实社会的状况，谈谈你的
看法。[1.1.1]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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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章制度

[4.1.2]

科举制度

一、何谓“科举制度”？
所谓科举，就是分科取士，推举贤良，起源于隋朝（ 587 年）的一项官方选拔人
才考试制度，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废止于清末。科举有一个不断
发展完善的过程，所以各个朝代的情况不尽相同。考试的内容，比现在考试的种
类单一许多，相当于写篇论文，或者吟诗作对。在古代，这是参与政治的唯一途
径。如果考取了状元，还可能当上皇帝的乘龙快婿，仕途无量。因此，竞争十分
激烈。

二、科举考试的级别
（1）科举考试分四级，童试是科举的资格考试，其它的三级考试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科举考试。乡试是省级考试；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中央考试。殿试是皇帝亲自
主持的中央考试（隋、唐只有两级考试，即解试和尚书省举行的省试）。正常的
科举考试称为常科。此外，在清代还设有特科，即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殿试，
也叫诏举。
（2）考试地点、时间、主考

每年二月在县衙举行，由知县主考。

月举行，故称“秋闱”；为加强安全防
范，贡院的围墙上面布满荆棘，故又
称“棘闱”。主考官由翰林、进士出身
的部院官担任，监临官（监考官）由本
省的巡抚、总督担任。

（ii）府考

（c）会试

每年四月在州府举行，由知府主考。

每三年一次，一般是乡试后的第二年的
春天在京城贡院举行，故称“春闱”；
全国的举子集中会考，故称会试；因由
礼部负责考务，故又称“礼闱”。会试
主考官四人，统称总裁，一正三副，由
礼部提名、皇帝钦命特派。

（a）童试

童试共有三个阶段，如下：
（i）县考

（iii）院考

亦在州府举行，由各省的学政主持。学
政于子、卯（mço）、午、酉（yœu）乡试
之年由皇帝钦命派往各省负责考务，全
省各府、州、县皆归其考。
（b）乡试

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考场叫贡
院。考场亦称“闱”，因为乡试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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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殿试

每三年一次，会试发榜同年举行，由皇
帝在宫中殿廷亲发策问，故称殿试或廷
试。殿试不再设主考官，只设读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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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举考试及第（应试中选）的名称、发榜和及第后的待遇
（1）在科举的资格考试（童试）中：
（a）童生参加县试，试后发一榜称为“长案”（案，考查的意思），公布合
格者的名字。
（b）县试合格的童生参加府试，府试合格后发一榜亦称“长案”，公布合格
者的名字。
（c）府试合格后的童生参加院试，院试合格者就不叫童生而称之为生员，别
称“庠（xi∫ng）生”，俗称秀才、秀士、茂材、相公、博士子弟等。生
员第一名列于长案之首，称为案首。这就取得了最低一级的功名。生
员的名册报送礼部；生员见县官可以不下跪、免去差役、田赋，身穿
蓝衫，头戴银雀顶，不同于布衣了。
（2）乡试合格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在唐代乡举都是由地方解送入试，
故乡试又称解试，中头名者故称之为解元，如大家熟知的唐伯虎就是举人第
一名，人们便叫他为“唐解元”）。因发榜在九月，时值丹桂飘香，故俗
称“桂榜”；又因为发榜选在九月的寅、辰之日故又称“龙虎榜”。乡试发
榜后的第二天设“鹿鸣宴”（因席间乐奏《诗经》中《鹿鸣》一首，故名）
宴请新科举人。中举后就可以做下级官吏了，如县教谕、知县等。在官场上
举人称为乙科出身，进士称为甲科出身，乙科出身做高官比较难。
（3）会试及第称为贡士，别称明经，俗称出贡或称为“中式进士”（因为事实上
他们已经成了进士，只是在进士中的名次需通过殿试重新排定）。第一名称
为会元。会试录取率一般为 20%，发榜正值四月杏花盛开之时，所以称为杏
榜。
（4）殿试无落榜，即贡士参加殿试只是由皇帝根据成绩重新排名。发榜用黄纸，
金色，故称金榜。中进士叫做“金榜题名”，又叫“雁塔题名”或“春风得
意”。金榜分三甲，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共三名：第一名称为状元或“状
头”“榜首”；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一甲三人合称“三鼎甲”。
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为传胪（l√）。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名
亦称做传胪。殿试后由皇帝主持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唱名典礼叫“传胪”。
传胪后，一甲三人插花披红，状元用金质银簪花，诸进士用彩花，由鼓乐仪
仗簇拥出正阳门，跨马游街，备伞盖仪送回会馆住所；其余二三甲由东华
门、西华门出宫。传胪后第二天天子赐恩荣宴于礼部，又称琼林宴（唐代在
杏园赐探花宴庆贺；南宋时赐宴琼林苑，称为琼林宴）。此外，一甲三人可
直接授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官分九品，各品再分正、从）。榜
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二三甲进士也可以做地方官吏。如要仕途
升迁快速，就要再参加朝考，成绩优异者称为庶吉士（俗称翰林），可以入
翰林院深造，由大学士负责他们的学习。三年后再进行考试，合格者分别授
以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到各部任主事，或优先任知县、知府。
大凡选为庶吉士的进士升迁很快。一般情况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
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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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考试类型
考试地点

一考
院试（童生试）
县考
府考
院考
县
府
院

主考官

地方学政

参考条件

童生

二考

三考

四考

乡试

会试

殿试

京城或各省 礼部
中央特派 钦差大
官员
臣
秀才
举人
（监生）

皇宫保和殿
皇帝
（委命大臣）
贡士
一甲：
赐进士
及第

通过后
的身份

－

－

秀才
（生员、
茂才）

举人

贡士

进士

二甲：
赐进士
出身
三甲：
赐同进
士出身

第一名
称号

县案首 府案首

院案首

解元

又称

－

子、卯、
午、酉年
8月（三年
一次）
秋闱

榜名

－

桂榜

考试时间

三年二次

会元

一甲第一名：
状元（鼎元）
一甲第二名：
榜眼
一甲第三名：
探花
二甲、三甲
第一名：传胪

乡试次
年三月

会试同年四月

春闱

－

杏榜

金榜

资料参考自白寿彝（y∆）总编的《中国通史17 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上册》，任浩之编著的《国学知识新世
纪普及版》与姜正成编著的《重温传统：一本书读懂中国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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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共赏

[4.2.1]

水浒传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 柴进留宾 景阳冈 武松打虎
（节选）
施耐庵

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此去离县治还远。当日
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
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
武松入到里面坐下，把梢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来
吃。”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一双箸、一碟热菜，放在武松面前，
满满筛一碗酒来。武松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这酒好生有气
力！主人家，有饱肚的买些吃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
道：“好的切二三斤来吃。”店家去里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盘
子将来，放在武松面前，随即再筛一碗酒。武松吃了道：“好酒！”
又筛下一碗，恰好吃了三碗酒，再也不来筛。
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来筛酒？”酒家道：“客
官要肉便添来。”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来。”酒家道：
“肉便切来，添与客官吃，酒却不添了。”武松道：“却又作怪。”
便问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卖酒与我吃？”酒家道：“客官，你须
见我门前招旗，上面明明写道‘三碗不过冈’。”武松道：“怎地唤
做‘三碗不过冈’？”酒家道：“俺家的酒，虽是村酒，却比老酒
的滋味。但凡客人来我店中吃了三碗的，便醉了，过不得前面的山冈
去。因此唤做‘三碗不过冈’。若是过往客人到此，只吃三碗，更
不再问。”武松笑道：“原来恁 （n˙n） 地。我却吃了三碗，如何不
醉？”酒家道：“我这酒叫做‘透瓶香’，又唤做‘出门倒’。初
入口时，醇 （nπng）好吃，少刻时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说。没
地（mƒi de）不还你钱，再筛三碗来我吃。”
酒家见武松全然不动，又筛三碗。武松吃道：“端的好酒！主
人家，我吃一碗，还你一碗钱，只顾筛来。”酒家道：“客官休只管
要饮。这酒端的要醉倒人，没药医。”武松道：“休得胡说！便是你
使蒙汗药在里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发话不过，一连又筛了三
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斤来吃。”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筛
了三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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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吃得口滑，只顾要吃，去身边取出些碎银子，叫道：“主人
家，你且来看我银子，还你酒肉钱勾么？”酒家看了道：“有余，还
有些贴钱与你。”武松道：“不要你贴钱，只将酒来筛。”酒家道：
“客官，你要吃酒时，还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吃不的了。”武松
道：“就有五六碗多时，你尽数筛将来。”酒家道：“你这条长汉，
倘或醉倒了时，怎扶的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汉。”酒
家那里肯将酒来筛。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吃你的，休要引老爹性
发，通教你屋里粉碎，把你这店子倒翻转来！”酒家道：“这厮醉了，
休惹他。”再筛了六碗酒与武松吃了，前后共吃了十五碗。绰（chåo，
通“抄”）了梢棒，立起身来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门前来，笑
道：“却不说‘三碗不过冈’！”手提梢棒便走。
酒家赶出来叫道：“客官那里去？”武松立住了，问道：“叫我做
什么？我又不少你酒钱，唤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
来我家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什么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
阳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性命。
官司如今杖限打猎捕户，擒捉发落。冈子路口两边人民，都有榜文。
可教往来客人，结伙成队，于巳 （s¬） 、午、未三个时辰过冈，其余
寅（y∆n）、卯、申、酉、戌 （x¨）、亥（h∂i）六个时辰，不许过冈。更
兼单身客人，不许白日过冈。务要等伴结伙而过。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
时分。我见你走都不问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间歇了，等明
日慢慢凑的三二十人，一齐好过冈子。”
武松听了，笑道：“我是清河县人氏。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了
一二十遭。几时见说有大虫！你休说这般话来吓我！便有大虫，我也不
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我时，进来看官司榜文。”武
松道：“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
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大虫唬（h¨）吓我？”酒家道：“你看么！我是
一片好心，反做恶意，倒落得你恁地说！你不信我时，请尊便自行。”
那酒店里主人摇着头，自进店里去了。这武松提了梢棒，大着步自
过景阳冈来。约行了四五里路，来到了冈子下，见一大树，刮去了皮，
一片白，上写两行字。武松也颇识几字，抬头看时，上面写道：“近因
景阳冈大虫伤人，但有过往客商，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伙成队过
冈。勿请自误。”武松看了，笑道：“这是酒家诡诈，惊吓那等客人，
便去那厮家里宿歇。我却怕什么！”横拖着梢棒，便上冈子来。
那时已有申牌时分。这轮红日，厌厌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兴，
只管走上冈子来。走不到半里多路，见一个败落的山神庙。行到庙前，
见这庙门上贴着一张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脚读时，上面写道：
阳谷县示：为这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近来伤害人命，见（xi∂n，通“现”）今
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打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
结伴过冈。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白日不许过冈。恐被伤害性命不便。各宜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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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读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发步再回酒店里来，寻思
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
说道：“怕什么！且只顾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涌上来，
便把毡（zhån）笠儿背在脊梁上，将梢棒绾在肋（l˙i）下，一步步上那冈
子来。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此时正是十月间天气，日短
夜长，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说道：“那得什么大虫！人自怕了，不敢
上山。”
武松走了一直，酒力发作，焦热起来。一只手提着梢棒，一只手
把胸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见一块光挞（t∂）挞大青
石，把那梢棒倚在一边，放翻身体，却待要睡，只见一阵狂风来。
原来但凡世上云生从龙，风生从虎。那一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
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呵
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梢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
那个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
半空里撺（cuån）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
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那大虫背后看人最
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ku∂）一掀，掀将起来。
武松只一躲，躲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
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
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提不
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
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轮起梢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
从半空劈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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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慌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
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那大虫咆哮（p∫o xi∂o），性发起来，
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却好把
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
（g´ d∫）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早没了
花皮
气力。被武松尽气力纳定，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
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做
了一个土坑。
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
气力。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
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
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动掸不得，使得口里兀自气喘。武松放了
手，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棒橛（juƒ），拿在手里，只怕大虫不死，把棒
橛又打了一回。那大虫气都没了。武松再寻思道：“我就地拖得这死大
虫下冈子去。”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那里提得动！原来使尽了气力，
手脚都疏软了，动掸不得。
武松再来青石坐了半歇，寻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倘或又跳出一
只大虫来时，我却怎地斗得他过？且挣扎下冈子去，明早却来理会。”
就石头边寻了毡笠儿，转过乱树林边，一步步捱下冈子来。走不到半里
多路，只见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来。武松道：“呵呀！我今番死也！
性命罢了！”只见那两个大虫于黑影里直立起来，武松定睛看时，却是
两个人，把虎皮缝做衣裳，紧紧拼在身上。
那两个人手里各拿着一条五股叉。见了武松，吃了一惊道：“你
（h¨ lΩ）心，豹子肝，狮子腿，胆倒包着身躯！如何敢独
那人吃了
自一个，昏黑将夜，又没器械，走过冈子来！不知你是人是鬼？”武
松道：“你两个是什么人？”那个人道：“我们是本处猎户。”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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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们上岭来做什么？”两个猎户失惊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
景阳冈上有一只极大的大虫，夜夜出来伤人。只我们猎户，也折了七八
个；过往客人，不记其数，都被这畜生吃了。本县知县着落当乡里正和
我们猎户人等捕捉。那业畜势大，难近得他，谁敢向前！我们为他正不
知吃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该我们两个捕猎，和十数个乡夫
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窝弓药箭等他。正在这里埋伏，却见你大剌剌（d∂
l∂ l∂）地从冈子上走将下来。我两个吃了一惊。你却正是什人？曾见大
虫么？”武松道：“我是清河县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却才冈子上乱
树林边，正撞见那大虫，被我一顿拳脚打死了。”
两个猎户听了，又惊又喜，叫拢 （lœng）那十个乡夫来。只见这十
个乡夫，都拿着钢叉、踏弩（n∑）、刀枪，随即拢来。武松问道：“他
们众人如何不随着你两个上山？”猎户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们如
何敢上来！”一伙十数个人，都在面前。
两个猎户把武松打杀大虫的事，说向众人。众人都不肯信。武松
道：“你众人不肯信时，我和你去看便了。”众人身边都有火刀、火
石，随即发出火来，点起五七个火把。众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冈子
来。看见那大虫做一堆儿死在那里。众人见了大喜。先叫一个去报知本
县里正，并该管上户，这里五七个乡夫，自把大虫缚了，抬下冈子来。
到得岭下，早有七八十人都哄将来，先把死大虫抬在前面，将一乘兜
轿，抬了武松，径投本处一个上户家来。那上户、里正都在庄前迎接，
把这大虫抬到草厅上。却有本乡上户、本乡猎户三二十人，都来相探武
松。
众人问道：“壮士高姓大名？贵乡何处？”武松道：“小人是
此间邻郡清河县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从沧州回乡来，昨晚在
冈子那边酒店吃得大醉了，上冈子来，正撞见这畜生。”把那打虎的身
分（f˙n）拳脚，细说了一遍。众上户道：“真乃英雄好汉！”众猎户先
把野味将来与武松把杯。武松因打大虫困乏了，要睡，大户便叫庄客打
并客房，且教武松歇息。

悦读书房
《水浒传》是元明之际出现的白话章回小说，一般认为是施
耐庵所作。这部小说以宋徽宗时代为背景，讲述了一百零八
名豪杰的故事。他们有的因为不公义的现实所迫而走投无
路，有的因为不满腐败的政治而逼上梁山，经过多次的离合
聚散，终于在梁山泊会合结义。此书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
明，对现实有深切的反思，被列为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
一，六才子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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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推荐阅读

宣州 谢
1

楼 饯别校书 叔云
2

3

〔唐〕李白
李白在宣城与族叔李云相遇并同登谢朓楼时创作的一首送别
诗。此诗并不直言离别，而是重笔抒发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
激烈愤懑，灌注了慷慨豪迈的情怀，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强
烈不满和对光明世界的执著追求。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 4 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5 。
蓬莱 6 文章建安骨 7 ，中间小谢 8 又清发 9 。
俱怀逸兴 10 壮思飞，欲上青天览 11 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 12 ，明朝（zhåo）散发 13 弄扁舟 14 。
1
2

3
4
5

6
7

宣州：今中国安徽宣城县一带。
谢朓 （tiço）楼：又名北楼、谢公楼，在中国
陵阳山上。谢眺任宣城太守
时所建，并改名为叠嶂楼。
校（ji∂o）书： 官名，即校书郎，掌管朝廷的图
书整理工作。
长风：远风，大风。
酣（hån）高楼：畅饮于高楼。酣，畅饮。
蓬莱：此指东汉时宫中藏书之所“东观”。
建安骨：建安风骨，指建安时期以曹操父子
和“建安七子”的诗文创作风格为
代表的文学风格。

8

9
10
11
12
13
14

小谢：指谢朓（464－499），字玄晖，南朝诗
人。后人将他与谢灵运并举，故有大
谢、小谢之称。
清发：指清新秀发的诗风。秀发，这里指诗
文俊逸。
逸兴（x¬ng）：飘逸豪放的兴致。
览：通“揽”，这里作“摘取”解。
称（ch˙n）意：称心如意。
散发：不束冠，意谓不做官。这里是形容狂
放不羁。
弄扁（piån）舟：指隐逸于江湖之中。

（资料参考自萧涤非、周汝昌等撰写的《唐诗鉴赏辞典》与张傲才编的《唐诗宋词名家鉴赏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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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单 元

行文
如画

画家的山水画画得好，是因为他
心中有山水，画的是自己心中的
山水。如果心中山水，没有自己
的感情，是不可能画好的。写散
文也是这样。
——丁玲

翻开书卷，我们不难发
现，世间的各种事物都能被
文人赋予独特的情感，从而
达到抒情言志的目的。这些
行文如画的文章，皆建筑在
细心观察的基础上，抓住描
写对象的主要特点，作者才
能以独特的感情作细致生动
的描绘。
通过本单元，学习如
何透过多元感官的结合进行
描写，以达到融情入景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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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暖身
根据老师提供的风景照，写出三个描述景物的句子。

一、记承天寺 夜游
1

（苏轼）

阅读指引

元丰六年 2 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
色 入 户， 欣 然 起 行 。 念 3 无与 4 乐者，遂至承
天寺，寻张怀民 5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
庭。庭下如积水空明 6 ，水中藻荇 7 交横 8 ，
盖 9 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 10 少
闲人如吾两人耳。

当时苏轼被贬到此地
已有四年了。张怀民
在这一年也被贬到此
地。两人因际遇相同
而惺惺相惜。
“积水空明”和“藻
荇交横”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动而愈显
其静，创造出一个幽
静又肃穆的空明境
界。
最后三句，点出空有
抱负而无法施展的无
奈。

1
2
3
4
5

承天寺：故址在今中国湖北黄冈县城南。
元丰六年： 公元 1083 年。元丰，宋神宗赵
顼（x¨）年号。
念： 考虑、想到。
与： 一起。
张怀民： 名梦得，字怀民，宋朝清河（今中
国河北清河）人。元丰六年也被贬
到黄州，寓居承天寺。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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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明： 形容水的澄澈。这里用以形容月色如
水般澄净明亮。
藻荇（x¬ng）： 均为水生植物。这里指水草
藻，水草的总称。荇，一种多
年生水草，叶子像心脏形，面
绿背紫，夏季开黄花
交横：交错纵横。
盖：句首语气词，这里可以译为“原来是”
但：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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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苏轼 （1037－ 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朝眉州眉山（今中
国四川）人。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也是唐宋八大家之
一。他的学识渊博，年轻时仕途一帆风顺，曾官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却因
进谏而获罪，先后被贬谪黄州、惠州、儋（Dån）州，也曾下御史狱。去世后被
追封为“文忠”。他的文风豪迈，创作题材广阔，诗词书画都很有成就，著有
《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题解
本文选自苏轼的《东坡志林》。此文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
（1083  年），时值作者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任有职无权的闲官
的第四年。张怀民与苏轼处境雷同。全文言简意赅，不仅记录了
他被贬黄州时的生活片段与无奈，同时也表达了他旷达乐观的人
生态度。

理 解与探究
1

阅读课文，完成下表。 [2.2.1]
时间

地点

人物

夜游的原因

2

为什么作者会去找张怀民？[2.2.1]

3

当夜风景如何？作者怎样描写夜景？[2.2.1]

4

作者如何借景抒情？[2.2.1]

5

你认为作者是个怎样的人？举例说明你的看法。[1.3.1] [2.2.1]

6

写一篇与夜色有关的短文，字数不少于 250 字。[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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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塘荷韵
阅读指引

楼前有清塘数亩。记得三
十多年前初搬来时，池塘里好
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
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
后来时移事迁，岁月流逝，池
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
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1 ”，再
季羡林
也不见什么荷花了。
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
次望到空荡荡的池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这
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
东西，哪怕是芦苇 2 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最
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中国旧的诗文中，
描写荷花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周敦颐的《爱莲
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那
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 3 的。几乎
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
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
一块心病。

1

2
3

点出作者想看荷花却
无法如愿以偿而失
落。

芦苇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出自南宋朱熹（xˆ）的《观书有感》，意为半亩大的方形池
塘像一面打开的镜子，清澈明净，天空的光彩和浮云的影
子一起映入水塘，不停地闪耀晃动，充满活力。这里借以
形容楼前清塘的景观。
芦苇（l√ w©i）： 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在水边，叶子披针形，茎中空，光滑，花紫色。茎可以
编席，也可以造纸。根状茎可入药。也叫苇子。
脍（ku∂i）炙人口：原指烤熟的鱼或肉，人人都爱吃。此处比喻美好的诗文，人们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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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 4 的几颗莲子，
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
够千年不烂。因此，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
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致永远埋在泥
中。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长出，
都是极大的未知数。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
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由
命了。
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
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
天，“小荷才露尖尖角 5 ”，有翠绿的莲叶长出
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
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经过
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
丝，一片旖旎 6 的风光。可是，我翘盼的水面却
仍然没有露出什么荷叶。此时我已经完全灰了
心，以为那几颗湖北带来的硬壳莲子，由于人力
无法解释的原因，大概不会再有长出荷花的希望
了。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从淤泥中吸出。
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
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
个圆圆的绿叶，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是却细
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 7
的叶子一样。而且最初只长出了五六个叶片。我
总嫌这有点太少，总希望多长出几片来。于是，
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到池塘边上去观望。有
校外的农民来捞水草，我总请求他们手下留情，
不要碰断叶片。但是经过了漫漫的长夏，凄清的
秋天又降临人间，池塘里浮动的仍然只是孤零零
的那五六个叶片。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虽微有
希望但究竟仍是令人灰心的一年。
4
5
6
7

洪湖的莲子

一个“吸”字，写尽
作者两年来对荷花无
时无刻盼望的期待心
理。

水浮莲

渲染希望落空后，灰
心的程度。

洪湖： 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湖北省第一大湖，位于中国湖北省南部长江与东荆河间的洼地中。
东西两侧与长江相通。
小荷才露尖尖角：出自南宋杨万里的《小池》，意为小小的嫩荷刚露出紧裹的叶尖。
旖旎（y˚ n˚）：柔和美好。
水浮莲： 又称凤眼莲或凤眼兰，是一种漂浮性水生植物。叶直立光滑，根在水中，呈须状，叶
柄中空膨大如同葫芦，因此可以漂浮水面，花为蓝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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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严冬一过，
池塘里又溢满了春水。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
候，在去年飘浮的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
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而且看来荷花在严
冬的冰下并没有停止行动，因为在离开原有五六
个叶片的那块基地比较远的池塘中心，也长出了
叶片。叶片扩张的速度，扩张的范围，都是惊人
地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为
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
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
有一些竟然跃出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原来
我心中还迟迟疑疑，怕池中长的是水浮莲，而不
是真正的荷花。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
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洪湖莲花的子孙了。我
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
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
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
8
的力量，这种力
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    
量大到无法抗御。只要你肯费力来观察一下，就
必然会承认这一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楼
前池塘里的荷花。自从几枝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
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间，就出来了
几十枝，而且迅速地扩散、蔓延。不到十几天的
工夫，荷叶已经蔓延得遮蔽了半个池塘。从我撒
种的地方出发，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我无法知
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反正从露
出水面的荷叶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
才能形成眼前这个局面。
8

蔓（m∂n）延：像蔓草一样向周围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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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的冰下居然藏有
生机，让作者震撼于
荷花的生命力，因而
视为“奇迹”。

“狂喜”强调了数年
灰心等待换来的喜悦
程度。
作者借严冬冰下荷花
顽强求生的毅力，表
明任何生命都具有强
烈的“求生”力量，
这恰恰是生命最伟大
的光辉和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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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长荷叶，当然是不能满足的。荷花接踵
而至，而且据了解荷花的行家说，我门前池塘里
9
的荷花，同燕园    
其他池塘里的，都不一样。其
他地方的荷花，颜色浅红；而我这里的荷花，不
但红色浓，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开出十六个
复瓣，看上去当然就与众不同了。这些红艳耀目
的荷花，高高地凌驾 10 于莲叶之上，迎风弄姿，
似乎在睥睨 11 一切。幼时读旧诗：“毕竟西湖六
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爱其诗句之美，深恨没有能亲自
到杭州西湖去欣赏一番。现在我门前池塘中呈现
的就是那一派西湖 12 景象。是我把西湖从杭州搬
到燕园里来了。岂不大快人意也哉！前几年才搬
到朗润园 13 来的周一良 14 先生赐名为“季荷”。
我觉得很有趣，又非常感激。难道我这个人将以
荷而传吗？
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
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
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逾静，鸟鸣山
更幽 15 ”。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
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的
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
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
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
像小船似的漂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上读到
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
惜第二句对仗不工。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
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9
10
11
12
13
14
15

透过对比突显作者的
荷花更胜其他地方的
荷花。
引用诗句，以丰富文
采。

西湖荷花部分景观

运用反问句将作者喜
悦而自豪的情感表露
无遗。
作者通过叙述赏荷的
情景，营造了人与环
境合一的画面。

燕园： 指中国北京大学（前身为燕京大学）校园，位于中国北京市西郊海淀镇东北部，与圆明
园、颐和园毗邻。
凌驾：高出（别人）；压倒（别的事物）。
睥睨（p¬ n¬）：眼睛斜着看，表示傲视或厌恶。
西湖： 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区西面，是中国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朗润园：今位于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校内，居鸣鹤园、镜春园之北，万泉河之南。
周一良：中国历史学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出自南朝梁王籍的《入若耶溪》，意为蝉声和鸟鸣声使得笼罩着若
耶山林的寂静显得更为幽静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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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们一家人也常常坐在塘边石头上
纳凉。有一夜，天空中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
银光洒在荷花上。我忽听扑通一声，是我的小白
波斯猫毛毛扑入水中，它大概是认为水中有白玉
盘 16 ，想扑上去抓住。它一入水，大概就觉得不
对头，连忙矫捷地回到岸上，把月亮的倒影打得
支离破碎，好久才恢复了原形。
今年夏天，天气异常闷热，而荷花则开得
特欢。绿盖擎天 17 ，红花映日，把一个不算小的
池塘塞得满而又满，几乎连水面都看不到了。一
个喜爱荷花的邻居，天天兴致勃勃地数荷花的朵
数。今天告诉我，有四五百朵；明天又告诉我，
有六七百朵。但是，我虽然知道他为人细致，却
不相信他真能数出确实的朵数。在荷叶底下，石
头缝里，旮旮旯旯，不知还隐藏着多少骨朵儿，
都是在岸边难以看到的。粗略估计，今年大概开
了将近一千朵。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 18 了。
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池塘里的荷叶虽
然仍然是绿油一片，但是看来变成残荷之日也不
会太远了。再过一两个月，池水一结冰，连残荷
也将消逝得无影无踪。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
眠，做着春天的梦。它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
“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为我的“季荷”祝福。

16
17
18

运用听觉和定点换景
手法，插叙一段小猫
扑入水中的情景，使
小猫的活泼动感与月
夜的安宁静谧相映
衬。

白玉盘：月亮，出自唐朝李白的《古朗月行》里的“小时不识月， 呼作白玉盘”。
擎（q∆ng）天：往上托住了天。
洋洋大观：形容事物繁多，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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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z∂ng）。中国山东省清平县人。他
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作家。他的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
（共 24 卷），作品包括《清华园日记》《人生絮语》《北京记忆》《留德十
年》等。

题解
本文选自季羡林散文集《我的人生感悟》，创作于作者 86 岁之
时。文中勾勒荷花从无到有，从弱小到繁茂的过程，表现了荷花
顽强的生命力，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荷花的喜爱。作者借物言
志，文章明写荷花，实则暗指自己的人生感悟。他以荷喻人，借
荷抒情、明理。

理 解与探究
1

试述作者在以下流程中的情感变化。[2.1.1]
种荷

2

盼荷

赏荷

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

结合上下文，说出你对这句话的理解。[2.1.1]
3

作者在文中多处引用诗句，有什么作用？[2.2.1] [5.5.1]

4

本文以《清塘荷韵》为标题，有什么妙处？[2.1.1]

5

找出文中人景动静相融的画面，分组朗读，并在聆听之后给予评
价。[2.1.1] [5.2.1]
151
KPM

第七单元 行文如画

三、石头记
阅读指引

我有一块石头，看起来斑
驳瑰奇；不但满是苍辣虬老 1
的皴皱 2 ，而且还有多处被蚀
镂成空洞，姿态奇磔 3 。
我常常拿在灯下，细看它
的纹理。小小一块顽石，线条
的流走牵连却如惊涛骇浪，仿
蒋勋
佛依稀可以听见水声回旋，拍
岸而起，浪花在空中迸（bèng）散⋯⋯是被风浪
狂涛爱过，爱到遍体鳞伤的一块石头啊！
这块石头，是多年前去龙坑 4 旅行带回来
的。
龙坑在台湾最南端，比鹅銮鼻 5 还南。如果
在地图上找，应该是鹅銮鼻下方，突出于海洋中
的一块地岬 6 了。
从鹅銮鼻到龙坑没有车去，必须步行穿过
一片砺石 7 堆和琼麻林间踩出的小路。琼麻如剑
戟一样的叶片森森直立着。这种野悍的风景，

1
2
3
4
5
6
7
1

着眼描绘石头外表满
布层层折叠的纹路，
突出奇石别具一格的
美感。

把石头和风浪用爱联
系在一起。
交代石头的由来，点
出在生活中发现美。

虬（qiú）老：这里用作形容石头上纵横拳曲的陈年裂缝。虬，拳曲。
皴（c¨n）皱：这里指石头的裂痕或刮痕。皴，皮肤因受冻而裂开。
奇磔（zhé）：奇特得近乎支离破碎。磔，古代的一种酷刑，把肢体分离。
龙坑：指龙坑生态保护区，位于台湾屏东县，属于垦丁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鹅銮（luán）鼻：指鹅銮鼻公园，位于台湾最南端，为台湾八景之一。
地岬（jiç）：即岬角，指突入海中的尖形陆地。
砺石：粗石。
犯怵（ch≈）：胆怯；畏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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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恒春半岛 8 的特色。但是，到了龙坑，连恒
春的沃腴也没有了。一片布置于大海狂浪中粗粝
尖峭的岩石地块，因为土壤被长年海风吹蚀，只
剩了岸石隙缝中存留着一点点土。一种叫做银芙
蓉的植物，耐旱、耐风、耐海水的咸腥与狂暴，
便在隙缝中生了根，虬结盘曲地生长蔓延开来
了，那是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的植物，几乎没有
什么叶子，看来似乎已成枯枝的遒劲 9 根干，贴
着地面，顽强固执地生长着。
古人欣赏奇磔遒劲的奇木奇石，大概是因
为那奇磔遒劲中隐藏透露着生命奋斗的痕迹吧！
当那挣扎求活的伤痛过去，那挣扎求活的姿态却
成了使人歌赞的对象。后人把玩、浏览、细细抚
爱，那使人歌赞的纹痕之美，何人还记得来自于
心痛如绞的伤痛呢？
龙坑的岸石也因为长年遭海浪冲蚀击打，
形成了奇岩。大部分尖锐丑怪，挣扎求活中，好
像还有生命最后的霸悍。有的褴褛 10 斑驳，被蚀
空成许多如蜂巢般的空洞，海浪在其中钻蹿，发
出咻咻如哨般的声响。

8
9
10

写龙坑地理环境的险
恶，点出这块奇石蚀
镂的原因。

奇木奇石的美在于
纹痕。这些纹痕是生
命在物竞天择的过程
中，经过顽强拼搏所
烙下的伤创之痕。作
者对于这些带有生命
奋斗的痕迹和创伤，
给予高度的赞美。

恒春半岛：也被称为“珊瑚礁岛”，位于台湾屏东县，因恒春镇得名。
遒（qiú）劲：雄健有力。
褴褛（lán l¥）：原指衣服破烂，这里借以指被海水冲蚀，变得破碎或缺块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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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轰的大浪永不歇止。浪沫在晴空中飞扬
散去。后退的浪潮，在岩石隙间迅急推涌、回
旋。但是，它还要再来，它还要倾全力奔赴这千
万年来便与它结了不解之缘的粗粝岩石啊！
爱者和被爱者，都有一种庄严。海的咆
哮、暴怒、不息止的纠缠之爱；岩石的沉默、固
执、永不屈服、永不退让。那样缱绻缠绵，真是
要惊天动地啊！它们依傍、亲腻、回环；它们用
近于愤怒、毁灭的爱相拥抱。生命这样挥霍耗
损，泪潺（chán）潺流尽，所剩的也便只是一块
斑驳褴褛，却还犹自傲然兀立 11 着的生命的骸骨
吧！
我细细查看，我的石头。不但有蚀成空
洞、溃裂的痕迹，也竟然有水纹回旋的印记。这
样柔软的水的抚爱回旋，竟也在坚硬如铁的岩石
上留下了印记。那纹痕妩媚 12 婉转，不使人觉得
是伤痕，是千万年来这不可解的爱恨留下的伤痛
的印记啊！
原来《红楼梦》要叫做《石头记》，一切
人世的繁华幻灭，从头说起，不过是洪荒中一颗
饱历沧桑的顽石吧。
满地都是石头，遭人践踏，踢玩。我的桌
上供着从龙坑带回的一块。有时看一看，可以看
到丑怪苦涩的苍皱中有仿佛泪痕的细致婉转。我
也便可以笑一笑，对人世的繁华爱恨，都有了敬
重。

11
12

兀立：兀自挺立。
妩（w∑）媚：形容女子、花木等姿态美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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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浪打奇石的景象，
联想到如玉石俱焚般
刚烈的爱恨。

写柔情似水的爱也能
留下痕迹。
将海浪与石头的爱恨
情仇与《红楼梦》中
人世间的爱恨情仇连
结在一起，说明“人
世的繁华幻灭”也只
不过是沧海一粟，令
人唏嘘却有着动魄人
心的美。
只有历经沧桑，在沉
淀后才有动人心魄的
美。

第七单元 行文如画

作 者简介
蒋勋（1947－），出生于中国西安，福建长乐人。他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史学
系、艺术研究所，后负笈（jí）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1976年返回台湾。他
的文字典雅优美，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著有小说《因为孤独的缘故》、散文
《萍水相逢》、诗集《多情应笑我》、美学论述《汉字书法之美》等作品数十
种。

题解
本文选自《萍水相逢》，是一篇状物抒情的散文。作者以浪漫的
情怀，透过联想与双关手法，藉《红楼梦》的别名《石头记》，
将石头刻痕与世人爱恨串联起来，肯定并歌颂了经历痛苦磨难而
留下伤痕的顽石，点出带有生命奋斗痕迹和创伤的事物，具有一
种动魄人心的美，更值得珍视。

理 解与赏析
1

作者为什么如此详细介绍龙坑的地貌？[2.1.1]

2

为什么作者会认为“古人欣赏奇磔遒劲的奇木奇石”？[2.1.1]

3

爱者和被爱者，都有一种庄严。

“爱者”和“被爱者”的“庄严”分别体现在哪儿？[2.1.1]
4

我也便可以笑一笑，对人世的繁华爱恨，都有了敬重。

分组讨论作者“敬重”的原因是什么？ [1.1.1] [2.1.1]
5

试顺序排列《石头记》的内容大意。[2.1.1]
（a）描写石头形状纹理的由来。
（b）叙述石头皴皱蚀镂的原因。
（c）领悟人世繁华爱恨的意义。
（d）联想人世爱恨留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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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宿建德江

1

（孟浩然）

阅读指引

移舟 2 泊烟渚 3 ，
日暮客 4 愁 5 新。
野旷天低树 6 ，

停船夜宿于沙洲，突
显诗人的孤独，因景
生愁，四顾无人，只
有月亮相伴，更显得
凄清。

江清月近人。

1
2
3
4
5
6

建德江：指新安江流经建德（今属中国浙江）西部的一段江水。
移舟：靠岸。
烟渚（zh∑）：弥漫雾气的沙洲。渚，水中间的小块陆地。
客：诗中指作者自己。
愁：为思乡而忧思不堪。
野旷天低树：旷野无垠（y∆n），远处天空比树木还低。野，原野。旷，空阔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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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文补给站
古诗词中“月”的意象
月依圆缺呈现不同的亮度和质感，予人无限想象空间。自古不少传说也
与月有关。古人观月，以月寄托情怀，创作了无数隽永诗词。在古诗词中，
有的以月渲染清幽或凄清的气氛，有的烘托悠闲自在、旷达的或孤苦的情
怀，有的寄托相思或抒发思乡怀人之感，还有一些以月表达时空的永恒。在
这些诗词中，有的写月却未必有月，有不具体写哪种月的，有具体写满月、
上弦月或下弦月的。

作 者简介
孟浩然（6 8 9 －740），原名孟浩，字浩然，号孟山人，世称孟襄阳。唐朝襄州
襄阳（今中国湖北襄阳）人。他是山水田园派诗人，与王维齐名。至今流传的
作品有《孟浩然集》三卷。

题解
全诗主要以客旅夜宿为内容。诗人于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 2 8 年），3 9 岁时赴长
安考科举，渴望及第，又不为幕府所用。后来，仕途失意的他离开长安，漫游
吴越。当时诗人途经钱塘江，在建德附近停舟夜泊，有感而作此诗。诗中表面
刻画秋江暮色，实则借景排遣心中的忧愁。全诗语言清新，造景自然。

理 解与赏析
1

阅读课文，然后根据课文内容，完成下表。[2.3.1]
宿建德江
时间

2

地点

人物

停船的原因

作者的心境

景色

诗的第三和第四句中的景物，如何烘托诗人的愁绪？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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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句品味 • 积累
1. 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

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漂在那里。《清塘荷韵》
词句品味：描写视线覆盖范围内的两个物景：莲瓣从上而下随风坠入水
中，水中倒影从下而上接触水面，虚实交织、静中带动，营造
了缥缈的美感。
2. 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它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既

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清塘荷韵》
词句品味： 运用比拟修辞手法，写出作者对荷花的猜想：荷花在冰下蓄势
待发，等待新一季的循环，再顺势带出作者对荷花的祝愿，表
现了作者对荷花的喜爱。最后，运用引用兼以反问修辞手法表
现作者对荷花再现的自信，彰显了作者的积极乐观的心态。
3. 一种叫做银芙蓉的植物，耐旱、耐风、耐海水的咸腥与狂暴，便在隙缝中生了

根，虬结盘曲地生长蔓延开来了，那是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的植物，几乎没有
什么叶子，看来似乎已成枯枝的遒劲根干，贴着地面，顽强固执地生长着。
《石头记》
词句品味： 采用比拟修辞手法和大量的形容词，让银芙蓉、岩石、海浪展
现出生命力，并赋予各自不同的情感。

临

摹楷书

以毛笔临摹柳公权的字帖。注意运笔和构字的方法。 [3.1.1]

竖的运笔和构字的方法：

重竖
左右数竖重列，则有正
斜、轻重及左缩右垂的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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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竖
起笔同垂露，行笔稍
重，至收笔处时略驻，
或作回锋收笔，或不作
回锋收笔。

垂露竖
起笔同悬针，行笔略作
弧度（向背变化），至
收笔处稍顿，再略提并
回锋向上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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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大观园

[4.1.1]

七夕
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七夕”又名“乞巧节”“七巧节”
或“七姐诞”。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节日，源于中国的神话故事“牛郎织女”，
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相传，天上的织女下凡玩耍时，与牛郎相遇，并结为夫妻。两人彼此相爱，
过着男耕女织的美满生活。王母娘娘知道后，命令天兵、天将下凡捉拿织女。
牛郎得知消息后，奋力追赶，王母娘娘见状，拔出头上的金簪向空中一划，刹
那间，一条波涛滚滚的银河出现在牛郎和织女之间。从此，牛郎织女只能隔河相
望。后来，玉皇大帝被他们坚定的爱情所感动，准许他们每年的七月七日相会一
次。每到这一天，人间的喜鹊都会飞上天，搭起鹊桥，好让牛郎织女相会，这就
是“七夕”的由来。
相传，织女是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因此七夕这天的夜晚，妇女会
在庭院向织女星乞求智慧和巧艺，故称为“乞巧”。据史书记载，“七夕乞巧”
的习俗最早出现在汉代，古代妇女们往往在七夕夜晚举行“观星慕仙”的聚会。
乞巧时，妇女们眼望星空，手靠着背后竞赛穿针，谁先穿完，谁就“得巧”。在
江南一带，七夕这天还有送五彩绳的习俗，姑娘们要把彩绳扔到屋顶上，让喜鹊
衔去搭桥。
七夕乞巧的应节食品，则以巧果最为出名。巧果又名“乞巧果子”，款式极
多。主要的材料是油、面、糖、蜜。《东京梦华录》中称之为“笑厌儿”“果食
花样”，图样则有捺香、方胜等。另外，乞巧时用的瓜果也有多种变化，有将瓜
果雕成奇花异鸟，或在瓜皮表面浮雕图案的，此种瓜果称为“花瓜”。
除了七夕乞巧，古代的少女少妇们也会事先邀约亲朋好友在七夕这一夜聚
会拜织女。相约拜织女的少女少妇们，会斋戒一天，沐浴停当后，准时抵达主办
方的家里，在月光下，于准备好的案前焚香礼拜，之后便围坐在桌前，一面吃花
生、瓜子，一面朝着织女星座，默念自己的心愿，如嫁给如意郎君、早生贵子、
变得漂亮等。
现今，“七夕”仍然是个温馨与甜美的传统节日，被誉为华族的“情人节”。
资料参考自李朵编写的《习俗样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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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乐读
好文共赏

[4.2.1]

我的空中楼阁
李乐薇

山如眉黛，小屋恰似眉梢的痣一点。
十分清新，十分自然，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
上。
世界上有很多已经很美的东西，还需要一些点缀，山也是。小屋的
出现，点破了山的寂寞，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辽阔无边
的天空掠过一只飞雁，是单纯的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川美景中
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
小屋点缀了山，什么来点缀小屋呢？那是树！
山上有一片纯绿色的无花树；花是美丽的，树的美丽也不逊于花。
花好比人的面庞，树好比人的姿态。树的美在于姿势的清健或挺拔、苗
条和婀娜，在于活力，在于精神！
有了这许多树，小屋就有了许多特点。树总是轻轻摇动着。树的
动，显出小屋的静；树的高大，显出小屋的小巧；而小屋别致出色，乃
是由于满山皆树，为小屋布置了一个美妙的绿的背景。
小屋后面有一棵高过屋顶的大树，细而密的枝叶伸展在小屋的上
面，美而浓的树荫把小屋笼罩起来。这棵树使小屋给予人另一种印象，
使小屋显得含蓄而有风度。
换个角度，近看改为远观，小屋却又变换位置，出现在另一些树的
上面，这个角度是远远地站在山下看。首先看到的是小屋前面的树，那
些树把小屋遮掩了，只在树与树之间露出一些建筑的线条，一角活泼翘
起的屋檐，一排整齐的图案式的屋瓦。一片蓝，那是墙；一片白，那是
窗。我的小屋在树与树之间若隐若现，凌空而起，姿态翩然。本质上，
它是一幢房屋；形势上，却象鸟一样，蝶一样，憩于枝头，轻灵而自
由！
小屋之小，是受了土地的限制。论“领土”，只有限的一点。在有
限的土地上，房屋比土地小，花园比房屋小，花园中的路又比花园小，
这条小路是我袖珍型的花园大道。和“领土”相对的是“领空”，论
“领空”却又是无限的，足以举目千里，足以俯仰天地，左顾有山外青
山，右盼有绿野阡陌。适于心灵散步，眼睛旅行，也就是古人说的游目
骋怀。这个无限的“领空”，是我开放性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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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的围墙围住一些花，有紫藤、月季、喇叭花、圣诞红之类。天
地相连的那一道弧线，是另一重无形的围墙，也围住一些花，那些花有
朵状有片状，有红，有白，有绚烂，也有飘落。也许那是上帝玩赏的牡
丹或芍药，我们叫它云或霞。
空气在山上特别清新，清新的空气使我觉得呼吸的是香！
光线以明亮为好，小屋的光线是明亮的，因为屋虽小，窗很多。例
外的只有破晓或入暮，那时山上只有一片微光，一片柔静，一片宁谧。
小屋在山的怀抱中，犹如在花蕊中一般，慢慢地花蕊绽开了一些，好像
群山后退了一些。山是不动的，那是光线加强了，是早晨来到了山中。
当花瓣微微收拢，那就是夜晚来临了。小屋的光线既高于科学的时间
性，也高于浪漫的文学性。
山上的环境是独立的，安静的。身在小屋享受着人间的清福，享受
着充足的睡眠，以及一天一个美梦。
出入的环境要道，是一条类似苏花公路的山路，一边傍山，一边
面临稻浪起伏的绿海和那高高的山坡。山路和山坡不便于行车，然而便
于我行走。我出外，小屋是我快乐的起点；我归来，小屋是我幸福的终
站。往返于快乐与幸福之间，哪儿还有不好走的路呢？我只觉得出外时
身轻如飞，山路自动地后退；归来时带几分雀跃的心情，一跳一跳就跳
过了那些山坡。我替山坡起了个名字，叫幸福的阶梯，山路被我唤做空
中走廊！
我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当做艺术，我在生活中的第一件艺术品——就
是小屋。白天它是清晰的，夜晚它是朦胧的。每个夜幕深重的晚上，山
下亮起灿烂的万家灯火，山上闪出疏落的灯光。山下的灯把黑暗照亮
了，山上的灯把黑暗照淡了，淡如烟，淡如雾，山也虚无，树也缥缈。
小屋迷于雾失楼台的情景中，它不再是清晰的小屋，而是烟雾之中、星
点之下、月影之侧的空中楼阁！
这座空中楼阁占了地利，可以省去许多室内设计和其他的装饰。
虽不养鸟，每天早晨有鸟语盈耳。
无须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

悦读书房
本文选自《我的空中楼阁》，是台湾作家李乐薇的代表作
品。作者以生动的语言围绕“我的空中楼阁/小屋”这一主
线，穿梭于虚实之间，运用声、光、色、味、形的描写暗示
微妙的“自我的情绪”，巧用比喻，表达他对小屋的钟爱之
情，全文艺术感染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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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推荐阅读

山居秋暝

1

〔唐〕王维
《山居秋暝》是一首五言律诗，是盛唐诗人王维的代表
诗作之一。创作当时，王维隐居于终南山下辋（wçng）
川别业（别墅）。《山居秋暝》运用定点和多元感官
描写手法，描写初秋傍晚时，空气清新，人迹罕至的
山林的景色；叙述竹林里传来的洗衣姑娘的歌声笑
语，从中带出景色的优美，生活的无忧无虑，人们的
勤劳善良。诗人借景抒发过安静生活理想的情怀，同
时反面衬托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全诗人景相融。

空山 2 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 3 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 4 ，王孙自可留 5 。

1
2
3
4
5

暝（m∆ng）：日落；天黑。
空山：幽静的山林。
浣（hu∂n）：洗涤。
随意春芳歇：任由春天的花香随时令消逝。春芳，春天的花香。歇，尽、消。
王孙自可留：出自《楚辞·招隐士》中“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但意思完全相反。

（资料参考自萧涤非、周汝昌等撰写的《唐诗鉴赏辞典》与张傲飞编的《唐诗宋词名家鉴赏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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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单 元

往事
依依
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时间是河，记忆是
沙。只要活着，流沙似的
快乐悲伤就会逐粒沉积，
随着时间的河流浮浮沉沉
于心田。对于往事，有人
选择掩埋，有人紧抓不放，
有人不断追忆，有人懊恼
感慨。
通过本单元，学习分
析作者记叙的线索，理清
文章的脉络，铺排文章的
内容以及运用详略得当的
叙述手法来突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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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暖身
哪些往事令你无限缅怀？和同学们分享。

一、夏之绝句
阅读指引

春天，像一篇巨制的骈俪
1
文 ，而夏天，像一首绝句。
已有许久，未尝去关心
蝉声。耳朵忙着听车声、听综
艺节目的敲打声、听售票小姐
不耐烦的声音、听朋友附在耳
简
朵旁，低低哑哑的秘密声⋯⋯
应该找一条清澈洁净的河水洗洗我的耳朵，因为
我听不见蝉声。
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并不
知道，直到那天上文学史课的时候，突然四面楚
2
3
歌    
、 鸣金击鼓    
一 般，所有的蝉都同时叫了起
来，把我吓一跳。我提笔的手势搁浅在半空中，
无法评点眼前这看不见、摸不到的一卷声音！多
惊讶！把我整个心思都吸了过去，就像铁沙冲向
磁铁那样。但当我屏气凝神正听得起劲的时候，
又突然，不约而同地全都住了嘴，这蝉，又吓我
一跳！就像一条绳子，蝉声把我的心扎捆得紧紧
地，突然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松了绑，于是我的
一颗心就毫无准备地散了开来，如奋力跃向天空
的浪头，不小心跌向沙滩！

1
2
3

以对比手法点出夏天
像一首绝句。

蝉

夏天是声音的季节，
蝉声是种种声音的代
表。
两次“吓一跳”承载
截然不同的两种情
绪。第一次彰显作者
突然听见蝉声乍起的
惊喜雀跃；第二次则
表达了作者对蝉鸣消
失的失望落寞。

骈俪文： 又称骈文、骈体文、骈俪文、骈偶文或四六文等。骈文常用四字、六字句，全篇以对
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工整、声律铿锵。此处用来比喻春天的富丽繁缛。
四面楚歌： 语出《史记·项羽本纪》，形容四面受敌，处于孤立危急的困境。这里指四周全被
蝉声包围。
鸣金击鼓： 敲锣打鼓，古时打仗时分别用来指挥士兵后退前进的信号。这里比喻蝉声响亮浩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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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
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
门帘上的花鸟绣，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
它们就“刷”一声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
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
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
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
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小童年。因为这些
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
又一一捡回来。
首先捡的是蝉声。
那时，最兴奋的事不是听蝉而是捉蝉。小
孩子总喜欢把令他好奇的东西都一一放在手掌中
赏玩一番，我也不例外。念小学时，上课分上下
午班，这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才有的优待，可见
我那时还小。上学时有四条路可以走，其中一条
沿着河，岸边高树浓荫，常常遮掉半个天空。虽
然附近也有田园农舍，可是人迹罕至，对我们
而言，真是又远又幽深 4 ，让人觉得怕怕地。然
而，一星期总有好多趟，是从那儿经过的，尤其
是夏天。轮到下午班的时候，我们总会呼朋引伴
地一起走那条路，没有别的目的，只为了捉蝉。

4

“竟”字深化“不知
道”的程度，突显季
节更迭的悄无声息。
通过声音联想和比喻
手法，将洋溢着热情
欢快的夏天具象化，
让人感受到夏天的氛
围。
自然界的风声蝉声成
了作者联结童年记忆
的桥梁，将作者的意
识从现实拉远，使她
坠入回忆。

幽深：（山水、树林、宫室等）深而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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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一群小学生，穿卡其短裤、戴着
黄色小帽，或吊带褶 （zh©） 裙，乖乖地把“碗
5
公帽     
”的松紧带贴在脸沿的一群小男生、小女
生，书包搁在路边，也不怕掉到河里，也不怕钩
破衣服，更不怕破皮流血，就一脚上一脚下地直
往树的怀里钻的那副猛劲吗？只因为树上有蝉。
蝉声是一阵袭人的浪，不小心掉进小孩子的心
湖，于是湖心抛出千万圈涟漪如千万条绳子，要
逮捕那阵浪。“抓到了！抓到了！”有人在树上
喊，下面有人赶快打开火柴盒把蝉关了进去。不
敢多看一眼，怕它飞走了。那种紧张就像天方夜
谭 6 里，那个渔夫用计把巨魔骗进古坛之后，赶忙
封好符咒再不敢去碰它一般。可是，那轻纱般的
薄翼却已在小孩们的两颗太阳 7 中，留下了一季的
闪烁。
到了教室，大家互相炫耀铅笔盒里的小
动物——蝉、天牛 8 、金龟子 9 。有的用蝉换天
牛，有的用金龟子换蝉。大家互相交换也互相赠
送，有的乞求几片叶子，喂他铅笔盒或火柴盒里
的小宝贝。那时候打开铅笔盒就像开保险柜一般
小心，心里痒痒的时候，也只敢凑一只眼睛开一
个小缝去瞄几眼。上课的时候，老师在前面呱啦
呱啦地讲，我们两眼瞪着前面，两只手却在抽
屉里翻玩着“聚宝盒”，耳朵专心地听着金龟子
在笔盒里拍翅的声音，愈听愈心花怒放，禁不住
开个缝，把指头伸进去按一按金龟子，叫它安静
些，或是摸一摸敛着翅的蝉，也拉一拉天牛的一
对长角，看是不是又多长了一节？不过，偶尔不
小心，会被天牛咬了一口，它大概颇不喜欢那长
长扁扁被戳得满是小洞的铅笔盒吧！
5
6
7
8
9

先用设问手法勾勒一
群小学生的活动，引
起读者的好奇心，接
着用比喻和借代手
法，穿插对白，详写
童年捉蝉的雀跃和课
间偷玩小动物的童真
趣事。

天牛

金龟子

碗公帽

碗公帽：指台湾以前小学女学生所戴的帽子。
天方夜谭： 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又名《一千零一夜》，内容富于神话色彩。后多用来比喻
虚妄荒诞的言论。
两颗太阳：比喻双眼明亮热切。
天牛： 昆虫，身体长椭圆形，触角比身体长。幼虫蛀食玉米、高粱、甘蔗、苹果、桑、柳等植
物的茎。种类很多，常见的有黑天牛和褐天牛。
金龟子： 昆虫，种类很多，身体黑绿色或其他颜色，有光泽，前翅坚硬，后翅呈膜状。幼虫叫
蛴螬（q∆ c∫o），是农业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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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夏季，我们都兴高采烈地强迫蝉从枝
头搬家到铅笔盒来，但是铅笔盒却从来不会变成
音乐盒，蝉依旧在河边高高的树上叫。整个夏
季，蝉声也没少了中音或低音，依旧是完美无缺
的和音。
捉得住蝉，却捉不住蝉声。
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响，蛙
声、鸟鸣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
首绝句。
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衬字 10 歌唱一番。
蝉是大自然的一队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
的节律，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
在宋诗集，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
节的感触，是它们对仲夏 11 有共同的情感，而写
成的一首抒情诗。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近
乎自然诗派的朴质，又有些旷达飘逸，更多的时
候，尤其当它们不约而同地收住声音时，我觉
得它们胸臆之中，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
讲。也许，是一首抒情的边塞诗。

10
11

从童年捉蝉，转写蝉
声。

衬字：曲子在曲律规定字以外，为了行文或歌唱的需要而增加的字。
仲夏：夏季的第二个月，即农历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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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间听蝉，想其高洁。蝉该是有翅族中的
隐士吧！高踞树梢，餐风饮露 12 ，不食人间烟
火 13 。那蝉声在晨光朦胧之中分外轻逸，似远似
近，又似有似无。一段蝉唱之后，自己的心灵也
跟着透明澄净起来，有一种“何处惹尘埃 14 ”的
了悟。蝉亦是禅 15 。
午后也有蝉，但喧嚣了点。像一群吟游诗
16
人 ，不期然地相遇在树荫下，闲散地歇它们的
脚。拉拉杂杂地，他们谈天探询、问候季节，倒
没有人想作诗，于是声浪阵阵，缺乏韵律也没有
押韵。他们也交换流浪的方向，但并不热心，因
为“流浪”，其实并没有方向。
我喜欢一面听蝉一面散步，在黄昏。走进
蝉声的世界里，正如欣赏一场音乐演唱会一般，
如果懂得去听的话。有时候我们抱怨世界愈来愈
丑了，现代文明的噪音太多了；其实在一滩浊流
之中，何尝没有一潭清泉？在机器声交织的音
图 17 里，也有所谓的“天籁 18 ”。我们只是太忙
罢了，忙得与美的事物擦身而过都不知不觉。也
太专注于自己，生活的镜头只摄取自我喜怒哀乐
的大特写，其他种种，都是一派模糊的背景。如
果能退后一步看看四周，也许我们会发觉整个图
案都变了。变的不是图案本身，而是我们的视
野。

12
13
14
15
16
17
18

先从蝉的生存形态塑
造蝉清逸高洁的形
象，而后从蝉唱使人
心灵透明澄净，联想
到清净无垢的禅境。

由黄昏听蝉转而反思
生活。

现代人沉溺于崇尚和
追求浮华表象，而忽
略对自然美的关注与
对生命的审视。

餐风饮露：以风、露为食。餐，这里作动词用，指吃。
不食人间烟火：道家认为仙人不吃经过烧煮的食物，后用来形容具有仙气或灵气的人。
何处惹尘埃：指人的心思清明无垢。语出禅宗六祖慧能的诗偈，全诗偈为“菩提本无树，明镜   
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禅：梵语“禅那”的简称。为佛教的修行方法之一，即静思之意。引申为禅理、禅学。
吟游诗人：西洋中世纪末期，弹奏竖琴、吟唱诗歌的流浪诗人。
音图：声音的图像。这里指声音的世界。
天籁（l∂i）：指自然界的声音，如风声、鸟声、流水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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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偶尔放慢脚步，让眼眸以最大的可
能性把天地随意浏览一番，我们将恍然大悟；世
界还是时时在装扮着自己的。而有什么比一面散
步一面听蝉更让人心旷神怡？听听亲朋好友的倾
诉，这是我们常有的经验。聆听万物的倾诉，对
我们而言，亦非难事，不是吗？
聆听，也是艺术。大自然的宽阔是最佳的
音响设备。想象那一队一队的雄蝉敛翅踞在不同
树梢端，像交响乐团的团员各自站在舞台上一
般。只要有只蝉起个音，接着声音就纷纷出了
笼。它们各以最美的音色献给你，字字都是真心
话，句句来自丹田 19 。它们有鲜明的节奏感，不
同的韵律表示不同的心情。它们有时合唱有时齐
唱，也有独唱，包括和音，高低分明。它们不需
要指挥也无需歌谱，它们是天生的歌者。歌声如
行云如流水，让人了却忧虑，悠游其中。又如
澎涛又如骇浪，拍打着你心底沉淀的情绪，顷刻
间，你便觉得那蝉声宛如狂浪淘沙般地攫走了你
紧紧扯在手里的轻愁。蝉声亦有甜美温柔如夜
20
的语言的时候，那该是情歌吧！总是一句三叠    
，
像那倾吐不尽的缠绵。而蝉声的急促，在最高涨
21
的音符处突地戛然而止，更像一篇锦绣文章    
被
猛然撕裂，散落一地的铿锵字句，掷地如金石
22
23
， 而后寂寂寥寥成了断简残篇     
， 徒留给人
声    
一些怅惘、一些感伤。何尝不是生命之歌？蝉
声。
而每年每年，蝉声依旧，依旧像一首绝句，
平平仄仄平。

19
20
21
22
23

自然界之美孕育于平
凡中。心境的平和与
步伐的缓慢有助于我
们发掘蕴含于寻常生
活中之美。

“最高涨的音符”在
刹那间“突地戛然而
止”，给人留下惆怅
和感伤。蝉声是生命
之歌，倾听蝉声，就
是感悟生命。

丹田： 人体部位名。道教称人体有三丹田，在两眉间者为上丹田，在心下者为中丹田，在脐下
者为下丹田，运气发声最为洪亮悠长。
三叠：古代奏曲的方法，至某句则反复再三。
锦绣文章：精美华丽的文章。
掷地如金石声： 形容文章词句工巧华美、声调铿锵悦耳。金石声，指钟磬（q¬ng）等乐器所发出
的清脆优美的声音。
断简残篇：残缺散乱的书籍。简，古代书写用的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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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简 （1961－），本名简敏 。台湾宜兰县人。她的作品以抒情散文为主，其题
材或着重乡土人情，或关注女性的命运，丰富多样。其文辞早期雕琢细致，典
雅流利，近年则逐渐朝向幽默犀利的文风。其笔触敏锐细腻，想象纵恣多情。
她的代表作有《水问》《胭脂盆地》《女儿红》等。

题解
本文选自《水问》。文章以“蝉声”为线索，以比喻和比拟修辞
为写作核心，从一开始描绘蝉声乍起，到捉蝉、养蝉等童年往事
的详写，最后以对蝉声感触的抒发收束全文，无不洋溢着夏的活
泼氛围。通篇语句清新优美，夹杂陈述，使抒情中带有论述，虽
属抒发情感，却又能由文见理。

理 解与探究
1

分成四组，讨论以下段落的内容，生动地朗读或演绎   [1.1.1] [2.1.1]
第一组
第三段

第二组
第九段

第三组
第十段

第四组
第十七段

2

详读第十五段至第十七段，写出不同时间听蝉的不同感受

3

为什么作者说蝉声“何尝不是生命之歌？”？[2.1.1]

4

变的不是图案本身，而是我们的视野。

文中关联词语“不是⋯⋯而是⋯⋯”有什么作用？[5.4.1]
5

我们只是太忙罢了，忙得与美的事物擦身而过都不知不觉。

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验？和同学分享。[1.3.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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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课文中，作者如何描绘声音？试加以说明。[5.5.1]

[2.1.1]

第八单元 往事依依

二、店铺
阅读指引

那些古老而有趣的店铺，
充满传奇的色彩，我们决定去
看看它们。我们步过那些宽阔
的玻璃窗橱，里面有光线柔和
协调的照明，以及季节使它们
不断变更的陈设。然后，我们
转入曲折的小巷，在陌生但感
西西
觉亲切的楼房底下到处找寻。
偏僻的小街上，电车的铃声远了。我们听
1
见壳拓壳拓   的木头车摇过。街道的角落，随
意堆放着层叠的空箩和废弃的纸盒，墙边靠着
担挑 2 和绳，偶然有一辆人力车泊在行人道上打
4
蹲
盹 3 。在这些街道上，肩上搭着布条的苦力    
着进食，穿围裙的妇人在捲烟，果摊上撑着雨
伞，一名和尚提着一束白菜走过。
街道是狭窄的，道路乌黑而且潮湿。道旁
的建筑物显示出年代的风霜，在楼板和泥墙之
间，古老的传统在逐渐消失。是电梯的发明，使
这些屋子提早老去。
我们看见许多店，没有一家相同，它们共
同生存在一条街上，成为一种秩序。许多类型相
似的店喜欢群居在一起，仿佛它们本来就是同
乡；但有些店有不同的邻居，它们显然已经结识
了不少籍贯相异的朋友。

点出古老店铺的特
色。

通过听觉、视觉，观
察人物的装扮与动作
来描写街道情景，具
体生动，有声有色。

木头车

担挑和绳

1
2
3
4

壳拓壳拓：拟声词。形容木头车在路上走过的声音。
担挑：指扁担，竹制或木制的扁长形器具，用来挑东西。
打盹（d∑n）：小睡或断断续续地睡（多指坐着或靠着）。
苦力：出力气干重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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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的一列店阴暗而神秘，敞着一道道长
条子的门缝，看得见里面摆着镶云石的酸枝 5 扶
手靠背椅，墙上悬着对联和画屏，花梨木 6 的几
上搁着瓶花。窗框上的花饰，是当年流行的新艺
术图案，转瞬间却是另一世纪了。
那边的一家籐器店是开朗的，它正如花朵
般展散着无数的冠瓣：门前放着木箱和竹箩，门
边倚着小矮凳、竹扫帚，门沿上挂着灯盏也似的
籐篮。我们都喜欢这店，它不但富于店的奇异风
采，还令我们想起，这些箩和篮、竹器和籐器，
都用手逐个编织而成，它们本来就是一种美丽的
民间艺术。
我们一面看店的外貌，一面追究它们的内
容。药材铺里有极多的抽屉和矮胖的瓶，瓶上的
名字如果编排起来，就像一部古典的简册 7 了。
玻璃镜业店，除了镜子、药箱、鱼缸外，还陈列
着点金的彩釉 8 弥陀佛 9 和福禄寿三星。檀香10 铺
子里有金银箔纸11 、朱漆12 的木鱼和垂着流苏13 的
雕刻珠串。而茶叶铺，里面有细致精巧的陶壶。

简册

彩釉福禄寿三星

运用步移法逐项描写
周围的景物，令读者
觉得与作者同游，亲
临其境。

朱漆木鱼
5
6
7
8

9
10
11
12
13

酸枝：常绿乔木。常用作上等家具的材料，古朴大方，不易变
形。
花梨木：即海南檀，别称“花榈木”，落叶乔木，产于南海诸
地。木质坚硬、纹理细腻，多用来作上等家具的材料。
简册：这里指书籍。简，古代用来写字的竹片。把许多竹简串起
来，便是简册。
釉（yòu）：以石英、长石、硼砂、黏土等为原料，磨成粉末，加水
调制而成的物质，用来涂在陶器半成品的表面，烧制后
发出玻璃光泽，并能增加陶瓷的机械强度和绝缘性能。
弥陀佛：即阿弥陀佛。
檀香：常绿乔木，木质坚硬，有香气，可制器具，也可提取药物
或香料。原产印度等地。
箔（bó）纸：这里指可用来折成金银元宝形的纸，在祭祀时作纸钱
焚化。箔，涂上金属粉末或裱上金属薄片的纸。
朱漆：红漆。
流苏：装在车马、楼台、帐幕、锦旗等上面穗状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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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如果闭上眼睛，也能够分辨店铺
的性质。整条街的气味几乎是混合在一起的，但
走到适当的距离时，就可以辨别出哪一家店是哪
一类了。腊鸭店是油油的。南北杏、甜百合是香
草味的。檀香反而像药。面粉有水饺的气味。
酒、紫菜、地拖、书本、肥皂，都有自己特别的
气味。甚至玻璃，也好像使我们想起海滩。
我们不但喜欢这些店的形态和颜色，还喜
欢店内容器的模样。像那些酒坛，用竹篾 14 箍 15
着，封了口，糊着封条。忽然想起水浒人物来
了：先来四两白干 16 哪。那些面粉袋，上面印着
枝叶茂盛的树和菜蔬，可以缝一件舒适的布衫
哩。
有时，我们仰望店铺的上层，一家古董店
的二楼上排着一列白瓷花瓶，还有西藏青 17 的狮
子。店铺的楼上，朝上数，数几层就是屋顶，旗
杆和年号告诉我们楼宇的历史。有些墙剥落了，
透出内层的红砖，都变作晒干了的橘子皮色。一
座已经拆卸的楼房，现在正以木条支撑着。大片
的草席，围着工地的高栏，里面是起重机的铁链
和枢轴 18 在转动，还不曾开始打桩的空地上，低
陷的泥洞里长满了荒芜的牛尾草19 。
有些店铺开设在简陋搭就的木棚里，屋顶
是石棉瓦 20 和锌铁，它们还仅仅是一个小摊档，
但这并不等于它们就缺乏性格。譬如鸟铺子，屋
檐上挂满了鸟笼，像花灯。当我们经过，不但看
见形状和颜色，还听见声音。是吱喳的鸟鸣伴我
们横过马路。

14
15
16
17
18
19
20

南北杏

甜百合

竹篾

牛尾草

石棉瓦

竹篾（miè）：竹子劈成的薄片。
箍（g¨）：用竹篾或金属条捆紧；用带子之类勒住。
白干：即白酒，无色，含水分少。
西藏青：即“藏青”色，指蓝中带黑的颜色。
枢（sh¨）轴：圆柱形的零件，轮子或其他机件绕着它转动。
牛尾草：又名欧洲羊茅，是一种禾本科植物。
石棉瓦：纤维状石棉经加压、拉长、编织后，掺入水泥、沙浆等制成的瓦状建筑材料，常用来
铺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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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小摊上插着鸡毛帚，长条子的羽
毛，绕着籐枝缠扎，就制成鸡毛帚了，它们的颜
色和菊一般多。缝旗的铺子，隐藏在一条小巷的
入口，从拱门外朝内张望，瞥见一角角翠绿与朱
红。刻图章的老先生还会做饼模，他就把它们挂
起来，木模里凹蚀着鱼和蝴蝶。这种制饼的艺
术，也许要随着面包的泛滥而被淹没了吧。
店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仿佛也各有一位
就像我们那样的祖父，当年为了子孙的诞生，把
典籍细细搜索。卖参茸杞子 21 的叫堂。卖豆卖米
的店叫行。有的店叫记，有的叫捉蛇二。都朴
素。

21

参茸（róng）杞（q˚）子：指人参、鹿茸、枸（gœu）杞等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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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街上林立着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我
们会从巨大玻璃的反映中看见一些古老而有趣、
充满民族色彩的店铺在逐渐消隐。那么多的店：
凉茶铺、杂货店、理发店、茶楼、旧书摊、棺材
店、弹棉花的绣庄、切面条的小食馆、豆浆铺
子，每一家店都是一个故事。这些店，只要细心
去看，可以消磨许多个愉快的下午。如果有时
间，我们希望能够到每一条横街去逛，就看每一
家店，店内的每一个角落以及角落里的每只小
碗，甚至碗上的一抹灰尘。灰尘也值得细心观
看。正如一位拉丁美洲的小说家这样说过：万物
自有生命，只消唤醒它们的灵魂 22 。

22

微小的存在都承载着
历史，记载着古老店
铺的演变过程。

万物自有生命，只消唤醒它们的灵魂： 出自哥伦比亚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
篇小说《百年孤寂》。意指人们只要努力挖掘自己的优
点，每个人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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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西西（1938－），原名张彦，又名张爱伦。她出生于中国上海， 1950 年定居香
港。她从学生时期开始写作，作品文体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童话。她的作
品大多包含浓烈的本土色彩，并能从平凡事物中看出乐趣，视角独具特色，吸
引读者一读再读。她著有《石罄》《花木栏》《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我
城》等。

题解
本文收录于散文集《花木栏》，以 70 年代香港店铺为题材，介绍香港城市化
的过程。香港现已全面走进城市化，古老店铺也渐渐被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所
取代。文中叙述作者因店铺“古老”“有趣”“充满神奇色彩”而寻找古老店
铺。作者对店铺的所处之地、特色等观察入微，并加以细致的描写，字里行间
流露出作者对店铺的各种复杂之情。

理 解与探究
1

当大街上林立着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我们会从巨大的玻璃的反映中看见
一些古老而有趣、充满民族色彩的店铺在逐渐消隐。

为什么作者说这些“古老而有趣、充满民族色彩的店铺”会“逐
渐消隐”？[2.1.1]
2

梳理文章内容，找出店铺的特色，填写下表。[2.1.1]
描写重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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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外貌

1.
2.

家具店：阴暗而神秘，因店内光线阴暗，陈设古旧
藤器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摆设和容器

1.
2.

檀香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茶铺：有细致精巧的陶壶

气味

1.
2.
3.

腊鸭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药材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面粉店：带有水饺的气味

实地观察你家附近的店铺，写一篇短文，字数不少过 25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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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母校
阅读指引

我从来不知道我童年时
就读的小学校的老师一直记着
我。我的侄子现在就在那所小
学读书，有一次回家乡时，我
侄子对我说，我们老师知道你
的，她说你是个作家，你是作
苏童
家吗？我含糊其辞 1 。我侄子
又说，我们 X 老师说，她教过你语文的，她教过
你吗？我不停地点头称是，心中受到了某种莫名
的震动。我想象那些目睹我童年成长的小学老师
是如何谈论我的，想象那些老师现在的模样，突
然意识到一个人会拥有许多不曾预料的牵挂你的
人，他们牵挂着你，而你实际上已经把他们远远
的抛到记忆的角落中了。
那所由天主教堂改建的小学给我留下的印
象是美好而生动的，但我从未想过再进去看一
看，因为我害怕遇见教过我的老师。我外甥女小
时候也在那所小学上学，有一次我去接她，走进
校门口一眼看见了熟悉的礼堂，许多时偶尔地与
朋友谈到此处，发现他们竟然也有类似的行为。
我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好，我想大概许多人都有
像我一样的想法吧，他们习惯于把某部分生活完
整不变地封存在记忆中。

1

毕业多年，小学老师
仍然记得自己，令作
者既惊讶又感动。

含糊其辞：话说得不清不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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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母校二十年以后，我收到了母校校庆
七十周年的邀请函，母校竟然有这么长的历史，
我以前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心里仍然生出了
一些自豪的感觉。
但是开始我并不想回去，那段时间我正好
琐事缠身。我父亲在电话里的一句话使我改变了
主意，他说，他们只要半天时间，半天时间你也
拿不出来吗？后来我就去了，在驶往家乡的火车
上我猜测着旅客们各自的旅行目的，我想那肯定
都与每人的现实生活有密切关联，像我这样的旅
行，一次为了童年为了记忆的旅行，大概是比较
特殊的了。
一个秋阳高照的午后，我又回到了我的小
学，孩子们吹奏着乐曲欢迎每一个参加庆典的客
人。我刚走到教学楼的走廊上，一位曾教过我数
学的女教师侠步迎来，她大声叫我的名字，说，
你记得我吗？我当然记得，事实上我一直记得每
一位教过我的老师的名字，让我不安的是她这么
快步向我迎来，而不是我以学生之礼叩见 2 我的
老师。后来我又遇见了当初特别疼爱我的一位老
教师，她早已退休在家了，她说要是在大街上她
肯定认不出我来了，她说，你小时候特别文静，
像个女孩子似的。我相信那是我留在她记忆中的
一个印象，她对几千名学生的几千个印象中的一
个印象，虽然这个印象使我有点窘迫 3 ，但我却
为此感动。

2
3

叩（k®u）见：进见、拜见。
窘（jiœng）迫：十分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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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时间”并非时
间长度的问题，而是
把时间用在哪里的问
题。作者因为认同父
亲的话而改变主意。

作者用“侠步”形容
老师迎向他的动作，
表现了老师豪爽、豁
达的个性，以及见到
作者的激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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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位女教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穿过
走廊来到另一个教室，那里有更多的教过我的老
师注视着我。或者说是我紧紧地握着女教师的
手，在那个时刻我眼前浮现出二十多年前一次春
游的情景，那位女教师也是这样握着我的手，把
我领到卡车的司机室里，她对司机说，这孩子生
病刚好，让他坐在你旁边。
一切都如此清晰。
我忘了说，我的母校两年前迁移了新址。
现在的那所小学的教室和操场并无旧痕可寻，但
我寻回了许多感情和记忆。事实上我记得的永远
是属于我的小学，而那些尘封的记忆之页偶尔被
翻动一下，抹去的只是灰尘，记忆仍然完好无
损。

作者已从需要老师保
护的小学生成长为可
以保护老师的大人，
既带出了物换星移的
感慨，也彰显了老师
对学生的恩情。

作 者简介
苏童 （1963－ ），原名童忠贵。中国江苏苏州人。其写作风格独特，作品特点
是叙述故事时笔调平静客观，行文间多显沉郁之情。他的创作以小说为主，包
括《黄雀记》《1943 年的逃亡》《我的帝王生涯》等。他的中篇小说《妻妾成
群》被改编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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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这是一篇随笔散文，取自《纸上的美女》。文章主要叙述作者回
小学母校参加七十年校庆，重温美好的校园生活。校庆的氛围理
应是欢腾，作者笔调却并不显欢腾，反而更多的是感慨。

理 解与赏析
1
2

阅读课文，然后写出文章的主要内容。[2.1.1]
我不停地点头称是，心中受到了某种莫名的震动。

“某种莫名的震动”具体指怎样的情绪？为什么作者“心中受到
了某种莫名的震动”？[2.1.1] [5.3.1]
3

我记得的永远是属于我的小学。

上述句子有何含义？[2.1.1]
4

现在的那所小学的教室和操场并无旧痕可寻，但我寻回了许多感情和记忆。

你如何理解上面的句子？[2.1.1]
5

我的侄子现在就在那所小学读书，有一次回家乡时，我侄子对我说，
我们老师知道你的，她说你是个作家，你是作家吗？我含糊其辞。
（b） 他们习惯于把某部分生活完整不变地封存在记忆中。
（c） 虽然这个印象使我有点窘迫，但我却为此感动。
（a）

用上面句子中画线的词语各造一个句子。[5.3.1]
6

试回忆你和老师间的互动，将令你感动的细节，写成一篇文章。
[3.2.3]

180
KPM

第八单元 往事依依

四、伞季

（节选）

阅读指引

雨季即伞季。春天是戏
剧性的季节，总是在花开得
最热烈的时候，雨就开始下
1
了 。 花 在 雨 中 凋 零 ， 辗   为
尘化为泥，活得灿烂，死得
凄凉，春天就是这样令人心
痛。这时就该撑把伞，去看
周芬伶
无边的细雨如何化为点点愁
思，看花儿跌落时是否摔疼了？检查小草又长高
几分？撑把伞，把自己站成天地间最温柔的地
带，去与春天同在，细雨同在。伞的中心，梦的
中心，这里无风无雨，有充裕的感情为春天支
付。
我很粗心，掉伞是常事。说得乐观点，我
有很多很多的伞。在多雨的木栅 2 住四年，最
高纪录是一星期换四把伞，有时也不是真的丢
了，往往买了新伞，才发现旧伞仍在，下一回
新伞旧伞再一起丢，结果连失好几城。每次买伞
必换新花样，街上看得到的花色，我大约都撑
过。这事有趣，走在街上，老觉得别人在撑自
己的伞，那种错觉真叫人迷乱。买伞付钱时，我
会有种罪恶的快感，觉得自己是挥金如土的浪荡
子 3 ，就像《三堂会审 4 》中苏三的唱词：“三
万六千两一旦化为灰尘！”

1
2
3
4

文章题目让人耳目一
新，用借代手法巧妙
借“伞”代“雨”，
创意十足。第一段为
全文奠定了感性多情
的基调。

作者以伞为线索贯穿
全文，从撑伞，掉
伞，买伞各种情节，
推进作者与伞的关
系。

辗（niçn）：同“碾”，压碎。
木栅：台湾地名，位于台北市东南边。
浪荡子：贪恋玩乐而不务正业的人。
三堂会审： 京剧《玉堂春》中的一段。苏三为戏中女主角。
三堂，审问时公堂上有主审、陪审共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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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许多伞中最美的一把，是刚上初中时母
亲买的。那时一般人拿黑布伞，塑料伞很稀罕，
在乡下还不曾看见有人拿过。母亲一向时髦，很
有尝试新产品的勇气，她给大姊 （z˚）和我各买
一把，透明的伞布透天亮，边边上印有一朵玫瑰
花，那个款式现在看起来很土，二十年前的乡
下，可是新奇得很。
我们这两把伞一出现，引来不少羡慕的眼
光。常有不认识的人跑来借伞看，我们就撑起撑
落详细解说：“你看这伞骨，和一般的不同，拿
起来很轻呢！还有这透明的伞布，可以看到下雨
的天空哦！”同学认伞不认人，叫我们“拿透明
伞的那个”或“姊妹伞”，我们心里好得意，巴
不得天天下雨可以拿出来亮相。
后来这份得意变成失意，原因是我先把伞
丢了，这下子只好拿家里的旧黑伞。大姊和我一
向同进同出，每当下雨时，看她撑着透明伞，轻
快自如地走在前面，我则撑着笨重的黑伞在后面
追，更觉得那把透明伞美得好绝望，心中的失意
简直变成痛苦了。粗心的人大概一生都要忍受这
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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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物的对白与旁
人取的绰号，表露作
者对塑料伞的喜爱之
情。

用“美得好绝望”突
显失去透明雨伞的失
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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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爱上油纸伞，好不容易从美浓 5 弄来
一把，栗色 6 的伞面很朴素，伞头拴块蓝布，很
平民化的那种。撑着它，好像从遥远的古代走出
来，走出古典与韵致 7 。撑着它，可以听雨声，
可以观雨景，可以遐想 8 ，遐想也许在下个街
角，会迎面撞见寻觅爱情的白蛇娘子和小青 9 ，
她那洁白的身影是雨中的白莲，不知如今她心中
是否有怨？千百年的爱情化为这场烟雨迷离，那
是神话的雨，断肠的雨，美丽又哀愁。
那把伞的寿命也不长，这回没丢，伞面破
个洞而已，又不能修补，每到下雨时，雨水从破
洞倾注而下，不但失去遮雨的功能，而且打坏一
切情趣，只好留起来当古董。
这许多昙花一现 10 的伞，因为来去匆匆，在
回忆的幻影中显得特别美丽，就连那雨也变得格
外可恋。每场雨是一次不再的因缘，我们撑着伞
缓缓走过，走过四季，走过悲欢离合，不知下场
雨将会是怎样的际遇，怎样的心情？
怪不得喜欢伞店，实在是渊源深长，大概
我也是雨水投胎的吧！眼看雨季又来临，该去光
顾那家伞店，挑一把新花色新款式的伞，光光鲜
鲜走入雨中，度完这春意阑珊 11 的日子。

油纸伞

破了的伞舍不得丢
弃，反而收藏起来，
足见作者对伞的珍
爱。

突显作者对雨和伞的
特殊情怀。

作 者简介
周芬伶（1955 －），笔名沈静。台湾屏东人。她的作品风格流畅细致，创作的
散文集除了《绝美》，还包括《花房之歌》《兰花辞》《恋物人语》等，以及
少年小说《丑丑》《蓝裙子上的星星》。
5
6
7
8
9

10
11

美浓： 台湾高雄市的一个县。美浓出产的油纸伞，是台湾知名的传统工艺品。
栗（l¬）色：像栗子壳的深棕色。
韵致：风度韵味；情致。
遐（xi∫）想：悠远地思索或想象。
白蛇娘子和小青： 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中的两个人物。白蛇娘子，名白素贞，为白蛇精。
小青，白素贞的侍女，为青蛇精。故事中白蛇娘子和小青，在西湖与男主角
许仙相遇，三人共伞避雨。后许、白相恋成婚，法海和尚识破白素贞为蛇
精，施法将她镇压在雷峰塔下。
昙（t∫n）花一现：比喻稀有或美好的事物出现不久就消逝。
阑珊：将尽、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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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本文选自周芬伶散文集《绝美》。作者借物抒情，主要借由对伞
的回忆，描述作者对伞的特殊情怀以及伞与作者之间的不解之
缘。作者也以丰富联想和细腻的文字，写出与伞的情缘，文章情
节生动，描述具体，还穿插典故，增添浪漫情思。

理 解与赏析
课文为什么一开始就说“雨季即伞季”？[2.1.1]

1
2

撑着它，可以听雨声，可以观雨景，可以遐想。

上面的句子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何效果？[5.5.1]

临

摹楷书

以毛笔临摹柳公权的字帖。注意运笔和构字的方法。 [3.1.1]

撇的运笔和构字的方法：

长横撇
起笔藏锋，从下向上作顿
势，然后转势向左下行
笔，渐轻并略作弧度，收
笔时渐提，徐徐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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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斜撇
起笔露锋，先平行作
顿点，然后转势向左
下行笔，势较直，收
笔时渐提，徐徐出锋。

短撇
起笔露锋，先向右下重
顿，然后转势向左下行
笔，渐轻，收笔较快。
短撇一般比长撇粗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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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

启事

一、什么是启事？
启事是团体、单位或个人对公众有所请求、有要事宣布或是有事
需让公众了解等而发出的公开性文件（如寻物、寻人、招生、征聘、招
领、离职、祝贺、鸣谢、志庆等）。
二、注意事项
1 发启事团体、单位或个人的名称和地址，须写在启事的左上方。
2 日期应写在地址之下，标题之上，并靠右方。写信日期与地址之间

要画一条横线。
3 标题的作用是点明启事的主要内容，让公众对有关的启事有初步的
认识。标题应在日期之下，正文之上，靠左并在底下画横线。
4 正文的内容应浅显易懂、简明扼要、真实准确、行文简练，此外，

正文应划分段落，并在段落前冠以序号。
5 正文结束后，发启事的团体、单位负责人或个人须在启事的左下方

写上发启事团体、单位负责人的职衔、名字或个人的姓名，并且署
名。署名后加写“启”。
三、比较
启事和通告的不同之处
启事

通告

启事是团体、单位或个人皆可发
出的文体。

通告是团体、单位所发出，个人
一般不能发通告。

启事没有特定的对象。

通告所针对的对象是和发通告的
团体、单位有关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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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式
以修齐中学华文学会主席林治平的名义，拟一则招收新会员的启事。
修齐中学华文学会
Jalan Universiti,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1

发启事团体、单位或
个人的名称和地址

2019 年 1月10 日

招收新会员启事

3

2

日期

4

正文

标题

本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同学们的语文水平与促进同学之间
的交流。为壮大阵容，本会再次招收新会员。
有兴趣者即日起可向本会秘书刘慧敏同学（中三甲班）索
取申请表格，并于 2019 年 1 月30 日前将填妥好的表格，连同入
会费 RM 3 呈交给本会秘书。
2

3

本会招收的会员名额有限，有意者请从速申请。

4

希望同学们踊跃申请入会。先此致谢。

6
修齐中学华文学会主席
林治平 启

练习

5

发启事者的职衔、署名

[3.2.2]

注意：
学生作答时必须用以下的地址。
Jalan Universiti,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1 试以希望孤儿院院长黄义平的名义，拟一则征求义工的启事。
2 试以马来西亚环保协会主席李玉的名义，拟一则启事，吁请公众响

应“保护环境，拒绝塑料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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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大观园

[4.1.1]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按照中国的历法，农历七月至九月是秋季。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
月，八月十五又是八月中间的一天，所以这个节日叫“中秋节”。中秋节
这天，中国人有赏月和吃月饼的习俗。
秋季，天气晴朗、凉爽，天上很少出现浮云，夜空中的月亮也显得特
别明亮。八月十五的晚上，是月圆之夜，成了人们赏月的最好时光。人们
把圆月看作团圆美满的象征，所以中秋节又叫“团圆节”。
按照传统习俗，中国人在赏月时，还要摆出瓜果和月饼等食品，一边
赏月一边品尝。因为月饼是圆的，象征团圆，所以有的地方也叫它“团圆
饼”。中国月饼的品种很多，各地的制法也不相同。月饼馅有甜的、咸的、
荤的、素的，月饼上面还印上各种花纹和字样，真是又好看，又好吃。
秋天，人们一年的劳动有了收获。中秋节的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
赏月、吃月饼，心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和团聚的欢乐。这时，远离家乡的
人，也会仰望明月，思念故乡和亲人。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很多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其中最有名的是
“嫦娥奔月”。嫦娥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后羿的妻子。据说她吃了从西
王母那里得到的长生不老之药，成了仙，飞上了月宫。
摘自任启亮编的《中国文化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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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共赏

[4.2.1]

下雨天，真好！
琦君

一清早，掀开窗帘看看，窗上已撒满了水珠。啊，好极了！又是
个下雨天。雨连下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屋里挂满万国旗似的湿
衣服，墙壁地板都冒着湿气，我也不抱怨。雨天总是把我带到另一个处
所，在那儿，我又可以重享欢乐的童年。那些有趣的好时光啊，我要用
雨珠的链子把它串起来，绕在手腕上。
那时在浙江永嘉老家，我才六岁，睡在母亲暖和的手臂弯里。天亮
了，听到瓦背上哗哗的雨声，我就放了心。因为下雨天长工们不下田，
母亲不用老早起来做饭，可以在热被窝里多躺会儿。我舍不得再睡，也
不让母亲睡，吵着要她讲故事。母亲闭着眼睛，给我讲雨天的故事：
有一个瞎子，雨天没有伞，一个过路人看他可怜，就打着伞一路送他回
家。瞎子到了家，却说那把伞是他的。还请来邻居评理，说他的伞有两
根伞骨是用麻线绑住的，伞柄有一个窟窿。说得一点也不错。原来他一
面走一面用手摸过了。伞主笑了笑，就把伞让给他了。
在熹（xˆ）微的晨光中，我望着母亲的脸，她的额角方方正正，眉
毛细细长长，眼睛眯成一条线。我的启蒙老师说菩萨慈眉善目，母亲的
长相一定就跟菩萨一样。

雨下得越来越大。母亲一起床，我也跟着起来，顾不得吃早饭，就
套上叔叔的旧皮靴（xu´），顶着雨在院子里玩。沟里水满了，白绣球花
瓣飘落在烂泥地和水沟里。我把阿荣伯给我雕的小木船漂在水沟里，中
间坐着母亲给我缝的大红“布姑娘”。绣球花瓣绕着小木船打转，一起
向前流。我跟着小木船在烂泥地里踩水，吱嗒吱嗒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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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雨，长工们不下田，都蹲在大谷仓后面玩牌。我把小花猫抱在
怀里，自己再坐在阿荣伯怀里，等着阿荣伯把一粒粒又香又脆的炒豆子
剥了壳送到我嘴里。豆子吃够了再吃芝麻糖，嘴巴干了吃橘子。下雨天
真好，有吃有玩，长工们个个疼我，家里人多，我就不寂寞了。
五月黄梅天，到处黏糊糊的，母亲走进走出地抱怨，父亲却端着宜
兴茶壶，坐在廊下赏雨。院子里各种花木，经雨一淋，新绿的枝子顽皮
地张开翅膀，托着娇艳的花朵，父亲用旱烟袋点着它们告诉我这是丁香
花，那是一丈红。大理花与剑兰抢着开，木樨花散布着淡淡的幽香。墙
边那株高大的玉兰花开了满树，下雨天谢得快，我得赶紧爬上去采，采
了满篮子送左右邻居。玉兰树叶上的水珠都是香的。
唱鼓儿词的总在下雨天从我家后门摸索进来，坐在厨房的长凳上，
唱一段“秦雪梅吊孝，郑元和学丐”。母亲一边做饭，一边听。泪水挂
满了脸颊，拉起青布围裙擦一下，又连忙盛一大碗满满的白米饭，请瞎
子先生吃，再给他一大包的米。晚上就在大厅里唱，请左邻右舍都来
听。宽敞的大厅正中央燃起了亮晃晃的煤气灯，发出嘶嘶的声音。煤气
灯一亮，我就有做喜事的感觉，心里说不出的开心。雨哗哗地越下越
大，瞎子先生的鼓咚咚咚地也敲得越起劲。唱孟丽君，唱秦雪梅，母亲
和五叔婆听了眼圈儿都哭得红红的，我就只顾吃炒米糕、花生糖。父亲
却悄悄地溜进书房作他的“唐诗”去了。
如果我一直不长大，就可
以永远沉浸在雨的欢乐中。然
而谁能不长大呢？到杭州念中
学了，下雨天，我有一股凄凉
寂寞之感。
有一次，在雨中徘徊西子
湖畔。我驻足凝望着碧蓝如玉
的湖水和低斜的梅花，却听得
放鹤亭中响起了悠扬的笛声。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笛声低
沉而遥远，然而我却仍能依稀
听见，在雨中⋯⋯

悦读书房
本文选自琦君早期散文作品合集《红纱灯》。作者用《红纱
灯》作为书名，因为在她记忆中的古朴红纱灯，是由外祖父亲
手为她糊的。琦君的喜怒哀乐与数十年的生活经历，被凝缩在
温馨的灯晕里，化作力量，给予她信心与毅力。这盏灯承载着
扎扎实实的希望，引领着她迈步向前。这本书得以让我们在煦
暖的灯下，与琦君来一场心灵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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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推荐阅读

折桂令·九日

1

〔元〕张可久
诗人在重阳节时登高远眺，只见秋景萧瑟，大雁南归，不禁
触景生情，更添思乡愁绪。因此，他写下了这首元曲，抒发
对官场的厌倦，以及迟暮思归之情。整首小令以眼前登高所
见实景为始为终，中间的部分回忆官场得意之时。诗人以昔
日乐景写此时哀情，形成强烈的对比，并且巧妙地引用前人
的诗词入曲，足见作者的创作功力。

对青山强整乌纱 2 。归雁横秋 3 ，倦客思家。
翠袖殷勤 4 ，金杯错落 5 ，玉手琵琶 6 。
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
回首天涯，一抹斜阳，数点寒鸦。

1
2
3
4
5
6

九日：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古时的人们素有登高怀乡习俗。
对青山强整乌纱： 典故出自“孟嘉落帽”的故事。晋桓温于九月九日在龙山宴客，风吹孟嘉帽
落，他泰然自若，不以为意。
归雁横秋： 南归的大雁在秋天的空中横排飞行。
翠袖殷勤： 指歌女殷勤劝酒。典故出自宋代晏几道《鹧鸪天》中的“彩袖殷勤捧玉钟”。翠
袖，此处借指女子或歌女。
金杯错落： 各自举起酒杯。金杯，黄金酒杯。错落，参差相杂，一说酒器名。
玉手琵琶： 谓歌女弹奏琵琶助兴。

（资料参考自蒋星煜编的《元曲鉴赏辞典》与邢汝惠的《名篇导读·古诗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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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单 元

古韵
留芳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
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
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
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王国维

大漠孤烟的塞北，杏花细
雨的江南；“欲上青天揽明月”
的豪情壮志，“古来材大难为
用”的失落惆怅，都是历久弥
新，传诵千古的韵语。自然界的
风花雪月，经有情文人一点染，
便濡染他们的喜怒哀乐，成为抒
发他们内在情感的载体。正因如
此，中国古代文学才能出现许多
内蕴丰富的优美意象，才有了迷
人的魅力。
通过本单元，学习古代文
学中不同文体的特点，理解作品
的内容，感受其中的意境，鉴赏
作品凝练的语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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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暖身
假如让你用一个物象来比喻忧愁，你会将忧愁比喻成什么？

一、虞

1
2
3
4

人

1

（李煜）

阅读指引

春花秋月 2 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伤今忆昔，良辰美景
当前，词人却满腹愁
苦。

雕栏玉砌 3 应犹在，只是朱颜 4 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景色虽依旧，江山却
易主，亡国之痛引发
词人凄苦之情。

虞美人： 本为唐教坊曲，最初得名于项羽宠姬虞美人，一说得名于虞美人草，后衍化为词牌。
春花秋月：指美好的时光与景物。
雕栏玉砌（q¬）：指远在金陵的南唐故宫。雕栏，雕有美丽花纹的栏杆。玉砌，如玉石般的台阶
朱颜：指年轻时红润的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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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文补给站
古诗词中“水”的意象
水是生命之源，万物的繁衍生息皆离不开水的润泽。自古，儒道之圣观
水，从水中悟出人生之道，留下了无数至理名言，如《道德经》第八章中的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名言教诲后人最善者的品行，如同水一
样，可以滋养与造福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在古诗词中，水更是无处不在，
有的以水慨叹流逝不返的时光，如李白《将进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
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有的以水烘托国破家亡、离别羁旅、闺愁宫怨，林林
总总的愁情恨意，如课文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
的则以水言志说理，如杜甫《佳人》中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作 者简介
李煜（937－978），字重光，南唐元宗（即南唐中主）李 之子。他于宋太祖
建隆二年（961 年）继位为南唐国主，在位十五年后，被俘入宋。居宋第三年，
被迫喝下宋太宗所赐的毒酒而死，史称李后主。李煜精书法，善绘画，通音
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亡国前所作，多描写宫廷欢乐
生活，风格绮丽。被俘后，多抒亡国之痛，哀怨凄绝，至为动人，被世人誉为
“词中之圣”“词中之帝”。他的代表作有《虞美人》《浪淘沙令》《乌夜
啼》等。

题解
本词选自《南唐二主词》。据学者詹安泰考证，此词作于李后主投
降，被俘入宋后的第二年（977 年）正月。词中抒发了词人对故国的
怀念和亡国的哀痛之情。情调凄美，令人惋叹。

理 解与探究
1

朗读课文，然后回答下列问题。[5.2.1]
（a）找出《虞美人》中押韵的字。
（b）整首词用了几个韵？有什么特别之处？

2

说一说李煜有哪些“愁”？[2.3.1]

3

春花秋月最容易勾起人们美好的联想，李煜却以这两者来表现愁
情，你觉得合适吗？说出原因。[1.3.1] [2.3.1]
193
KPM

第九单元 古韵留芳

二、天净沙 ·秋思 （马致远）
1

阅读指引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 2 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 3 在天涯。

前三句由一连串的名
词词组构成，展现九
种景物，言简而意
丰。
“枯”“老”“昏”
“瘦”等字眼使浓郁
的秋色蕴含着无限凄
凉与悲苦。
最后一句作为曲眼具
有画龙点睛之妙，使
前四句所描之景成为
人活动的环境，作为
天涯游子在深秋抒发
思念故乡，倦于漂泊
的苦楚情感的场景，
从而点出了主题。

1
2
3

天净沙：曲牌名，属越调，又名“塞上秋”。
西风：指秋风。
断肠人：形容伤心悲痛到极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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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马致远（约 1250 年－1321 年至 1324 年间），号东篱。元朝大都（今中国北京）
人。他与关汉卿、白朴、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他的作品风格虽然
以豪放洒脱为主，但也有不少闲逸恬静的篇章；杂剧多写不得志的文人学士和
神仙故事，被称为“马神仙”。他著有散曲《东篱乐府》，杂剧《汉宫秋》
《青衫泪》《黄粱梦》等十余种。

题解
这首小令出自《东篱乐府》。马致远年轻时热衷功名，但由于元
朝统治者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因而一直未能得志。他几乎一生都
漂泊无定，困窘潦倒。在独自漂泊的羁旅途中，他写下了这首《天
净沙·秋思》。作者借秋天萧条凄清的景物，衬托出游子漂泊异
乡的悲苦情怀。全曲仅五句 28 字，句句写景，却又融情于景，构
思巧妙，写法新颖，意蕴深远，被后人誉为“秋思之祖”。

理 解与探究
1

这首小令描绘了什么季节的景色？[2.3.1]

2

你觉得哪句在整首小令中显得比较有“生机”？为什么

3

熟读这首小令，完成下表。[2.3.1]

[2.3.1]

（a）表现“秋意”的两个景象
（b）与“夕阳”相呼应的词语

4

运用想象，将《天净沙·秋思》改写成一篇文章，字数不少于150。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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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文补给站
曲的浅说
起源与别称
金、元以来受胡乐影响的新兴诗歌体裁，可以配合音乐演唱，盛行于元代，故
称为“元曲”。由于元曲是从词演变而来的，所以也称“词余”；因为可配乐
歌唱，又称“乐府”。

体制与格律
依据曲调填写，每个曲调都有名称，叫做“曲牌”。曲牌只标明曲子的音乐
性，和内容无关，曲牌后面的题目才与内容有关，如《天净沙·秋思》中
的“天净沙”是曲牌名，“秋思”是和内容有关系的题目。
2. 每个曲牌的句数、字数、平仄和押韵，都有一定的格式。在曲牌规定的字数
之外增字，称为“衬字”，用以补足语气，或描摹情感。此外，曲不避俗语
俚语。
1.

形式与类别
元曲分“散曲”和“戏曲”两类。
1.  散曲
只有曲文（歌词），而无科（动作）、
白（独白或对话），仅可歌唱，和词
的性质相近。分：
(a) 小令：又称“叶儿”，多是单支的
曲子，一韵到底，平仄通押，如
《天净沙·秋思》。值得一提的
是，元曲的小令并不计字数多少，
只要是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单调曲
子都称“小令”，如长达百字的
《百字折挂令》，这与宋词的小令
是不同的。宋词的小令也称“短
调”，一般专指字数 58 字以内的一
首词。
(b) 散套：又称“套数”“套曲”，用
同宫调两支以上（可多达数十支）
的小令组成，自成首尾，前后连
贯。“宫调”类似现代音乐中所说
的“调”，如 G 调、D 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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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戏曲

戏曲又分杂剧和传奇两种。
杂剧：又称“北曲”，盛行于元，
除曲文之外，还有科、白，是以歌
唱为主，配合动作
和说话来搬演故事
的戏剧。一幕谓之
“一折”，每剧限
四折，仅旦、末能
独唱；每折限一宫
调，一韵到底。
(b) 传 奇 ： 又 称 “ 南
曲”，盛行于明
清，一幕谓之“一
出”，不限出数，
各角色可分唱、轮
唱或合唱；每出不
限同一宫调，可以
换韵。
(a)

第九单元 古韵留芳

三、满江红 ·怒发冲冠 （岳飞）
1

阅读指引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 2 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 3 ，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 4 ，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 5 ，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 6 缺。
壮志饥餐胡虏 7 肉，笑谈渴饮匈奴 8 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9 。

1
2
3
4
5
6
7
8
9

展示平生雄心壮志，
淡泊名利，早日完成
抗金大业。

抒发为国家雪洗仇恨
耻辱的决心，表现了
无畏无惧的精神。

满江红：词牌名。
潇潇：雨势急暴的样子。
长啸：感情激动时撮（cuø）口发出清而长的声音，为古人的一种抒情举动。
等闲：轻易；随便。
靖康耻：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 年），金兵攻陷汴京，虏走徽、钦二帝。
贺兰山： 贺兰山脉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
胡虏： 古代汉族对外族入侵者的通称。这里指金人。
匈奴： 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这里指金人。
朝天阙：朝见皇帝。天阙，原指宫殿前供暸望的楼。这里指皇帝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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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岳飞 （1103－ 1142），字鹏举。宋朝相州汤阴（今中国河南）人。南宋抗金名
将。岳飞所统帅的岳家军，多次击败强大的金兵。他坚持恢复中原，却被以秦
桧（ hu¬）为首的投降派陷害。一意求和的宋高宗最后连下 12 道金牌，强令岳
飞撤兵，继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岳飞最后被毒死于临安风波
亭，时年  39 岁。他所写的词不多，但都气势雄伟宏大，感情真挚自然，满溢着
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与爱国情怀。

题解
关于这首词的写作背景，历来有三种说法：一、创作于岳飞第一次北伐
（即岳飞 30 岁出头时）；二、创作于 1136 年（绍兴六年）。这一年，岳飞第
二次出师北伐，攻占了伊阳、洛阳、商州和虢（Guó ）州，继而围攻陈、蔡地
区。岳飞很快发现自己是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不得不撤回鄂州
（今中国湖北武昌）。壮志未酬的岳飞，便在镇守鄂州时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的
名词。三、创作于岳飞入狱前不久。
《满江红》抒发了词人不甘虚度年华，迫切建功立业，报国仇雪国耻，收
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和爱国情怀。全词气从意畅，神与境合，是中国古典诗词中
的名篇之一。

理 解与赏析
1

用自己的方式诵读这首词。[2.3.1] [5.2.1]

2

词人为什么会有 “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感慨？[2.3.1]

3

词中哪些句子既表达出词人对敌人的愤恨，又表现了词人无畏无
惧的杀敌信心？ [2.3.1]

4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句给你什么启示？[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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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送友人 （李白）
阅读指引

青山横北郭 1 ，白水 2 绕东城。

点出送友远行时的地
点。

此地一 3 为别，孤蓬 4 万里征 5 。

对即将远行的朋友依
依不舍。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横”与“绕”显示不
愿友人离去的情感。

挥手自兹 6 去，萧萧 7 班马 8 鸣。

“孤蓬”则显示远行
朋友的命运。

1
2
3
4

郭：古代在城外修筑的外墙。
白水：清澈的水。
一：助词，用以加强语气。
蓬（pƒng）：蓬草，枯后根易断，遇风飞旋。
诗人用“孤蓬”喻指远行的朋友。

5
6
7
8

征：远行。
兹（c∆）：此、这里。
萧萧： 马的鸣声。
班马：离群的马。这里指载人远离的马。
班，分别、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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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文补给站
绝句与律诗的区别
近体诗

形式
句数

字数

绝句

五言
5 字 × 4 句 = 20 字
4句
七言
7 字 × 4 句 = 28 字

律诗

五言
5 字 × 8 句 = 40 字
8句
七言
7 字 × 8 句 = 56 字

格律
格律
极严谨
（每句
仄“一
五不论
二四六
明”）

押韵
1. 一韵到
平
底，不得
三
换韵
，
分 2. 第一句可
押可不押
3.

偶数句一
定押韵

对仗

不要求

第二、三联
（颔联、颈
联）务必对
仗（即对偶）

作 者简介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美
誉，与杜甫并称“李杜”。他的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
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间文艺和神话传说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
玮绚烂的色彩。他著有《李太白集》三十卷。李白一生创作大量的诗歌，绝大
多数已散佚，流传至今的只有九百多首。

题解
《送友人》选自《李太白全集》，是一首送别友人的五言律诗。诗歌表达了作
者送别友人时的依依不舍之情。此诗写得情深意切，境界开朗，对仗工整，自
然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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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与赏析
1

诗人于何时何处送友人？[2.3.1]

2

诗歌中哪句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漂泊生涯的深切关怀？[2.3.1]

3

诗人为什么以“孤蓬”来比喻远行的友人？[2.3.1]

临

摹楷书

以毛笔临摹柳公权的字帖。注意运笔和构字的方法。 [3.1.1]

捺的运笔和构字的方法：

斜捺
起笔藏锋，稍顿后即转势
向右下行笔，渐重，收笔
处先回锋略提，然后再按
下，从重至轻顺势捺出。

平捺
起笔露锋，先直下作顿
点，然后回锋向上，再
略提笔并转势向右下行
笔，渐重，渐平，捺脚
较长。

反捺
起笔露锋，平出后即转
势向右下作顿，再转势
向下渐提，收笔用反折
法驻收不回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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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大观园

[4.1.1]

重阳
“重阳”之说来自《易经》。《易经》以一、三、五、七、九为阳数，
“九”为阳之极数，九月九日，两阳相重，故名“重阳”，又名“重九”。
重阳节源自东汉时的一个传说。相传那时汝河有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家
家就有人病倒，天天有人丧命。这一带的百姓受尽了瘟魔的蹂躏。
青年恒景的父母即死于瘟魔之手，他自己也差点儿丧命。病愈之后，恒景辞
别了心爱的妻子和父老乡亲，出去访仙学艺，决心为民除掉瘟魔。他拜一位有神
奇法力的仙长为师，仙长教他降妖剑术，还赠他一把降妖宝剑。恒景废寝忘食苦
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武艺。
一天，仙长把恒景叫到跟前，说：“明天是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
你已经学成本领，应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叶，一盅菊花
酒，并且密授避邪用法，让恒景骑着仙鹤赶回家去。
恒景回到家乡，在九月初九的早晨，按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
座山上，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做好了降魔的准备。中午时分，随
着几声怪叫，瘟魔冲出汝河，但是瘟魔刚扑到山下，突然闻到阵阵茱萸奇香和菊
花酒气便戛然止步，脸色突变。这时恒景手持降妖宝剑追下山来，几个回合就把
瘟魔刺死剑下，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俗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
在古代，重阳节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民间会举办各种相关活动，如：登高、
赏菊、插茱萸、吃重阳糕等。
茱萸是一种植物，果实可以吃，茎、叶都是药材。菊花在九月盛开，有“长
寿花”的美称。为了避免瘟疫，驱除恶气，人们在重阳节这天会把茱萸和菊花插
戴在身上，还要观赏菊花，饮菊花茶和菊花酒。
重阳糕是用面粉做的食品，可以加枣、银杏、松子、杏仁做成甜的，也
可以加肉做成咸的，讲究的还要做成九层，再在上面做两只小羊，以谐“重阳
（羊）”之音。
如今，中国人过重阳节，已不见有插茱萸等风俗了，但是很多人仍然会在
这一天登高赏菊，观赏秋天的美景。在华人的传统观念中，双九有生命长久、健
康长寿的意思，所以近年来，这个古老的节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成为一年一度
的“敬老节”。每当佳节来临，人们都要举办各种敬老活动，祝愿老年人步步登
高，健康长寿。
资料参考自任启亮编的《中国文化常识》和
李朵编的《习俗样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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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共赏

[4.2.1]

古诗十九首·迢 （ti∫o） 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zhuπ）素手，
札（zh∫）札弄机杼（zh≈）。
终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ji∂n），
脉（m®）脉不得语。

脑筋 动一动
这首诗抒发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悦读书房
《古诗十九首》出自汉代文人之手，但没有留下作者姓名，
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南朝萧统主持编撰的《昭明文选》
中第二十九卷。它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
九首》除了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
和思妇闺愁是它的基本内容。其所表现的游子思妇各种复杂
的思想情感，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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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推荐阅读

〔南吕〕四块玉·别情

1

〔元〕关汉卿
这是一首描写离别之情的小令。内容描绘一位深情
女子送别情人，凭栏追寻情人离去的身影，但却被关山阻
隔，无法如愿，尽显哀婉的情态。“一点相思几时绝”是
全篇的中心，说“相思”只“一点”，似乎不多，但又不
知“几时”能绝。这就强调了别情缠绵的一面，也使前两
句显得十分形象。
小令文句虽短，但语言生动形象。关汉卿用准确、
凝练的文字写已别、刚别的相思之情，入木三分地勾勒出
一位深情女子送别心上人时的情态和思绪，给人以言有尽
而意无穷的艺术感受。

自送别，心难舍，
一点相思几时绝 2 ？
凭阑袖拂杨花雪 3 。
溪又斜 4 ，山又遮，人去也。

1
2
3
4

南吕：宫调名。四块玉，曲牌名。别情，小令的题目。
绝：停止。
杨花雪： 如雪花般飞舞的杨花。此句出自苏轼《少年游》中的：“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
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斜：不正，跟平面或直线既不平行也不垂直的。此处指溪流拐弯。

（资料参考自蒋星煜等编的《元曲鉴赏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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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单 元

把根
留住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
—— 庾信《徵调曲》

树高万丈不忘根，人在他
乡莫忘本。花草树木的本是根，
有了扎实的根，树木才能高大挺
拔，花草才能欣欣向荣。人的根
又是什么呢？生于斯、长于斯的
祖国、文化、母语都是我们生而
为人的根本。假若遗弃了它们，
我们终将如失了根的兰花，失却
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要热爱母
语、发扬文化、保卫国土，才能
留住我们的根。
通过本单元，学习理解故事
人物的感受及所处的情景，掌握
文章的中心思想。此外，也要学
习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增强语言
的感染力，使文章更为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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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暖身
如果有一天，你不得不离乡背井去升学或工作，你最不舍得的是什
么？

一、最后一课
阅读指引

这天早晨，我上学去，时
间已很迟了，心中很怕先生要
骂。况且昨天汉麦先生说过，今
天他要考我们的动静词 1 文法，
我却一个字都不记得了。我想到
这里，格外害怕，心想还是逃学
阿尔丰斯·都德
去玩一天吧。你看天气如此晴朗
和暖，那边竹篱上的两只小鸟儿唱得怪好听；野
外田里，普鲁士 2 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几
乎把动静词的文法都丢在脑后了，幸亏我胆子还
小，不敢真个逃学，赶紧跑，上学去。
我走到市政厅前，看见那边围了一大群
人，正在读墙上的告示。我心里暗想，这两年我
们的坏消息：败仗哪，赔款哪，都从这里传来；
今天又不知有什么坏新闻了。我也无心去打听，
一口气跑到汉麦先生的学堂。
平日学堂刚上课的时候，总有很大的
响声：开抽屉、关抽屉的声音，先生铁戒尺敲
桌子的声音，种种响声，街上也常听得见。我
本意想趁这一阵乱响的当儿混进去，不料今天
我走到的时候，里面静悄悄地一点声音都没
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见同班的学生都坐好了，

1
2

作者心里挣扎是否要
逃学。

作者对墙上的告示习
以为常而漠不关心。

动静词：法文里动词的一种变化的形式。
普鲁士：（英文：Prussia）国名，德意志联邦之一，普鲁士国王兼任德国皇帝。自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德国改为共和政体。这时阿色司（小说人物的所在处）已割归普国，故普军进
驻该地。

206
KPM

第十单元 把根留住

汉麦先生拿着他那块铁戒尺踱来踱去。我没
法，只好硬着头皮推门进去，脸上怪难为情的。
幸亏先生没有说什么，他瞧见我，只说：“孩
子。快坐好！我们就要开讲，不等你了。”我一
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还是卜卜地跳。
坐好了，定睛一看，才看出先生今天穿了
一件很好看的暗绿袍子，挺硬的衬衫，小小的丝
帽。这种衣服，除了行礼颁奖的日子，他是从不
轻易穿的。最奇怪的，今天全学堂都是肃静无哗
的；更奇怪的，后边那几排空椅子上也坐满了
人，这边是前任的县长和邮政局长，那边是赫
叟那老头子，还有几位，我却不认得了。这些人
为什么来呢？赫叟那老头子，带了一本初级文法
书，摊在膝头上，他那副阔边眼镜，也放在书
上，两眼睁睁地望着先生。我看这些人的脸上都
很忧愁，心中正在惊疑，只见先生上了座位，很
严肃地开口道：“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课
书了！昨天柏林 3 有令下来说，阿色司和洛林两
省，现在既已割归普国，从此以后，这两省的学
堂，只可教授德国文字，不许再教法文了。你们
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末一天的法
文功课了！”

3

作者因汉麦先生没责
备他而感到不安。

汉麦先生的穿着和众
人的出现，都是不寻
常的现象，预示着即
将发生不寻常的事
情。

柏林：当时普鲁士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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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先生这几句话，就像受了雷打一
般。我这时才明白，刚才市政厅墙上的告示，原
来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是我最后一天的法文功课
了！我的法文真该打，我还没学会作文呢，难道
就不能再学法文了？唉！我这两年为什么不肯好
好地读书？为什么却去捉鸽子、打木球呢？我从
前最讨厌的文法书、历史书，今天都变成我的好
朋友了。还有那汉麦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点舍
不得他。他那副铁板板的面孔，厚沉沉的戒尺，
我都忘记了，只是可怜他。原来他因为这是最后
一天的功课，才穿上那身礼服；原来后面空椅子
上的那些人，也是舍不得他的。我想他们心中也
在懊悔从前不曾好好地学法文，不曾多读些法文
的书。唉，可怜得很！⋯⋯
我正在呆想，忽听先生叫我的名字，问我
动静词的变法。我站起来，第一个字就答错了。
我那时真羞愧 无 地，两手撑住桌子，低了头不敢
抬起来。只听得先生说道：“孩子，我也不怪
你，你自己总够受了！你们天天自己骗自己说，
这算什么？读书的时候多着呢，明天再用功还
怕来不及吗？如今呢？你们自己想想看，你总
算是一个法国人，连法国的语言文字都不知
道！⋯⋯”先生说到这里，索性演说起来了。他
说我们法国的文字怎么好，说是天下最美、最明
白、最精确的文字。他说我们应该保存法文，千
万不要忘记。他说：“现在我们已算是为人奴隶
了，如果我们不忘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我们还
有翻身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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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麦先生的话先是使
作者讶异，然后懊
悔，再来是对教科书
起了珍惜之感，接着
是对先生即将离开感
到不舍。

两个“原来”解答先
生穿暗绿袍子和教室
后几排椅子坐满人
的悬念。它唤醒了
“我”心灵深处对法
语和祖国的感情。镇
上的长辈坐在教室里
和学生们一起上最后
一堂课以此表达对母
语的敬意，对祖国的
热爱。

说明只有母语能使民
族团结，改变祖国的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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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完了，翻开书讲今天的文法课，说
也奇怪，我今天忽然聪明起来，先生讲的，我句
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细讲，好像恨不得把一生
的学问在这一天里都传授给我们。文法讲完了，
接着就是习字。今天习字的本子也换了，先生写
好了“法兰西”“阿色司”“法兰西”“阿色
司”几个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面小小的国
旗。同班的人个个都用心写字，一点声音都没
有，只听得笔尖在纸上飕飕地响。我一面写字，
一面偷偷地抬头瞧瞧先生。只见他端坐在上面，
动也不动一动；两眼瞧瞧屋子这边，又瞧瞧那
边。我心中怪难过，暗想先生在这里住了四十年
了，他的园子就在学堂门外，这些台子、凳子，
都是四十年前的旧物，他亲手种的胡桃树也长大
了，窗子上的紫藤也爬上屋顶了，如今他这一把
年纪，明天就要离开此地了！我仿佛听见楼上有
人走动，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里收拾行李。我
心中真替他难受，但先生却能硬着心肠，把一天
的功课一一做去，写完了字，又教了一课历史；
历史完了之后，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坐在后
面的赫叟那老头儿，戴上了眼镜，也跟着他们拼
那 Ba Be Bi Bo Bu。他的声音哽咽住了，听起来很
像哭声。这一回事，这末了一天的功课，我一辈
子都不会忘记的。
忽然礼拜堂的钟敲了十二响，远远地听到
喇叭声，普鲁士的兵操演回来，踏踏踏踏地走过
我们的学堂。汉麦先生立起身来，面色都变了，
开口道：“我的朋友们！我⋯⋯我⋯⋯”先生的
喉咙哽住了，不能再说下去。他走下座位，取了
一支粉笔，在黑板上用力写了几个大字“法兰西
万岁”，然后回过头来，摆一摆手，好像说：
“放学了，你们去吧。”

最后一堂课不知不觉
结束了，让人感叹时
间过得很快。

全篇到这里戛然而
止，没有添加任何文
字，让读者留下无穷
的回味。

（胡适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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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 －1897），法国普罗旺斯人。他的小说
风格自然，描写细腻，著作有《磨坊文札》《月曜日故事集》等。

题解
《最后一课》（法文：La Dernière Classe）是阿尔丰斯·都德最著名
的短篇小说，也是杰出的爱国文学作品之一。小说以 1870 年
普鲁士和法国战争为背景，重点写法国战败后，阿色司（法
文：Alsace）、洛林（法文：Lorraine）割让给普鲁士，德国普鲁士
军队强迫当地学校废除法语课，改教德语的事件。小说通过描写
阿色司的一所学校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学生和法语
教师汉麦先生的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的爱国情怀。此外，这篇
小说也深刻地让读者明白母语是一个民族的根，母语能够凝聚民
族，使民族团结。

理 解与探究
1

（a）唉！我这两年为什么不肯好好地读书？
（b）唉，可怜得很！⋯⋯

说说上述两个句子中的叹词“唉”表现了“我”怎样的情感？
[1.3.1] [2.1.1]

2

今天是你们最末一天的法文功课了！

写出“我”听到汉麦先生说出上述句子后的心理反应。[2.1.1]
3

作者如何刻画汉麦先生的形象？[2.1.1]

4

为什么“我今天忽然聪明起来，先生讲的，我句句都懂得”？[2.1.1]

5

《最后一课》的主旨是什么？[2.1.1]

6

这篇文章给了你什么启示？[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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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书·李广 苏建传 （节选）
阅读指引

律 1 知武终不可胁 2 ，白 3 单于 4 。单于愈
益欲降之，乃幽 5 武置大窖中，绝 6 不饮食 7 。
天雨 8 雪，武卧啮 9 雪与旃毛 10 并咽之，数日不
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 北海 11 上无人处，使牧
羝12 ，羝乳 13 乃得归。
武既至海上，廪食 14 不至，掘野鼠去 15 草实
而食之。杖 16 汉节 17 牧羊，卧起操持，节旄 18 尽
落。
武留匈奴凡 19 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
须发尽白。

1
2
3
4
5
6
7
8
9
10

律：指卫律，原是汉朝大臣，投靠匈奴。
胁：这里指受降。
白：禀告、告诉。
单（ch∫n）于：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
幽：囚禁。
绝：与人隔绝。
不饮食：不给他水喝，不给他饭吃。
雨（y≈）：作动词用，落下之意。
啮（ni˙）：咬、嚼。
旃 （zhån）毛：通“毡毛”，用兽毛轧成的
防寒用品。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苏武被放逐北海的原
因和可回归中原的条
件。

讲述苏武在北海的艰
苦生活。

北海：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
羝（dˆ）：公羊。
乳：生殖、产子。
廪（l˚n）食：官府供应的粮食。
去：藏。
杖：作动词用，拄着。
节：古代使者所持的代表国家的凭证。
旄（m∫o）：用旄牛尾做的装饰。
凡：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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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文补给站
《汉书》
《汉书》是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为“二十四史”之一。《汉书》主要记述西汉汉高祖元年（公元
前 206 年）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共 230 年的历史，包
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
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作 者简介
班固 （ 32 － 92 ） ，字孟坚，汉朝扶风安陵（今中国陕西咸阳东北）人，是
《汉书》的主要编撰者。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在父亲班彪的熏陶下， 9 岁即能
写文，诵诗赋；16 岁入太学，博览群书，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班固的作
品体制绵密，思想细致，文字典雅又富于文采。他的代表作有《汉书》《白
虎通义》《两都赋》《答宾戏》等。

题解
本文选自《汉书·李广苏建传》。苏武是中国历史上能够坚持民族气节的其中
一个代表人物。他作为汉使，受汉武帝的派遣，出使匈奴，被单于扣留。单于
派卫律等人威迫利诱苏武投降，但是他毫不动摇，突显了他坚贞不屈的民族气
节和忠心耿耿的高尚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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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与探究
1

运用互联网，查找以下汉字的演变。[5.1.1]
（a） 窖

2

（b）雪

（c） 廪

（d）须

单于用什么方法想让苏武投降？苏武又有何对策？用简练的白话
文完成下表。[2.2.1]
单于采取的方法

苏武的对策
苏武卧着嚼雪，同毡毛一起吞下
充饥。

把苏武迁移到北海边没有人的地
方，让他放牧公羊，等到公羊生
产了小羊才准许苏武回国。

3

为何苏武“杖汉节牧羊”？[2.2.1]

4

根据本文，苏武有哪些令人钦佩敬仰的节操？举例说明。[2.2.1]

5

说出下列文言代词“之”在文中的含义。[5.3.1]
（a）单于愈益欲降之。
（b）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

6

将以下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2.2.1]
（a）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  
（b）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

7

发挥创意，将课文改编成剧本。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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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根的兰花
阅读指引

顾先生一家约我去费城 1
郊区一个小的大学里看花。
汽车走了一个钟头的样子，
到了校园，校园美得像首
诗，也像幅画。依山起伏，
陈之藩
古树成荫，绿藤爬满了一幢
一幢的小楼，绿草爬满了一
片一片的坡地，除了鸟语，没有声音。像一个
梦，一个安静的梦。
花圃有两片，一片是白色的牡丹，一片是
白色的雪球；在如海的树丛里，还有闪烁着如星
光的丁香，这些花全是从中国来的吧。
由于这些花，我自然而然的想起北平公园
里的花花朵朵，与这些简直没有两样，然而，
我怎样也不能把童年时的情感再回忆起来。不知
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些花不该出现在这里。它们
的背景应该是来今雨轩 2 ，应该是谐趣园 3 ，应
该是宫殿阶台，或亭阁栅栏。因为背景变了，花
的颜色也褪了，人的感情也落了。泪，不知为什
么流下来。

1
2
3

丁香

来今雨轩

谐趣园

见到故乡的花木，勾
起对祖国的思念，禁
不住潸然泪下。

费城：美国 Philadelphia 的简称。在纽约西南 150 公里。
来今雨轩：著名的茶楼和饭馆，建于北京中山公园内，建筑物具有浓郁的古典色彩，庭院前的
风景优美，历史文化底蕴厚重，以经营红楼菜肴和川贵风味菜肴为主。
谐趣园：位于颐和园的东北角，由于小巧玲珑，在颐和园中自成一局，故有“园中之园”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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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岁，就在外面飘流，泪从来也未这样
不知不觉的流过。在异乡见过与家乡完全相异的
事物，也见过完全相同的事物，同也好，不同
也好，我从未因异乡事物而想到过家。到渭水 4
滨，那水，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只感到新
奇，并不感觉陌生；到咸阳城，那城，是我从
来没有看见过的，我只感觉它古老，并不感觉
伤感。我曾在秦岭 5 中拣过与香山 6 上同样红的
枫叶；我也曾在蜀 7 中看到与太庙中同样老的古
松，我并未因而想起过家，虽然那些时候，我穷
苦得像个乞丐，但胸中却总是有嚼菜根 8 用以自
励的精神，我曾骄傲的说过自己：“我，到处可
以为家。”
然而，自至美国，情感突然变了。在夜里
的梦中，常常是家里的小屋在风雨中坍塌了，或
是母亲的头发一根一根的白了。在白天的生活
中，常常是不爱看与故乡不同的东西，而又不敢
看与故乡相同的东西。我这时才恍然悟到，我所
谓的到处可以为家，是因为蚕未离开那片桑叶，
等到离开国土一步，即到处均不可以为家了。

4
5
6
7
8

以“蚕”自喻，以
“桑叶”比喻中国。
以蚕与桑叶的关系喻
指自己与
未祖
能国
离的
开关
国
意
土。
系。

渭水：渭河，发源于中国甘肃，经陕西流入黄河。
秦岭： 介于中国关中平原和南面的汉江谷地之间，是嘉陵江、洛河、渭河、汉江四条河流的分
水岭。
香山：香山公园，位于北京西郊，地势险峻，苍翠连绵，是一座具有山林特色的皇家园林。
蜀：四川的别名。
嚼菜根：指吃苦；安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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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本很著名的小说，里面穿插着一个
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是生在美国的，然而长大之
后，他却留着辫子，说不通的英语，其实他英语
说得非常好。有一次，一不小心，将英文很流利
的说出来，美国人自然因此知道他是生在美国
的，问他，为什么偏要装成中国人呢。
他说：“我曾经剪过辫子，穿起西装，说
着流利的英语，然而，我依然不能与你们混合，
你们拿另一种眼光看我，我感觉苦痛⋯⋯”
花搬到美国来，我们看着不顺眼；人搬到
美国来，也是同样不安心。这时候才忆起，家乡
土地之芬芳，与故土花草的艳丽。我曾记得，八
岁时肩起小镰刀跟着叔父下地去割金黄的麦穗，
而今这童年的彩色版画，成了我一生中不朽的绘
图。
在沁凉如水的夏夜中，有牛郎织女的故
事，才显得星光晶亮；在群山万壑 9 中，有竹篱
茅舍，才显得诗意盎然。在晨曦的原野中，有拙
重的老牛，才显得纯朴可爱。祖国的山河，不
仅是花木，还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可吟可咏的诗
歌，是儿童的喧哗笑语与祖宗的静肃墓庐，把它
点缀得美丽了。
古人说，人生如萍，在水上乱流，那是因
为古人未出国门，没有感觉离国之苦，萍总还有
水流可借。以我看，人生如絮，飘零在此万紫千
红的春天。
宋朝画家思肖 10 ，画兰，连根带叶，均飘于
空中，人问其故，他说：“国土沦亡，根着何
处？”国，就是土，没有国的人，是没有根的
草，不待风雨折磨，即形枯萎了。
我十几岁，即无家可归，并未觉其苦，十
几年后，祖国已破，却深觉出个中滋味了。不是
有说：“头可断，血可流，身不可辱”吗？我觉
得应该是：“身可辱，家可破，国不可亡。”
9
10

壑（h˙）：山沟或大水坑。
思肖：郑思肖（1238－1317），宋朝末年诗人、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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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无法磨灭的记忆，
故乡的人和事已成一
幅永记心中的画。

萍和絮本就没有根，
古人和作者借此比喻
失去或离开祖国的无
依无靠、四处漂泊的
状态。
以古代诗画家的话，
具体生动地表明一个
人不能失去他的根，
不能忘记他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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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陈之藩 （1925 － 2012） ，字范生。中国河北人。他的散文文字精简，讲究把
白话文写得漂亮。因为是电机工程科学家，他的创作受长期科学理性训练的
影响。张子善说很多人常把陈之藩称为科学家身份的文学家。他著有散文集
《旅美小简》《在春风里》《蔚蓝的天》，另撰有多种科学书籍。

题解
本文取自《旅美小简》。作者在美国看到从中国移植到美国的花，联想起故乡
的景物，而触起离国之情，故而执笔写下此文。失根的兰花是宋朝末年画家郑
思肖的作品。作者以“根”喻国土，以“兰花”喻人，以“失根的兰花”喻飘
零他国的人及其悲凉惆怅的心情。全文文笔淳朴自然，一味隽永，意象丰富，
触动人心。

理 解与赏析
1

朗读课文，感受其语言文字之美。[5.2.1]

2

作者在文章开头描绘美国校园景色的目的是什么？[2.1.1]

3

为何原本“到处可以为家”的作者，最后却又“到处均不可以为
家了”呢？[2.1.1]

4

在白天的生活中，常常是不爱看与故乡不同的东西，而又不敢看与故乡相
同的东西。

你如何理解上述句子？[2.1.1]
5

写一篇以“我的_____，我的根”为题的短文，字数不少于 250。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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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家的原因（其一）
				                     ——   从

回来，答友问
阅读指引

因为我在此发芽
当年的山林
青葱不改
周若鹏

因为我在此扎根
结实的土地
宽厚如初
因为我在此成长
满程阳光雨露
从未离开
因为我决定
在此倒下
滋养下一代的
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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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热爱生于斯、长
于斯的家园，赞颂祖
国的美好河山。

指出滋养他成长的条
件。
作者要奉献自己，为
祖国培育未来的主人
翁，尽显爱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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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简介
周若鹏 （1974 － ） ，生于吉隆坡，马来西亚人。除了写诗，他也喜好表演，
如诗歌朗诵、魔术、赛车等。他也曾多次参与演出《动地吟》全国巡回诗曲朗
唱会，并结合魔术和诗歌朗诵表演。他著有诗集《相思扑满》《速读》《香
草》、散文集《突然我是船长》。

题解
《回家的原因》选自《相思扑满》，是周若鹏创作的爱国组诗。
我国在 90 年代兴起一股移民热潮，出国留学者在毕业后大多选
择留在当地就业。诗人远赴美国深造，毕业后却没有留在他国工
作，反而选择回国积极参与国家的建设。友人为诗人的决定感到
好奇，诗人感性地以诗回答。

理 解与赏析
1
2

作者回家的原因是什么？[2.1.1]
因为我在此发芽／当年的山林／青葱不改

你如何理解上面诗句？ [2.1.1]
3

这首诗以“因为我决定在此倒下／滋养下一代的新芽”作为结束。
你认为作者的用意是什么？ [2.1.1]

4

你认为作者是爱国者吗？为什么？[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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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句品味 • 积累
1. 依山起伏，古树成荫，绿藤爬满了一幢一幢的小楼，绿草爬满了一片一片的

坡地，除了鸟语，没有声音。《失根的兰花》
词句品味： 用“爬”把绿藤和绿草拟人化，生动又具体地表达绿意满满的
景色，把静转为动，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2. 到渭水滨，那水，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只感到新奇，并不感觉陌生；

到咸阳城，那城，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只感觉它古老，并不感觉伤
感。《失根的兰花》
词句品味： 两个分句间隔反复地使用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强调
自己是第一次看到渭水滨和咸阳城，但却不觉得它们陌生和伤
感，借此说明作者即使身在异乡，但由于仍在自己的国家里，
所以面对一切新鲜事物，也不会感到失落和惆怅，反而有一丝
新奇和怀旧的感觉。
3. 花搬到美国来，我们看着不顺眼；人搬到美国来，也是同样不安心。

《失根的兰花》
词句品味： “搬”指移动物体的位置。第一个“搬”指“中国的花”移植
美国，物是“景”非，显得格格不入，勾起作者思乡爱国的情
怀；第二个“搬”字则强调作者身处他国，异国无法替代家乡
的踏实，因此始终难以释怀。
4. 在沁凉如水的夏夜中，有牛郎织女的故事，才显得星光晶亮；在群山万壑

中，有竹篱茅舍，才显得诗意盎然。在晨曦的原野中，有拙重的老牛，才显
得纯朴可爱。《失根的兰花》
词句品味： 运用排比句式描绘美丽的故乡，使层次清楚、描写细腻、形象
生动，并加强语势的效果。排比式的行文朗朗上口，节奏和
谐，表达作者对故乡的浓烈思念与热爱。
5. 不是有说：“头可断，血可流，身不可辱”吗？我觉得应该是：“身可辱，

家可破，国不可亡。”《失根的兰花》
词句品味： 运用仿拟修辞手法，根据需要，把“头可断，血可流，身不可
辱”改成了“身可辱，家可破，国不可亡”，明确地强调国家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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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大观园

[4.1.1]

冬至

冬至又名“一阳生 1 ”“冬节”“长至节”“亚岁”，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也是华人的一个传统节日。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华人已经用土圭观
测太阳测定出冬至来了，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落在每年的阳历
12 月 22 日或者 23 日。
冬至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
天变长。古人对冬至的说法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
长之至，故曰“冬至”。冬至过后，各地气候都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也就是
人们常说的“进九”，中国民间有“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的说法。
现代天文科学测定，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阳光对北半球最倾斜，北半
球白天最短，黑夜最长，这天之后，太阳又逐渐北移。
中国古代对冬至很重视，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而且有庆贺冬至的习
俗。《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
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应该庆
贺。
汉代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称为“贺冬”的祝贺仪式，官方例行放
假，官场流行互贺的“拜冬”礼俗。《后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冬至前后，
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所以这天朝廷上下要放
假休息，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亲朋各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欢乐
地过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魏晋六朝时，冬至称为“亚岁”，民众要向父母
长辈拜节；宋朝以后，冬至逐渐成为祭祀祖先和神灵的节庆活动。
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祀祖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
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明、清两代，皇帝均有祭天大典，谓之“冬至
郊天”。宫内有百官向皇帝呈递贺表的仪式，而且还要互相投刺 2 祝贺，就像元
旦一样。
马来西亚华裔的祖先主要来自中国南方广东、福建、海南省等地区，所以我
国华裔家庭相当重视冬至这个节日，会在当天祭祀祖先，而在外地工作或念书的
游子也会回家团聚。
中国各地的冬至应节食品因地而异，如北方水饺、潮汕汤圆、东南麻糍、台
州擂圆、合肥南瓜饼、宁波番薯汤果、滕州羊肉汤、江南米饭、苏州酿酒等。我
国华裔则会在冬至前夕搓汤圆。冬至当天上午祭祀完毕后一起吃汤圆。汤圆取其
圆形象征天与阳，寓意年终团聚。
资料参考自霍明主编的《国学知识全知道（全民阅读提升版）》，王佳编
著的《节气 = Twenty-four solar terms》与邸长鹏著的《二十四节气新编》。

1

2

一阳生： 冬至后白天渐长，古代认为是阳气初动，
所以冬至又称为“一阳生”。
投刺： 投递名帖。刺，指名刺或名帖。古代礼节，
通报姓名以求相见或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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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共赏

[4.2.1]

我心归去 （有删节）
韩少功

我在圣·纳塞尔市为时一个月的“家”，是一幢雅静的别墅。两层
楼的六间房子四张床三个厕所全属于我，怎么也用不过来。房子前面是
蓝海，旁边是绿公园。很少看见人—— 除了偶尔隔着玻璃窗向我叽里哇
啦说些法语的公园游客。
最初几天的约会和采访热潮已经过去，任何外来者都会突然陷入难
耐的冷清，恐怕连流亡的总统或国王也概莫能外。这个城市不属于你，
除了所有的服务都要你付钱外，这里的一切声响都弃你而去，奔赴它们
既定的目的，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你拿起电话不知道要打向哪里，你
拿着门钥匙不知道出门后要去向何方。电视广播以及行人的谈话全是法
语法语法语，把你囚禁在一座法语的监狱无处逃遁。从巴黎带来的华文
报纸和英文书看完了，这成了最严重的事态，因为在下一个钟头，下一
刻钟，下一分钟，你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你到了悬崖的边缘，前面是寂
静的深谷，不，连深谷也不是。深谷还可以使你粉身碎骨，使你头破血
流，使你感触到实在，那不是深谷，那里什么也没有，你跳下去不会有
任何声音和光影，只有虚空。
你对吊灯作第六或六十次研究，这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差不多开
始发疯了。移民的日子是能让人发疯的。
我不想移民，好像是缺乏勇气也缺乏兴趣。C 曾问我想不想留在法
国，他的市长朋友可以办成这件事，他的父亲与法国总理也是好朋友。
我说我在这里能干什么？守仓库或做家具？当文化盲流变着法子讨饭？
即使能活得好，我就那么在乎法国的面包和雷诺牌汽车？
很想念家里—— 似乎是有点没出息。倒不是特别害怕孤寂，而是
惦念亲人。我知道我对她们来说是多么重要，我是她们的快乐和依靠。
我坐在柔和的灯雾里，听窗外的海涛和海鸥的鸣叫，想像母亲、妻子、
女儿现在熟睡的模样，隔着万里守候她们睡到天明。人们无论走到哪
里，都没法不时常感怀身后远远的一片热土，因为那里有他的亲友，至
少也有他的过去。时光总是把过去的日子冲洗得熠熠闪光，引人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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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各种异国的旅游景区都不能像故乡一样使我
感到亲切和激动。我的故乡没有繁华酥骨的都会，没有静谧 （m¬）侵
肌的湖泊，没有悲剧般幽深奇诡的城堡，没有绿得能融化你所有思绪
的大森林。故乡甚至是贫瘠 （j∆） 而脏乱的。但假若你在旅途的夕阳
中听到舒伯特的某支独唱曲，使你热泪突然涌流的想像，常常是故乡
的小径，故乡的月夜，月夜下的草坡泛着银色的光泽，一只小羊还未
归家，或者一只犁头还插在地边等待明天。这哪里对呀？也许舒伯特
在歌颂宫廷或爱情，但我相信所有雄浑的男声独唱都应该是献给故乡
的。就像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二胡都只能演奏悲怆，即便是赛马曲与赶
集调，那也是带泪的笑。
故乡存留了我们的童年，或者还有青年和壮年，也就成了我们生
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自己。它不是商品，不是旅游的去处，不是按
照一定价格可以向任何顾客出售的往返车票和周末消遣节目。故乡比
任何旅游景区多了一些东西：你的血、泪，还有汗水。故乡的美中含
悲。而美的从来就是悲的。中国的“悲”含有眷顾之义，美使人悲，
使人痛，使人怜，这已把美学的真理揭示无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任何旅游景区的美都多少有点不够格，只是失血的矫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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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来过法国三次，这个风雅富贵之邦，无论我这样来多少次，
我也只是一名来付钱的观赏者。我与这里的主人碰杯、唱歌、说笑、
合影、拍肩膀，我的心却在一次次偷偷归去。我当然知道，我会对
故乡浮粪四溢的墟场失望，会对故乡拥挤不堪的车厢失望，会对故乡
阴沉连日的雨季失望，但那种失望不同于对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种失
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谣。
故乡意味着我们的付出 —— 它与出生地不是一回事。只有艰辛
劳动过奉献过的人，才真正拥有故乡，才真正懂得古人“游子悲故
乡”的情怀 ——无论这个故乡烙印在一处还是多处，在祖国还是在异
邦。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而萍飘四方的游子无论是怎样贫困
潦倒，他们听到某支独唱曲时突然涌出热泪，便是他们心有所归的无
量幸福。

悦读书房
本文出自《访法散记》，是韩少功访问法国归来后所写的散文。韩少功曾
随考察团到法国进行了一个月的考察。在短暂却也漫长的一个月里，作者
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空虚，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作者在法国圣·纳塞尔市的
物质环境是优裕的，但精神生活却是孤独、寂寞、空虚的。归国后，他把
这些感受记录下来，写成一组散文，总题是《访法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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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推荐阅读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
〔宋〕陆游
此诗作于绍熙三年（1192 年）十一月陆游退居家乡山阴之时。此时诗人已
经 68 岁，虽然年迈，但爱国情怀丝毫未减，日夜思念报效祖国。诗人空
怀壮志，却不为朝廷所重。于是，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里，触景生情，由
情生思，把恢复中原的理想寄托到梦境之中。第一首诗写大雨和诗人的悲
凉处境；第二首诗则表达了作者收复国土、报效祖国和为国雪耻的壮志至
老不衰。诗歌感情深沉悲壮，凝聚了诗人的爱国之情。

其  一
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
溪柴 1 火软蛮毡 2 暖，我与狸奴 3 不出门。
其  二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 4 轮台 5 。
夜阑（l∫n）卧听风吹雨 6 ，铁马 7 冰河 8 入梦来。

1

2
3

溪柴：若耶溪（今名平水江，是中国绍兴市
境内一条著名的溪流）所出的小束柴
火。
蛮毡（zhån）：中国西南和南方少数民族地区
出产的毛毡。
狸奴： 指生活中被人们驯化而来的猫的昵
称。

4
5
6
7
8

戍（sh≈）：守卫。
轮台：在今中国新疆境内，是古代边防重
地。这里代指边关。
风吹雨： 风雨交加。
铁马：披着铁甲的战马。
冰河：冰封的河流，指中国北方地区的河流。

（资料参考自陆游的《陆游集》，张永鑫、刘桂秋编的《宋元明清 —— 陆游诗词选译》与霍松林等编的《宋
诗鉴赏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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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知识
（取自课文《习惯说》《伤仲永》《马说 》）

（一）文言虚词
虚词
助词

例句

读书养晦堂之西偏一室
不能称前时之闻
卒之为众人
也 （i）不与洼适也
（ii）余闻之也久
矣 （i）泯然众人矣
（ii）十二三矣
焉 （i）足苦踬焉
（ii）父异焉
哉 习之中人甚矣哉
自 自是指物作诗立就
环谒于邑人
于
于舅家见之
以 或以钱币乞之
（i）俛而读
而
（ii）而伯乐不常有
故 故君子之学
则 则既平矣
既 既久而遂安之
尝 未尝识书具
辄 辄起，绕室以旋
遂 既久而遂安之
皆 其文理皆有可观者
安 安求其能千里也
且 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
呜呼 呜呼
之

介词

连词

副词

感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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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译
相当于现代汉语
“的”
（《伤仲永》） 不译，语气助词
（《习惯说》）
（《伤仲永》）
（《习惯说》）
（《伤仲永》）

不译，语气助词

（《伤仲永》）
（《伤仲永》）

了，语气助词，常用
于句末

（《习惯说》）
（《伤仲永》）

不译，语气助词

（《习惯说》）

啊，语气助词
从
到
在
用
就
但是
所以
就；却
已经
曾经
于是；就
就
都
哪里；怎么
尚且
唉

（《伤仲永》）
（《伤仲永》）
（《伤仲永》）
（《伤仲永》）
（《习惯说》）
（《马说》）
（《习惯说》）
（《习惯说》）
（《习惯说》）
（《伤仲永》）
（《习惯说》）
（《习惯说》）
（《伤仲永》）
（《马说》）
（《马说》）
（《马说》）

（二）通假字
1
2
3
4

例句
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
祇辱于奴隶人之手
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其真无马邪

（《伤仲永》）
（《马说》）
（《马说》）
（《马说》）

解析
通“攀”，牵、引
通“只”，只是
通“饲”，喂养
通“耶”

（三）古今异义词
解析

例句

古义

未尝识书具
故虽有名马

（《伤仲永》）
（《马说》）

曾经
即使

祇辱于奴隶人之手

（《马说》）

仆役

一食或尽粟一石
是马也
安求其能千里也

（《马说》）

有时
这、此
哪里；怎么

（《马说》）
（《马说》）

今义
用口品尝
虽然
为奴隶主劳动而没有人
身自由的人
或者
判断词
安全、平安

（四）词类活用
例句
《伤仲永》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
忽啼求之
父异焉
即书诗四句
邑人奇之
稍稍宾客其父
父利其然也
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
一食或尽粟一石
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策之不以其道
食之不能尽其材

（《伤仲永》）
（《伤仲永》）
（《伤仲永》）
（《伤仲永》）
（《伤仲永》）
（《伤仲永》）
（《伤仲永》）
（《伤仲永》）
（《伤仲永》）
（《马说》）
（《马说》）
（《马说》）
（《马说》）

解析
形容词作动词，哀伤，叹惜
动词作名词，耕田的人
作状语，哭着
形容词意动用法，对……感到诧异
名词作动词，写
形容词意动用法，以……为奇
名词作动词，以宾客之礼相待
形容词意动用法，认为……有利
名词作状语，每天
形容词作动词，吃尽
数量词作动词，行千里
名词作动词，用鞭子打
形容词使动用法，使……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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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古诗词表现手法
1

渲染

指在需要强调的地方做多方面的正面描写，让诗歌中某一方面的画
面、形象更为突出。
2

烘托

通过侧面描写，使所要表现的事物鲜明突出，即不说本意，只说与
此有关的其他事物，达到突出本意的目的。
3

白描

指用朴素简练的文字描摹形象，不重词藻修饰与渲染烘托。
4

动静结合

描写景物时，细致地描写出景物的静态和动态，以突出它的特点。
可以是以动衬静、以静衬动或一动一静，相辅相成。
5

虚实相生

把抽象的述说与具体的描写结合起来，或者是把眼前现实生活的描
写与回忆、想象结合起来。
6

扬抑

“扬”指褒扬、抬高、赞美；“抑”指贬低、批评。这种表现手法
可分为：
（i） 欲扬先抑
即“先抑后扬”，不从正面平铺直叙，先从反面着笔，加以贬
抑，而后透露出自己真实的意图。
（ii） 欲抑先扬
即“先扬后抑”，本要贬斥、讽刺，却先肯定、褒扬，从而揭
示出意味深长的道理。
无论是“欲扬先抑”或“欲抑先扬”，这两种表现手法能使诗词情节
多变，形成波澜，同时造成鲜明对比，使读者在阅读中恍然大悟，从
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资料参考自牛胜玉主编的《高中语文知识大全》与刘言喜主编的《三步搞定古诗词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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