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ქĂਇዓၳ

ਇዓ (Confucius) กቲ߶ઈණརؙو๔ࣨĂीᆅࣨăຓූᇀާᆐ!!

 551 ௰ă்෫ǈቁกנഏ෫ಜǈਇዓกص෫૽و (lO) ߶ăਇዓी߹!

୯ੂࡍăۂটᅘಡ෨وիᅍၑ܇ǈؙᆢᅘൻೇǈದቲූၳۂ࠶

ํຓᅘ “ ٠ዓൻೇǈ (xiSn) ಡ෨ă ”
ქǈქ (yuY) ੂҋ܃ਇዓǈਇዓࠧຓຮಲષᄞăሦ

ජᅢسǈਇዓഋຓቚـዔسǈؖᄮષă

ीਇዓქചዓǈਇዓ്࠶ሪٜၳ࿀ă෨ჾࡍǈেه

ਇዓهسԥؓષǈটڶຓํǖ“ ሦചዓ௩჻ॿࠝ࠶هسષǈᆿၳქ

ѷƽ ”
“ ԥ ”ǈਇዓ֗ਂ (chRng kTn) ٜํǈ “ ၫଓڶǈسݳ྄ (xuSn lM) !!ԥ

ฦྴǈു྄ᆿણѷă ” ํዅǈਇዓᅞከဲቤበٜણષಲੂă

ࡍǈํǖ“ ௩ڶሦചዓوၫଓ჻ॿ࠶ฦǈ৹ჾၳӼوച

ዓષă ”
ਇዓഹԥༀᄌǈํلǖ“ ഹၫଓسฦષǈ྄دԥؙഅ׆ሦ

ചዓوᄌ๔ǈു྄ᆿѷă ” ሦჅǈਇዓᅞણષಲੂă

߹ષǈᅞਇዓၳ࿀ူوചዓăਇዓํǖ“ ྄ᇀቌلሦ

ചዓوᄌ๔ષǈ྄دԥቌل

ດوዷሣกๅăᆿ྄ޖ෫

ࣺǈു ྄ࠝǛ” Ӈਇዓ

്ሪၳ࿀وຢڑݮڪષǈটԥᆿ

ຓă

ᅞ߹ષǈਇዓ္ీٜܜ

“ຓǖބ்ǈف ሦചዓوᄌ๔්࠶ǈዷചوქڊᅘᆜؙو

ǈׅષቾྲྀཉ1 กๅǛ ”

ॼິلǖ“ ௩ํهქ٧ۛԥؓǈ྄ၳሦചዓو෫ࡌǈ྄و

টބ྄ǈሦചዓกቾྲྀཉዷوă ”

1 ቾྲྀཉǖቲ߶ઈණٞ۠ޔշؠกඨշǈඨշوዮࡍქޔ߶ཉඨ (zh7u) ཉǈกქޔቝ߇ዔǈԥ߇ங!

๘ࢦǈۚೲ܇իԺ (cSn kP, cruel) ཉඨڶཉăቾྲྀཉಲԄ۴߶و (zh7u) ཉǈੂࡍᅑྲྀཉۛوዓቾྖཉ༚ۭඨ!!

 (zh7u) ཉǈजષቲ߶ઈණٞൻޔշؠቾշă

ٞ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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ਇዓ്ሪၳ࿀ᄞǈฏؙ࠶ࢩăຓཁ௰ሿቲ߶ؠ߁ކǈڞ

ქฑქฑٜسղੂ־ă

   װ

ઉᅋዖ٨ዔၳჾ࿒װǈޖԥ്وዖኢණᄞǈԌဢ־୧وװޔᄌ๔ă

ქĂණҙ౬৾ྲྀ Ǆف “ ਇዓᅞከဲቤበٜણષಲੂ ”ǅ

1 ਇዓ

2 ઈ

3 ๔ࣨ

4 ीᆅࣨ

5 ާᆐ

6 ഏ෫ಜנ

7 ٠ዓ

8 ᆢ

9 ದቲ

10 ᅍၑ

11 ૽߶

12 

13 ҋ܃

14 ᄞ

15 ජᅢ

16 س

17 ചዓ

18 ֗ਂ

19 ၫଓ

20 ฦྴ

21 ણ

22 ከဲቤበ



۠Ă࿒ҙ౬৾ྲྀ Ǆ “ ࡍǈํ ” ǅࡍዮف

23 അ׆

24 ᄌ๔

25 

26 

27 ്ሪ

28 ຢڪ

29 ڑݮ

30 

31 ܜ္

32 ᆜؙو

33 

34 ቾྲྀཉ

35 ॼິ

36 ฏࢩ

37 ཁ௰

38  ሿ



ٞ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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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ࡦષװوဢᇀশዓࡍஎ࠻وණǈԌဢوװ־ᄌ๔ǖ

1Ă்ජᅢسǈਇዓഋຓቚـዔسă __________________

2Ăߟᄪᅊජሁǈ֎܉टৎă __________________

3Ăຓ܇իජનǈቝก൫൳ષქ٧ă __________________

4Ă྄୯থມມڶዜกሦଡ଼ᅙජă __________________

5Ăॿ߹۴ݒ၌ݢǈ྄েهሦࡦࣜޔ჻ॿ࠶༾ජă __________________

6Ăዮ॰෨௰ੂǈ୯ྡوቬූݢؙؙࢦජષă __________________

7Ăྐଥዶ෬ଡ଼ഉǈڞეජජቷԯࠝă __________________

8Ă҄҄وಂഹቺષဗǈدຓกජᄌوă __________________

9Ăߵڍ࿘ූوජဲӇઉᅋષă __________________

10Ă௩ٜဲ܅ണѷǈሦوქ྄༫ (tu8) ජѠوă

__________________

ၭᇗޔ “ ජ ” ዖዩ֑װوǈԌᅋດ୯ᇒশǖ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ѿࡦષװوဢᇀশዓࡍஎ࠻وණǈԌဢوװ־ᄌ๔ǖ

1Ă྄ڶၫଓԥฦྴǈു྄ᆿણѷă __________________

“ ජ ” ዖዩ֑װو

ᅷۨࠧ၌ (1) 

“ ฦ ” ዖዩ֑װو

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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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Ă৾ྲྀቝᅘ௴ฦષǈԯሪቁهڐດوᄌ๔ă __________________

3Ă࿒ဵಜ྄টეണҽॻષǈ௩ᇀ்ᅘฦǛ __________________

4Ă்ޔఒ࠶Ⴇฦǈ྄ქڊᇀொۛऑ߹ຕă __________________

5Ă்ޔചዓಲੂۜฦǈቝกԥಲດॄ෬ଡ଼ષă__________________

6Ăୣف௩ၳսԯޔᆨǈটهሦଡ଼ฦણƽ __________________

7Ăᇀຓوᅙቲǈ྄٠٠هዮ֑ฦă __________________

8Ă່ዓ֑ฦષǈ৹ჾᇮષƽ __________________

9Ăൌࠨǈቝეۂણǈটฦූ೩ă __________________

ၭᇗޔ “ ฦ ” ዖዩ֑װوǈԌᅋດ୯ᇒশǖ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Ăෳዶຓዔԥᆞᄌዶو (force sb. to do sth.)ă

Ӈਇዓ്ሪၳ࿀وॽڑݮષǈটԥᆿຓă

ࣞഹဏࡆԥᆞᄌղǈটԥეຕષă

௩ԥണǈ྄ნԥ௩ă

ᇒ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ĂࠩĂटট (barely enough)ă

ຓ߹ષᄪᅷ৬ฎă

ሦဗ۹֜ă

ᇒ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ᅋۨو

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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ଥᅷၭڣ (1)

ዓᆡǖၳۚ෫࿀ቐǈԥᄊํࡏǛ

—— Ğၳۚٞქ —— ქ ğ

ᆡ (yuE)ǖํă ۚ (Rr)ǖConjunction word, as “and”or “yet”.

࿀ (x2)ǖણ࿀ǈ to practice. ቐ (zh1)ǖIt

ᄊ (y4)ǖნǈ also. ํ (yuY)ǖ္ݽă

ࡏ (hU)ǖ ᅷኜװ (modal particle)ǈ  “  ”ă

ᄪᅷᄕྲྀ

1Ă Confucius said, "Isn't if a great pleasure to learn and relearn again?" ( ૂᅷູᄕ )

2Ă Confucius remarked, "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 ( ᄕࡂ )

ӊՋຑၭ Ėଥᅷė

1Ăዓᆡǖၳۚ෫࿀ቐǈԥᄊํࡏǛ

2Ăቌቐཛྷቌቐǈԥቌཛྷԥቌǈกቌნă

3Ăዓᆡǖུۚ߆ቌူǈ৹ჾཛྷჽă

4Ă߁ቐၳሣཛྷǈ॥ቐၳሣཛྷă

5Ăዓᆡǖၳۚԥ๔ᇘፆǈ๔ۚԥၳᇘ؟ă

6Ăዓᆡǖྐᆃǈྐऑဏઉăᆃᇘԥؕǈऑဏઉᇘؙԥ֑ă

7Ăዓᆡǖቌቐሣԥࠝቐሣǈࠝቐሣԥቐሣă

8ĂൻှǈӤᅘ྄႕ăᇗದජሣۚቐǈದԥජሣۚݢቐă

ٞქ৾   ଥ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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ଥᅷၭڣ (2)

ቌቐཛྷቌቐǈԥቌཛྷԥቌǈกቌნă

—— Ğཛྷቂٞ۠ —— ෨ಡ ğ

ቐ (zh1)ǖA pronounǈ as “it”.

ნǖᅷኜװ (modal particle).

ᄪᅷᄕྲྀ

1Ă Confucius said, "To know what you know and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one who                  

knows.”( ૂᅷູᄕ )

2ĂConfucius remarked, "To know what it is that you know, and to know what is that you do not know, -- that is                  

understanding . ” ( ᄕࡂ )

ӊՋຑၭ ĖଥᅷėǄࡦوዖཛྷ჻ၳوǅ

1Ăዓᆡǖၳۚ෫࿀ቐǈԥᄊํࡏǛ

2Ăቌቐཛྷቌቐǈԥቌཛྷԥቌǈกቌნă

3Ăዓᆡǖུۚ߆ቌူǈ৹ჾཛྷჽă

4Ă߁ቐၳሣཛྷǈ॥ቐၳሣཛྷă

5Ăዓᆡǖၳۚԥ๔ᇘፆǈ๔ۚԥၳᇘ؟ă

6Ăዓᆡǖྐᆃǈྐऑဏઉăᆃᇘԥؕǈऑဏઉᇘؙԥ֑ă

7Ăዓᆡǖቌቐሣԥࠝቐሣǈࠝቐሣԥቐሣă

8ĂൻှǈӤᅘ྄႕ăᇗದජሣۚቐǈದԥජሣۚݢቐă

ٞქ৾   ଥ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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ຑԥᆃǈྡྷᅳ

ਇዓᅘქޔቺეو๔ǈॄ “ ᅘीྐ੮ (lYi, kinds)”ă“ ᅘीྐ੮ ” !ᄌ๔و

กํǈԥᄮݡѿၳූ߯־ܖऐࠧݽ࿒ăຓූၳوቲǈࣞᅘ߯ዥǈნᅘ౸ஙǈ

ࣞᅘடوǈნᅘᅦӋوă

ਇዓํב “ ٠ዓൻೇǈಡ෨ ”ăຓዮᅍၑوಡ෨ූၳޔۂቲǈ഻ᅂ

(rSn y0ng) টූ־ᇀქޔ౸ऐࣨă഻ᅂݖوୣᅘڣ߹รǈᄜױᅘဗԥ!!

ಲ഻ᅂă

ਇዓലํǖ“ ქ་ఇ߷ඇԥץǈऻլهԥቁǈ

྄୯টԥᅋດዷཛྷࣖ (j4 tiAn, offer a sacrifice to Haven) !!!!!!!౹ࣖو

(sacrificial offerings)ăدกǈ࣯ດຑූوဏఇඇץ࠶ǈఇ!

ऻნլ࠶هቁǈௗلઘሦ་ဏఇნԥᅋዷࣖ౹ષ

Ǜ ”

഻ᅂᅾفሦჅქࠝǈၳ࿀صഹܜǈ६ԧ

“ǈਇዓᇄႻຓํǖࡍਜă௰ჾ࠶ ഻ᅂو౹ၳԯݧǈ

჻ॿ৹ჾҝኜქޔ߶ཉੂߘ߶ࣨષă ”

഻ᅂᇞॿဂਇዓഋीǖํၳوቲǈዮቺეوก

“ ൈ (rRn)” ዖǈ்ଡ଼ǈᇛჅԯกዶفષ “ ൈ ” ዖǛ

ਇዓڶຓํષѹޔዖǖ“  (j3) ຑԥᆃ (yP)ǈྡྷ (wP)

 (sh1) ᅳă ”

ሦটกํǈዔຑԥᆞᄌ֘ถ (chRn sh7u) !ǈটԥو

ეണࣩᇀӼ་ණă

ሦѹޔዖੂ࠶ईةǈದ෯Ҫࠆዅلو්࠶ăჾ߶ࣨੂํǈொქ߶

ڞଞǈ்௩টԥეണଞӼ߶ăჾࣨੂํǈๅࣨو߶Ӽفԥᆞᄌถڞ

ԥᆞᄌ၀݁ࠧ୨ୄถفಈǈ்௩টԥണಈӼࣨو၀݁ࠧ୨ୄăჾޔ

ੂํǈ௩صഹԥᆞᄌӼੂටࠀዔǈ்௩টԥണටࠀӼă

“ ຑԥᆃǈྡྷᅳ ”ǈกቲ߶בو༇نلǈດࠧྩ۽සو Golden

rule,“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 กوă

ٞქ৾   ᆪ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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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ل

ണăҙ֏فූၳޔوዅຓ؞ǈوᅘქணॄњዓǈํב

ଁණǈຓ୯ᅾऑષњዓوᅙਅ࿘ූă

ਅ࿘ූ္ڶٜܜњዓූํǖ“ ᘙǈ௩୯ํષǛǈᅘქࣨ

ࣨوქቝႈዓǈქූ״ષქ҇ޔႈشƽ ”

њዓූષǈํǖ“ ქቝႈዓქූ״ქ҇ޔႈشǈሦᇛଡ଼৹Ǜ ”

ਅটݢਊํǖ“ ்ଡ଼ǈؙݣกຓࣨوቝႈዓූوƽ ”

њዓํǖ“ ቝႈዓქූ״ქ҇ޔႈشǈሦნԥ৹яƽ ” ਅᅞݢਊ

ํǖ“ ்ǈ்ؙݣกൻቝႈዓූشوѷă ”

њዓූกԥဳă

ਅऑњዓຓ୯ԥဳǈӯᅞํǖ“ ᅘქऔ྄

ူཷăණဵޔಜǈණٸ࿒ੂქਙൠǈ்ਙൠ৹

ሪؙႉƽᅘൻ෨ል (zhFng) լĂ෨ልਝொƽ ”

њዓූષǈํǖ“ ൻ෨ልլĂ෨ልਝوൠǛ

ொᅘሦቸǛ ”

ਅݢਊ ǖํ“ ”ก۠෨ልլǈ෨ልਝѷăݣ்ؙ

กԥဳăؙࣨ

ਅᅞݢਊํǖ“ ் …… ก෨ልլǈ෨ݣ்ؙ

ልਝѷă ”

њዓํǖ“ টѢ௩ํوǈก෨ልլǈ෨ልਝǈ்

ਙൠٸᇀ෬ଡ଼ٜ۽Ǜ௩ႧऑفષǛᅘǈݳԯ௩ํ்وቝႈዓǈঋ

กๅࣨჄوǛ ”

ਅྒྷྒྷٜ ǖํ“ ྄ …… ྄ԥቌلǈ྄ กݳԯᇀଁණӼํوă”

ᅢกǈњዓኪ߹ੂڶຓํූၳوǖ“ ௩୯৹ԥခਅ்Ⴥل༒

(tI) ํႉƽ ”

“ ل ” ࠧ “ ༒ ”ǈڞก “ ଁ ” وǈԥॿ߹ዔཷבوᄌ๔ăଁණੂو

๔৬ࠧႵቆ (yFn zhYng)ǈটӯӯٜᅞᇀଁණބӼǈᅘۂඵก৹ဳو!

Ǜੂࡍǈ୯ሦ߆ޔᄧෆ (y3n shEn, extend) ᅷ֑־ “ ༒ํل ”ǈቚୣᅘ!!

ăํבوযޗ

ٞქ৾   ᆪڣ (1)   

֑ ᅷ 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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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ս

ă۽٠ዓ୯ቾᅖوຓ؞ഏ෫ǈਇዓנ

ᅘქǈຓ୯ੂفષ८ (j4n) ༃ቁۛޔفਊǈᅾ؋ޔӫज़ණăᇀქو߶

ᇀ்༺੫ (lTi) ֏وᅖ࿇ăਇዓوქ٠ޔዓᆜᆜႻዅฐဂ்ဗዓلࠊǖ“ ဏ

սുଁƽو୯྄ޖዓǈഋཌྷసӫሂქሂǈ ”

ۛ༃୯ࠊفǈქڑნԥڑǈഹᇀ੫ຓ୯و֏ă

ਇዓوսዟޘفǈქ٠ޔዓ࿒սǈۛڶ༃୯ํǖ“ ѓǈ௩୯ുქ࿒

ଁǈ྄୯ე߹ണă ”

ۛ༃ቲǈქॄޔ (xiFng tu9) “ѿ་ຝಲੂǈํǖو ࿘ූǈ྄୯ቁᇀ੫!

֏ă ”

ሦ٠ޔዓୣຓํوก෬ଡ଼ᄌ๔ǈቝก࠶ႛઅٜํǖ“ ുǈു྄୯

߹ണƽ ”

ԥԥٜํǖ“ ࿘ූǈ௩ํก֏ᄮޖݡսുଁǈกսᄮޖݡ֏

ുଁǛ ”

ሦქོǈॼڑષսණຑᅘوăਇዓݭਜዟ࿒սੂǈષຓ୯੫و

֏ǈོํǖ“ ဏዓǈ௩୯กᇀሦ༺Ǜ ”

ํǖ“ กوă࿘ූǈ௩୯ეفொǛണዶ෬ଡ଼Ǜ ”

ਇዓํǖ“ ྄୯ეണ८߶ǈണ்दดቌࠧلă ”

ષǈটོǖ“ ࿘ූǈᅘऔഉǈ྄ԥட҅ದቲلوǈఀޘ

྄दქदѷǛ ”

ਇዓོǖ“ ෬ଡ଼Ǜ ”

ํلǖ“ ୯ᅘ෫ํ࠴უ߹ષก҅ǈᅘ෫ნํ҅߹ષก࠴უă

௩ํज़ก࿘ᅘ҅ǈก࿘ᅘ࠴უǛ ”

ሦქོǈുਇዓ֜ષქॼăୣفሦဗ๖ਅऑوߛဃǈঋᄧಲქޔ

ăੂ־ኢᄌăਇዓქ෫ࣺୣؖوዓ

ຓ৬ષҙǈਊํلǖ“ ሦهర߁ٜํಲăరූ־߁෫ǈ

ज़ქ౮ࢠѣăర߁ᅋ݉ዓৣષٜࠧǈӯᅘષ҅ăۚర־߁ǈ

ٜઘᇀქಲǈຑჾก࠴უăᄜױ࿘ᅘ࠴უǈࡍᅘ҅ă ”

ٞქ৾   ᆪ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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ਇዓํݳ༾ǈ۴ԟ (fDn b9, to refute) “ǖل ࣞഹٜࠧᇀქಲก࠴უǈ!!!

்ଡ଼ᇀნᅘ࠴უǈཛྷ෬ଡ଼ୣᅘऑٜࠧઘᇀქಲǛ ”

ሦქོ৹ሪѿਇዓௗኡષăիႠلǈቩሣೇǈӤᅘქăਇዓᇀ

ؖ෫ǈԥဏဲૠ࿒ქޔږǈӇሦޔዓእኡષăۚሦޔዓ۴ؽᄜਇዓ

ષಶۢăفؖถو

فዔوӇௗኡષǈਇዓ٠وዓ৹։ԥኡષǈೠණണོ

“ǖل ்௩ํก࿘ᅘ҅ǈก࿘ᅘ࠴უǛ ” ԥԥٜلؖǖ“ ص

ഹก࿘ᅘ࠴უă ”

ਇዓ٠وዓქ৹ષǖ“ ྄୯ნሦଡ଼ํǈ௩ཛྷ෬ଡ଼۴ԟǛ ”

ํǖ“ ௩୯ํ྄وԌୣᅘ۴ڶǈቝกেهᅑԥ֬ܖǈ۴ོષ

ქ࿒ă ”

“ ்௩وᅑก෬ଡ଼Ǜ ” ሦ٠ޔዓོلă

“ ණ҅࠴უቐܖኙეกᅘୣᅘມჀă҅ᅘມჀǈཁණୣມჀăᇀ

ర־߁ჾࡍǈᅘષٜǈୣدᅘມჀǈᄜױഹก࠴უăర߁๘ષ

ჾᚍǈຓوዳႧӰ֑ມჀǈሦԯᅘષ҅ă ”

ሦქ࿒ǈਇዓࠧຓ٠وዓڞԥᅑ٧هષ٧་ăቾཙوዓઘॄࠝă

ਇዓ٠ڶዓ୯ํǖ“ ൻှǈӤᅘ྄ă॥ሦޔዓᄮ֑ݡཛྷ྄୯و

ă ”

ٞქ৾   ᆪ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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ཁ۹ࡍǈᄪᄪዸᇀඏۢණڣĖ֑ᅷ߆ėǈฐۭفሦჅوქ߆ޔǖ

ມେăهஏլࠦوǈዜกዔٜو၂ዓࣇޔܲǈกޔᅘქ

ຓ୧ണફࠦஏڪݽوăქĂĂൻǈຓዜݮেࠦஏࠝခქ٧ۛნ

ୣᅘլݽǈဲቲ෨ܖዅࣇă

ຓۭੂݐണوǈዜกᇀǈᇛଡ଼ുࠦஏլهਜဗǛᇛଡ଼ുࠦஏ

լهਜဗǛᅘქᇍևǈຓቷᅢᅘષქޔ “ ࠝҚۨ ”ăຓǈࣞഹࠦஏዔ

ԥᆞᄌլݽǈ்ଡ଼টു྄ੂҝҝດ୯ѷƽ

ቲྙǈفᇍևѼăݽǈѿࠦஏქ৳ქ৳ٜཌྷණѼفݭܲޔ்

ᅞቲྙѼفມჀମǈዜѿࠦوஏქ৳ქ৳ഩڞѼષქӵăຓ੩

டăݽի܇ǈჾཛྷሦҚ္ۨݽի܇༜༈ǈॽ॓ă৹กǈຓဲലه

ຓࣨفǈ္ބٜܜࣨํǖ“ ॥৹ѿ྄੩ષƽٜሦဗࠦஏ

լهມେǈ྄ҝኜດ୯ქ࿒ዓլݽષࠝۂੀƽ ”

ٞ۠ǈຓفქǈٜࠦوஏഩؽڞᇀٜණ๘ષă

ᄪᄪڣ༾ ĖѼஏኜլė߆وǈڶଲଲํǖ“ ྄ԥဳǈ࿒ொᅘሦଡ଼

එوǛ ”

ଲଲနနํǖ“ ྄ࣨᅘქݴسၳޔوఒǈዜกسણ࿀ചມୣᄌ

๔ăຕիիํǖ‘ กسሦဗဏણ࿀ചǈ෬ଡ଼෫ࡌԯ்־سဗᅞլᅞࠝ

ணചǛو ’ ຕԥᆞᄌ߹سણ࿀ച໗ݽዔوฯǈۚეቓेണو්ݽس

ணചăॕ߷سੂسണǈࡠષۂ࠶෫ࣺǈചዓกسԥࠝăۚຕوᅙǈ

෯෯ٜسણ࿀ചǈฯେେٜ໗ݽǈၳو්ݽسணചট๋ઉۂષă௩ํǈ

ܲᅘქ٧Ǜޔกԥก்ࠧఒޔ்྄ࣨ ”

ᄪᄪષଲଲࡨوǈԥᅑ܅ه࿒รӊǈ൲ (ru7) ᅘຑ๔ಲੂă

ٞქ৾  ᆪڣ (2)

֑ ᅷ 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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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辑 说 明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课程设计博士 马立平
	近年来，海外的中文学校发展迅速，其教材多来自国内。可是，由于海外的生活 环境和国内不同，海外学生的文化背景、学习方式、学习条件也和国内不同，在国内 编写的教材，往往不敷...
	这套中文教材有简体和繁体两种版本，其适用对象为来自华语家庭的儿童。目前， 教材计有简体课本1至10年级，每年学3册（3个单元），配有相应的练习本，可供 周末中文学校10年使用。同...
	实验证明，学完全套教材，学生即能具备中文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

	中华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也创造了学习这一文字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这 套教材立足于将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和现代语文教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现将编辑要 点说明如下：
	一、拼音和汉字的关系——直接认字，后学拼音
	为了先入为主地发展学生识别汉字的能力，我们在开始阶段不用拼音或注音符 号，而是通过韵文，直接进行汉字教学。在学了700个常用汉字以后，再教汉语拼音。 语音教学由课堂教学和多...

	二、认字和写字的关系——先认后写，多认少写
	海外儿童学习中文的时间十分有限。我们采用先认后写、多认少写的原则。教材 要求学生熟练认读的1500个左右常用汉字，在一般中文读物中的出现频率为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熟练书写的500...

	三、精读和泛读的关系——课文和阅读材料并重
	考虑到海外语言环境的特点，教材采用了课文和阅读材料相互交织的结构，每篇 课文都配有阅读材料数篇，纳入正式教学。这些阅读材以中国历史故事和寓言为主要 题材，用学生已经学过...

	四、阅读和写作的关系——先读后写，水到渠成
	语汇是写作的基础。1至4年级以认字和阅读教学为主，让学生掌握大量的语汇。 6年级以写作教学为主，学习如何用中文来状物、叙事、写人；中间则以改写的《西 游记》20回本等4个单元作...

	五、 素材选择和改写的依据 ——求知欲、成就感、常用字先行和高频率复现
	本教材中课文和阅读材料的素材来源很广，包括了大陆和台湾本土使用的各种小 学课本、两岸为海外儿童编写的各种华语教材、各种中文儿童课外读物、甚至口头流 传的民间故事和谜语等...

	六、重视中华文化， 摈弃政治色彩
	教材以海外华裔儿童的成长发展为其唯一关怀。海外的炎黄子孙，无论来自大陆、 台湾，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上都是同宗同源；相信五十年的两岸对峙，绝无损 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

	七、汉字结构的教学
	汉字的笔画、笔形、笔顺和部首是掌握汉字结构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日常生活中， 笔画、部首等的名称却往往是约定俗成，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在本教材中：
	笔画名称参照了中华文化出版社《汉语》第2册的《汉字的笔画》表。
	笔顺介绍参照了Cheng & Tsui Company 的《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I & II: Writing Workbook》。
	部首名称及英文翻译，参照了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Mathews’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和安子介先生的《解开汉字之迷》。
	另外，我们使用了“表意部首（Meaning clue）”和“ 表音部首（Sound clue）” 的概 念，仅仅是为了帮助学生认记汉字，无意在汉字学上标新立异。

	八、繁体字版用字的选定
	教材繁体字版的用字，参照了《国语日报字典》、修订版《华语》、《儿童华语课 本》来选定，最后由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庄因教授审定。

	九、多媒体练习光盘的使用
	和课文配套的多媒体练习光盘，应在PC电脑上使用。光盘含有课文朗读、写字示 范、生字和词汇的练习游戏等内容。光盘按自由练习（开放式）和规定作业（封闭式） 两种方式组织。规定作...

	十、暑假作业
	为了使学生的中文学习不致在漫长的暑假里中断，本教材为各年级设计了暑假作 业（每年八周，每周四次）。暑假作业的声音材料，已经包含在各年级的多媒体练习 光盘里。文字材料和练...
	这套教材是我和夏建丰先生用15年的全职时间合力编写，其间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和帮助。特别是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的庄因教授不辞辛劳，为教材审定文字并撰写 序文。资深儿童画家吕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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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立平教材系列
	中 文
	八 年 级
	第一单元（第二十二册）
	编写 马立平
	审定 庄 因
	插图 邬美珍、夏苏舒

	6-22ceKewenP
	“熟”字组成的词
	“明”字组成的词
	“随”字组成的词
	“此”字组成的词
	“缺”字组成的词
	“显”字组成的词
	“现”字组成的词
	“善”字组成的词
	“真”字组成的词
	“勉强”的用法
	一、孔子学琴
	孔子 (Confucius) 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生在公元 前 551年。那时，正是春秋时期，孔子是当时的鲁(lO)国人。孔子教过 很多学生，大约有三千人，其中非常优秀的就有七十多...
	一天，一位乐(yuY)师来拜访孔子，孔子和他谈起了音乐。这位乐 师善于弹琴，孔子想请他指导自己弹琴，乐师答应了。
	乐师教孔子一支曲子，孔子很认真地学习。十天以后，乐师觉得 孔子弹得不错了，就对他说：“这支曲子你已经弹得很好了，再学一支 吧！”
	“不”，孔子诚恳(chRng kTn)地说，“我刚会弹，对旋律(xuSn lM)还不 熟悉，让我再练几天吧。”说着，孔子又专心致志地练了起来。
	几天后，乐师说：“你对这支曲子的旋律已经很熟，可以学别的曲 子了。”
	孔子仍然不同意，说道：“虽然旋律弹熟了，但我还不大清楚这支 曲子的意思，让我再琢磨几天吧。”这样，孔子又练了起来。
	过了几天，乐师又催孔子学习新的曲子。孔子说：“我现在知道这 支曲子的意思了，但我还不知道 它的作者是谁。再给我几天时 间，让我想想好吗？”乐师被孔子 认真学习的态度感动了，...
	又过了几天，孔子兴奋地跑 到乐师那里，告诉他：“这支曲子的意思很深，作曲的人一定有远大的 理想，除了周文王还能是谁呢？”
	乐师惊叹道：“你说得一点儿不错，我学这支曲子的时候，我的老 师就告诉我，这支曲子是周文王作的。”
	孔子认真学习音乐，收获很大。他晚年整理中国古代诗歌，都能 一首一首地弹唱出来。

	词 汇
	利用字典自学以下词汇，给不认识的字注上拼音，并写出每个词的意思。
	1孔子
	2历史
	3思想家
	4教育家
	5公元
	6春秋时期
	7弟子
	8约
	9其中
	10优秀
	11鲁国
	12乐师
	13拜访
	14音乐
	15善于
	16弹琴
	17曲子
	18诚恳
	19旋律
	20熟悉
	21练
	22专心致志
	23清楚
	24意思
	25琢磨
	26催
	27认真
	28态度
	29感动
	30勉强
	31兴奋
	32 远大的
	33理想
	34周文王
	35惊叹
	36收获
	37晚年
	38 整理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那位乐师善于弹琴，孔子想请他指导自己弹琴。 __________________
	2、李广英勇善战，人称飞将军。 __________________
	3、他人非常善良，只是软弱了一点。 __________________
	4、我们邻居老太太对人总是这么友善。 __________________
	5、经过反复修改，我觉得这个计划已经很完善。 __________________
	6、最近几十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大大改善了。 __________________
	7、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善始善终才好。 __________________
	8、爸爸的批评虽然重了些，但他是善意的。 __________________
	9、东郭先生的善心被狼利用了。 __________________
	10、你放心地去吧，这里的一切我会妥(tu8) 善安排的。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善”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我对旋律还不熟悉，让我再练几天吧。 __________________
	2、课文只有念熟了，才能真正懂得它的意思。 __________________
	3、下星期我就要去北京了，你在那里有熟人吗？ __________________
	4、那个女孩很眼熟，我一定在哪儿见过她。 __________________
	5、那个曲子听起来耳熟，只是想不起它叫什么了。__________________
	6、没想到你学车才两个月，就能开得这么熟练！ __________________
	7、在他的朋友中，我弟弟显得最成熟。 __________________
	8、桃子成熟了，可以摘了！ __________________
	9、任何技能，只要多练，就会熟能生巧。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熟”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使人做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force sb. to do sth.)。
	乐师被孔子认真学习的精神感动了，就不再勉强他。
	既然小红不愿意唱，就不要勉强她了。
	你不去，我也不勉强你。

	造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凑合、将就(barely enough)。
	他勉强通过了英语考试。
	这些饭勉强够吃。

	造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曰(yuE)：说。 而(Rr)：Conjunction word, as “and”or “yet”.
	习(x2)：练习，to practice. 之(zh1)：It
	亦(y4)：也， also. 说(yuY)：高兴。
	乎(hU)： 语气助词 (modal particle)， 似“吗”。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3、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4、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6、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7、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8、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选读(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之(zh1)：A pronoun，as “it”.
	也：语气助词 (modal particle).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3、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4、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6、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7、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8、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孔子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叫“有教无类(lYi, kinds)”。“有教无类”的意思 是说，不应该把学生分出贵贱和高下。他的学生中，既有贵族，也有贫民， 既有聪明的，也有愚笨的。
	传说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他最优秀的七十多个学生中，冉雍 (rSn y0ng) 就出生在一个贫贱家庭。冉雍的父亲没有读过书，因此有些人看不 起冉雍。
	孔子却说：“一头牛如果毛色不纯，角长得不正， 我们就不能用它作为祭天 (j4 tiAn, offer a sacrifice to Haven)的祭品 (sacrificial offerings)。但是，假如它所生的小牛毛色很纯，牛 角也长得很正，难...
	冉雍能遇到这样一位好老师，学习当然勤奋，进步 很快。几年以后，孔子赞扬他说：“冉雍的品学才干， 已经可以帮助一个国王来管理国家了。”
	冉雍曾经向孔子请教：老师的学说中，最重要的是 “仁(rRn)”字，那么，怎样才能算是做到了“仁”字？
	孔子对他说了八个字：“己(j3)所不欲(yP)，勿(wP) 施(sh1)与人。”
	这就是说，自己所不愿意承受(chRn sh7u)的，就不 要去加在别人头上。
	这八个字看来很简单，其实包含着很深的道理。以国家来说，哪一国 都不愿意受到别国的侵略，那你就不要去侵略别国。以家庭来说，谁家都 不愿意幸福和美满受到破坏，那你就不能去破...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是中国人的传统道德，它和西方社会的Golden rule,“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是相通的。

	道听途说
	传说，从前有一位名叫艾子的老师，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到城里去。半 路上，他们遇见了艾子的朋友毛空先生。
	毛空先生兴奋地对艾子师生说：“嗨，你们听说了吗？前几天，有一家 人家的一只鸭子，一次生了一百个鸭蛋呢！”
	艾子师生听了，说：“一只鸭子一次生一百个鸭蛋，这怎么可能呢？” 毛空就改口说：“那么，大概是他家的两只鸭子生的！”
	艾子说：“两只鸭子一次生一百个鸭蛋，这也不可能啊！”毛空又改口 说：“那，那大概是三只鸭子生的蛋吧。”
	艾子师生还是不相信。
	毛空见艾子他们不相信，便又说：“我还有一件 新闻呢。上个星期，天上掉下来一块肉，那块肉可 真大呀！有三十丈(zhFng)长、十丈宽哪！”
	艾子师生听了，说：“三十丈长、十丈宽的肉？ 哪能有这种事？”
	毛空改口说：“那大概是二十丈长，十丈宽吧。” 大家还是不相信。
	毛空又改口说：“那……那大概是十丈长，十 丈宽吧。”
	艾子说：“就按你说的，是十丈长，十丈宽，那 块肉掉在什么地方？你亲眼见到了吗？还有，刚才你说的那只鸭子，究竟 是谁家养的呢？”
	毛空支支吾吾地说：“我……我不知道，我是刚才在路上听别人说的。”
	于是，艾子转过身来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可不能像毛空那样道听途 (tI)说呀！”
	“道”和“途”，都是“路”的意思。路上听来的传闻，不经过自己的 思考和验证(yFn zhYng)，就随随便便地又在路上告诉别人，有多少是可信的 呢？后来，人们从这个故事引申(y3n shEn, extend)...

	顽童拦车
	春秋时，孔子带领他的弟子们周游四方。
	有一天，他们来到了晋(j4n)国的边界上。在一个村口，遇到几个儿童正 在那里玩垒(lTi)城墙的游戏。孔子的一个弟子远远扬着手向那些孩子喊道：“小 孩子，请往旁边站一站，给我们的车让...
	儿童们听到喊声，一动也不动，仍然在垒他们的城墙。
	孔子的车走到跟前，一个弟子跳下车，对儿童们说：“哎，你们让一下 路，我们要过去。”
	儿童中，一个叫项橐(xiFng tu9)的把头抬起来，说：“先生，我们正在垒 城墙。”
	这个弟子没理会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是很严厉地说：“让开，让我们 过去！”
	项橐不慌不忙地说：“先生，你说是城应该给车让路，还是车应该给城 让路？”
	这一问，惊动了车上所有的人。孔子赶快走下车来，看了看他们垒的 城墙，问项橐说：“小孩子，你们是在这里玩吗？”
	项橐说：“是的。老先生，你们要到哪里？去做什么？”
	孔子说：“我们要去晋国，去那里讲授知识和道理。”
	项橐听了，就问：“先生，有几件事情，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您能跟 我讲一讲吧？”
	孔子问：“什么事？”
	项橐说道：“人们有时说黑夜过了是白天，有时也说白天过了是黑夜。 你说世界是先有白天，还是先有黑夜？”
	这一问，让孔子吃了一惊。没想到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竟引起一个 孩子的注意。孔子一时间没能回答出来。
	他考虑了半天，开口说道：“这得从盘古开天地说起。盘古出生时，世 界一片昏暗。盘古用斧子砍开了天和地，便有了白天。而盘古出世前，天 地连在一起，所以是黑夜。因此先有黑夜，...
	孔子刚说完，项橐反驳(fDn b9, to refute)道：“既然天和地在一起是黑夜， 那么现在也有黑夜，为什么没有看见天和地连在一起呢？”
	这一问可真把孔子难住了。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孔子在回 答时，不小心留下一个漏洞，被这个孩子抓住了。而这个孩子反倒因孔子 的回答受到了启发。
	看到自己的老师被难住了，孔子的弟子可沉不住气了，抢上前去问 道：“那你说是先有白天，还是先有黑夜？”项橐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当 然是先有黑夜。”
	孔子的弟子一听可气坏了：“我们老师也这么说，你为什么反驳呢？”
	项橐说：“你们老师说的我并没有反对，只是觉得理由不充分，反问了 一下。”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这个弟子问道。
	“世上白天黑夜之分主要是有没有太阳。白天有太阳，晚上没太阳。在 盘古出世以后，虽有了天地，但还没有太阳，因此仍然是黑夜。盘古死了 以後，他的左眼变成太阳，这才有了白天。”
	这一下，孔子和他的弟子都不由得点了点头。周围的孩子连声叫好。
	孔子对弟子们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今天这个孩子应该成为我们的 老师。”

	拔苗助长
	晚饭后，英英坐在沙发上读《成语故事》，随手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农夫，是个急性子的人，总是嫌自己地里的禾苗长得太慢。 他每天去量禾苗的高度。一天、两天、三天，他总感觉禾苗好像一点儿也 没有长高，心中十分着急。
	他翻来覆去的，总是在想，怎么能让禾苗长得快些呢？怎么能让禾苗 长得快些呢？有一天早晨，他终于有了一个“好办法”。他想，既然禾苗自 己不愿意长高，那么就让我来帮帮它们吧！
	那个农夫赶到田里，把禾苗一棵一棵地往上拔高。从早晨拔到中午， 又从中午拔到太阳落山，总算把田里的禾苗一棵一棵全都拔了一遍。他累 得腰酸腿痛，精疲力竭。可是，他心里却非常...
	他回到家里，兴奋地告诉家人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地里这些禾苗 长得太慢，我帮助它们一下子长高了好多啦！”
	第二天，他到田里一看，地里的禾苗全都倒在地上死了。
	英英读完《拔苗助长》的故事，对妈妈说：“我不信，天下哪有这么 傻的人呢？”
	妈妈笑笑说：“我家有一个学弹钢琴的女孩，总是嫌弹练习曲太没意 思。她常常说：‘老是弹这些小练习曲，什么时候才能弹出那些又长又好听 的名曲呢？’她不愿意通过弹练习曲提高自...
	英英听了妈妈的话，不由得放下书本，若(ru7)有所思起来。

	二、齐白石画虾
	中国水墨画大师齐白石老人在农村长大，童年常常在小溪里钓虾 玩，成为画家以后，尤其喜欢画虾。六十岁以前，他按照先人画虾的 笔法，画出的虾外形很像，人们很喜欢。可是齐白石自...
	六十二岁那年开始，齐白石在画桌上的水碗里，养了几只活虾。 他常常坐在桌前，出神地观察它们，看它们身体的形状，看它们游动 的姿态，有时还用笔杆触动它们，看虾跳跃时的各种姿...
	就这样，观察，写生，一晃几年过去了。齐白石注意到，虽然虾 身体的颜色看上去是一样的，但是各部分的质感却不一样：头胸部前 端的壳是坚硬的，而腹部的壳一节一节的，柔软而有弹...
	可是，怎样能让画上的虾显得更有精神呢？过了两年，齐白石六 十八岁时，他的笔法又有了新的突破。首先，他改变了虾眼的画法。 以前，按照先人的笔法，虾眼是两个浓墨点。可是齐白...
	还有一个改变是齐白石最得意的——他在虾头胸部原来的淡墨上， 又加上了一笔浓墨。这一笔浓墨顿时加重了虾头的重量。更重要的是， 这还使虾的身体显得透明了！齐白石认为，自己对...
	但是，齐白石仍不满足，继续追求笔墨的简练。他七十八岁时画 的虾，后腿减少到只有五条。齐白石画虾，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 步。人们喜爱齐白石画上的虾，远远胜过池塘里的真虾。
	白石老人六十岁以后三次改变画虾的笔法，一次又一次地删除次 要部分，突出重要部分，使虾的神情跃然纸上。他自己曾感慨地说：“余 画虾数十年始得其神！”
	词 汇
	利用字典自学以下词汇，给不认识的字注上拼音，并写出每个词的意思。
	1水墨画
	2大师
	3小溪
	4钓虾
	5尤其
	6按照
	7先人
	8外形
	9满意
	10缺乏
	11质感
	12精神
	13养
	14出神地
	15观察
	16形状
	17姿态
	18触动
	19姿势
	20琢磨
	21写生
	22头胸部
	23前端
	24壳
	25坚硬
	26一节
	27柔软
	28弹性
	29棱角分明
	30若连若断
	31拱起
	32长臂钳
	33减少
	34突破
	35 改变
	36浓墨点
	37 圆柱体
	38顶端
	39 横着
	40伸出来
	41 动静
	42 顿时
	43 逼真
	44得意
	45 淡墨
	46重量
	47透明
	48 创造
	49最为成功
	50删减
	51神形兼备
	52笔墨
	53简练
	54炉火纯青
	55胜过
	56池塘
	57删除
	58跃然纸上
	59感慨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齐白石早年画的虾虽然外形很像，但是缺乏质感。_______________
	2、谁来参加我们球队？我们还缺少两个人！ __________________
	3、有人说，缺点常常是优点的影子。 __________________
	4、上学期我缺课两天，这学期一天课也没有缺。 __________________
	5、今天开会没有一个人缺席。 __________________
	6、谁那么缺德，把这本书里的画页给撕了？ __________________
	7、这种笔最近缺货，你过几天再来看看吧。 __________________
	8、他们队的防守有缺口，我们一攻就攻进去了。 __________________
	9、那个地方缺医少药，所以非常需要医生。 __________________
	10、这把梳子奶奶用了一辈子，居然还完好无缺。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缺”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怎样能让画上的虾显得更有精神呢？ __________________
	2、妈妈会做菜，所以每次请客她都大显身手。 __________________
	3、门牌号要钉在显眼一些的地方才好。 __________________
	4、在这篇文章里，他的观点显而易见。 __________________
	5、张刚画画的天分，很早就显露出来了。 __________________
	6、她的优点和缺点都那么明显。 __________________
	7、寓言常常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 __________________
	8、在显微镜底下，树叶的纹路可好看了！ __________________
	9、这种治疗过敏的新药，药效很显著。 __________________
	10、他站着睡着了，显然是太累了。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显”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3)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温(wEn)： 温习，to review.
	故(gP)：过去的，旧的。
	为(wRi)：成为， to be .
	矣(y3)： 语气助词，用在句末时同“了”。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3、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4、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6、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7、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8、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选读(4)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者(zhT)：A pronoun，as“的人”，或者“的东西”。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3、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4、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6、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7、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8、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有趣的会意字
	英文是拼音文字(phonetic writing system)，汉字是表意文字，两种文字各有自己 的长处和短处。拼音文字记录语言的发音，易念易学。但是在生活中，语言的 发音很容易发生变化。当语音随着年...
	表意的汉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呢？这里介绍四种汉字造字方法。一是象形， 画出实物的形状，如“日”字和“山”字。二是指事，少数指事字只用符号，如 “一”字和“二”字。又如“本”...
	会意字十分有趣。比如，“家”字上边的“宀”是屋子，下边的“豕”是猪。 古时候人们家中大都养猪，所以就用“宀”下有“豕”表示“家”。“看”字是把 手搭在目（眼睛）的上边，...
	有一些会意字是用相同的字组成的，如林、 森、晶、双、多、炎、品。两个“木”组成“林”字，表示树林，三个“木”组 成“森”字表示树多。“从”字是一个人跟着一个人向前走，表...
	从字形上来了解字的意思，很像猜字谜。下面三个字表示什么意思，请你 猜一猜：众、仨、苗。

	杞人忧天
	中国的很多成语，都是来源于寓言，而寓言则往往是通过一个看起来 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来揭示(jiE sh4,reveal) 生活中常常发生的现象。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杞(q3)国有一个胆子很小，又喜欢胡思乱想的人。 有一天，他躺在大树下休息，无意中看到蓝蓝的天空。他想：天这么大，要 是掉下来砸到我的身上，那该怎么办？他一...
	从此以后，他成天担心天会掉下来， 担心地会陷下去，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 觉，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他的邻居看到了，劝(quFn)他说：“天 只不过是一大团气，没有一个地方没有 气。你一举一动，整天都是在天的中间， 你怎么会担心天会掉下来呢？”
	那人听了问：“如果天真是一大团气， 那么太阳、月亮和星星不会掉下来吗？”
	邻居说：“太阳、月亮和星星，也都是有气的光团，即使掉下来，也不 会打伤人的！”
	那人又说：“可是，要是地陷下去了，那怎么办呢？”
	邻居又说：“地是什么？地是堆得很厚很厚的泥土和石块，四面八方到 处都有，它能陷到什么地方去呢？再说了，如果天真的要掉下来，不会因 为你在担心而不掉下来。如果地真的要陷下...
	世界上真的害怕天会掉下来的人，大概是没有的。但是，为不必要的 事情而担心，为自己所不能控制(k7ng zh4, control) 的事情而担心的人，却大有 人在。我们自己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杞(q3)人...

	“我只要第三层楼”
	在很久以前，有个富贵(fP gu4)而愚蠢(yI chOn)的人，常常自作聪明。
	有一次，他到另一个富贵人家去作客，看到一座三层楼房，高大宽广， 庄严华丽，便心生羡慕。他想：“这第三层房子真漂亮，我家的房子只有一 层，我为什么不也盖座这样的楼房呢？”
	他回到家里，立刻把工匠(g0ng jiFng, builder) 找来问：“你会盖像那家一样 又高大又好看的楼房吗？”
	工匠回答说：“怎么不会，那一家的楼房就是我盖的呀！”
	富人马上说：“那你现在就给我盖一座那样的楼房。”
	当工匠把地基打好后，便砌砖造楼房。
	富贵愚人见工匠在地面上砌砖，心里十分疑惑，便问工匠：“你这是做 什么？”
	工匠回答说：“是在盖三层楼房啊！”
	富人说：“我不想要下面的两层，你只要给 我盖最上面的那一层就可以了。”
	工匠说：“哪有不盖好下面一层房子而能盖 第二层的事呢？不盖第二层楼房，又怎么能盖第 三层楼房呢？”
	富人却固执地说：“我现在用不着下面的两 层楼房，你只要给我造最上面的那一层楼房。”
	当时的人听了这件要求工匠建造空中楼阁 的事，都觉得非常可笑。

	杯弓蛇影
	从前有一个人，名叫乐广。一天，乐广请一位朋友到家里喝酒。他们 俩喝着喝着，突然，这位朋友皱了皱眉头，站起来匆匆告别乐广，回家了。
	乐广心里很纳闷，他为什么突然不喝酒就走了呢？过了几天，他听说 这位朋友病得很厉害，就前去探望。乐广问那朋友说：“前几天我们还在一 起喝酒，你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呢？”
	乐广的朋友说：“那天我在你家里喝酒，突然间发现我的酒杯里有一条 蛇，顿时很害怕，就赶忙告别你回家了。回家后，总觉得肚子里有一条小 蛇。就这样，我病得起不了床啦。”
	乐广听了觉得很奇怪，心想：酒杯里怎么会有蛇呢？回家后，他坐在 朋友喝酒的地方，前面放上一杯酒，果然见到杯中有一条蛇的影子。他仔 细观察，终于找到了原因。乐广立刻跑去对他...
	乐广和朋友一起回到家里，请这位朋友仍然坐在上次喝酒的地方，在 他面前放上一杯酒。乐广指着酒杯对他的朋友说：“你看看，酒杯中有什 么？”
	这位朋友一看，说：“同上次一样， 杯中有蛇。”
	乐广指着朋友身后的墙，问：“你 再看看，墙上挂着什么？”
	朋友转身看了看，说：“墙上挂着 一张弓。”
	乐广说：“你面前杯中的蛇，就是 这张弓的影子！”
	乐广上前把墙上的弓取下来，杯中的蛇果然没有了。
	这位朋友恍然大悟，说：“啊，原来如此！”他的病一下子就全好了。
	同学们，你们觉得“杯弓蛇影”是一个真的故事，还是一个寓言？作者 想通过它揭示(jiE sh4, reveal) 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什么现象？
	三、三种成长
	王鼎钧
	人是生物的一种，不断在成长之中。我们的年龄在增长，学识、 技能和品德也在成长。
	“天增岁月人增寿”，年龄的增长出于自然。但是学识、技能和品 德的成长要靠自己的努力。如果我们稍有懈怠，就会停止成长，甚至 还会倒退。人生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学识、技...
	在人们的感觉上，光阴如顺流而下的波浪，品学却如逆流而上的 船只。前者稍纵即逝，后者步步费力，相形之下，似乎不太公平。
	然而光阴的流逝，有一定的数量和速度（例如每天二十四小时）， 虽然没有办法减少，可是也不会增加。我们追求知识，学习技能，培 养品德，开拓胸怀，却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提高速...
	光阴是不会停止的。既然如此，我们也要 使自己的品学日有进境，不息不止，这才是一 个充实而圆满的生命。


	词 汇
	利用字典自学以下词汇，给不认识的字注上拼音，并写出每个词的意思。
	1成长
	2生物
	3年龄
	4增长
	5学识
	6技能
	7品德
	8岁月
	9寿
	10努力
	11稍
	12懈怠
	13停止
	14甚至
	15倒退
	16迫切
	17如何
	18免得
	19马齿徒增
	20光阴空过
	21 所谓
	22分秒必争
	23正是此意
	24感觉
	25光阴
	26 顺流而下
	27波浪
	28 品学
	29逆流而上
	30船只
	31稍纵即逝
	32 步步费力
	33相形之下
	34公平
	35流逝
	36数量
	37 速度
	38 例如
	39 追求
	40 培养
	41 开拓胸怀
	42 随着
	43 意愿
	44 提高
	45 取决
	46 责任
	47 乐趣
	48 日有进境
	49 不息不止
	50 充实
	51 圆满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所谓分秒必争，正是此意。 __________________
	2、弟弟说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捣乱了。 __________________
	3、林玲病了，因此不能来上课。 __________________
	4、这块牌子上写着：“去故宫的游客，由此上车”。__________________
	5、那块牌子上写着：“此路不通”。 __________________
	6、昨天的球赛很激烈，场上观众的喊声此起彼伏。__________________
	7、他们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就此成了好朋友。 __________________
	8、此时此刻，远在北京的爷爷奶奶正在做什么呢？__________________
	9、你听过“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吗？ __________________
	10、传说中，牛郎和织女彼(b3)此相爱。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此”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我们追求知识，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提高速度。__________________
	2、他随心所欲地喝酒抽烟，结果身体不行了。 __________________
	3、“这书架上的书都很有意思，你随意挑着看吧！”__________________
	4、天阴沉沉的，随时都可能下雨。 __________________
	5、“请问您要喝什么饮料？”“随便，有什么喝什么。”__________________
	6、出去的时候，请随手把门关上。 __________________
	7、我刚才随口说的那些话，你可别当真！ __________________
	8、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走了。 __________________
	9、这一路上，小狗一直跟随着老爷爷。 __________________
	10、那只玩具小狗伴随着我长大。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随”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则(zR)：便，就，then.
	罔(wDng)：受蒙蔽。
	殆(dFi)：危险。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3、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4、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6、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7、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8、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选读(6)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无：不要。
	欲(yP)：想要 。
	速(sP)：快。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3、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4、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6、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7、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8、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非洲人的鞋子
	两家制鞋公司都派人到非洲去调查(diFo chS)当地的市场，两人在非洲看 见有很多人不穿鞋子。
	其中一人向公司报告：
	“毫无希望，这儿的人根本不穿鞋子。”
	而另一个人向公司报告说：
	“大有可为，这儿的人都还没穿鞋子。”
	哪一家公司能开拓非洲的市场？哪一个调查员能创造自己的前途？任 何人都能一眼看出答案。
	一个不穿鞋子的社会，正是制鞋业者的用武之地。那儿不仅有他的利 润(l4 rPn, profit)，也有他应尽的责任。世间有许多缺憾(quE hFn, regrets)，而“缺憾”
	却也正是成功的机会。医生的功德(merit)在疾病流行的地区，教师的功德在 文盲(illiterates)最多的地方，农夫的事业(career)在荒地，而仁人志士的事业在 风雨如晦(hu4)之中！
	希望——它是生命的灵魂，心神的灯塔，成功的指导者。

	画蛇添足
	古时候，楚国有一家人家请人来帮忙祭祖(j4 zO, offer sacrifices to ancestors)。 祭祖以后，那家人家把祭祖用过的一壶(hI)酒，送给那些来帮忙的人喝。
	前来帮忙的人不少，一壶酒大家喝，谁也喝不痛快，于是，大家都同 意干脆让一个人喝。
	可是，到底让谁来喝这壶酒呢？有人提议：每个人都在地上画一条蛇， 谁画得快，酒就归(gu1)他喝。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都同意这么办，于是 就纷纷在地上画起蛇来。
	有个人画得很快，一转眼最先画好了，就端(duAn)起酒壶准备喝酒。他 再回头看看别人，还都没有画好呢，心想：他们画得真慢，我何(hR)不再多 显显(xiDn xiDn)自己的本事呢？于是，他便左手...
	正在他一边画着蛇脚，一边得意地 说话的时候，另一个人已经把蛇画好 了。那个人马上把酒壶从他手中夺过 去，说道：“你看见过蛇吗？蛇是没有脚 的，你为什么给它添(tiAn)上脚呢？画上...
	那个人说完，就仰起头来，理所当 然地，咕咚咕咚喝起酒来。
	给蛇添足的人，无话可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那壶酒喝了。
	“画蛇添足”的故事，对许多同学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读到了，你是不 是能够“温故而知新”，从中得到新的体会呢？

	檀香木(sandalwood)的故事
	夏夜，方芳和爸爸妈妈一起坐在院子里聊天。妈妈拿出她心爱的檀(tSn) 香扇(shFn)，轻轻地扇着。一阵阵淡淡的清香，飘散在空气中。这把折扇， 是十多年前妈妈来美国时外婆送的，收起来比...
	方芳说：“妈妈，檀香扇真好，十多年了，扇起来还是像外婆说的，‘ 扇底生花香’。檀香木真是非同寻常啊！”
	爸爸说：“檀香木是出产在印度的一种很贵重的木头，它还是一种中药 呢。有一个故事叫做‘卖檀香木的人’，让我来讲给你听：
	“从前，有一个人，拿着一捆最好的檀(tSn)香木，到集市上去卖。卖了 几天也没卖掉。
	这天夜里，他住的客店里来了一个卖木炭(tFn, charcoal)的人。他们天南 地北地谈起来，谈到了各人的买卖，都希望快点儿把自己的货物(hu7 wP)卖 出去。
	第二天，他们一起到了集市上，不到 一会儿，卖木炭的人把木炭都卖掉了。卖 檀香木的人呢，等到天黑也没人来买，只 好闷闷不乐地回到客店里。
	怎么办呢？突然，他自言自语地说：‘ 啊！这可是个好办法。’说完，便赶忙出 去，把檀香木烧成了木炭。他把那木炭拿 到集市上，果然很快就卖完了。那人高兴 极了，觉得自己真是太聪...
	方芳说：“这不是聪明！需要木炭的人比需要檀香木的人多，所以木炭 容易卖出去。可是，檀香木比木炭贵重多了，这人因为不愿意花时间去找 需要檀香木的人，却匆匆忙忙地把檀香木当...
	妈妈说：“‘卖檀香木的人’是一个佛(f9)经故事。《佛经》是佛教(Buddhism) 的经典(j1ng diDn, classic)。《佛经》里讲这么一个故事，是为了讲一个人生的道 理。方芳，你想想，这个道理是什么...

	自相矛盾
	矛(mSo,spear)和盾(dPn,shield)都是古时候打仗的武器(wP q4,weapon)。矛是进 攻(j4n g0ng)用的，用来刺杀(c4 shA)敌人。盾是防御 (fSng yP)用的，用来挡住敌 人刺来的矛。那时候，中国人当兵打仗，所用的...
	传说楚国有一个人，是靠做矛和盾为生(make living of)的。那一天，他把 自己做的矛和盾拿到街上去卖。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不一会儿，他的 旁边就围上了一群看热闹的人。
	只见他举起一枝矛，向看热闹的人夸 口说：“大家看啊，大家看啊，我做的矛， 矛头锋利，矛杆坚硬，天下最厉害了，不论 什么盾都刺得破！”
	过了一会儿，他又举起一块盾，夸口 说：“大家看啊，大家看啊，我做的盾，用 的是最好的皮，天下最坚固了，不论什么矛 都刺不破它！”
	站在旁边的人听他这样自我吹嘘(xU)， 都哈哈大笑起来。那人不明白大家笑什么， 只好跟着一起笑。这时候，有一个人问他：
	“你说你的矛是最锋利的，不论什么盾都能刺破，是真的吗？”
	那人连忙说：“那当然，那当然！”
	“你又说，你的盾是最坚固的，什么矛也不能刺破它。也是真的吗？”
	那人连忙说：“那当然，那当然！”
	“那么请问，如果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结果会怎样呢？”
	那人听了，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
	“自相矛盾”这个寓言是中国古代一个叫韩(hSn)非的人写的。同学们， 你们在生活中遇到过“自相矛盾”的人和事吗？
	四、天上的街市
	郭沫若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界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词 汇
	利用字典自学以下词汇，给不认识的字注上拼音，并写出每个词的意思。
	1街市
	2街灯
	3闪着
	4无数的
	5点着
	6缥渺
	7定然
	8陈列
	9物品
	10珍奇
	11宽广
	12隔
	13牛郎
	14织女
	15此刻
	16闲游
	17流星
	18提着
	19灯笼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 __________________
	2、她收集当代体育明星和电影明星的照片。 __________________
	3、我妹妹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__________________
	4、经历过黑暗的人，会更珍惜光明。 __________________
	5、齐白石画的虾，身体好像是透明的。 __________________
	6、你说的道理我都听明白了。 __________________
	7、他做任何事情都有明确的目标。 __________________
	8、谁能证明我这道题做错了？ __________________
	9、即使生了病还完成了他那份工作，说明他很负责。__________________
	10、我来给大家说明一下取消这次活动的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明”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 __________________
	2、月食的现象是不常出现的。 __________________
	3、我发现了你的秘密！ __________________
	4、那条大鱼常常浮现在水面上。 __________________
	5、听了他的回答，老师的脸上现出了笑容。 __________________
	6、现在就去会不会太早？ __________________
	7、那个店不收信用卡和支票，只收现金。 __________________
	8、我们要现实一点，那件事三天是完不成的。 __________________
	9、她喜欢自己做衣服，不愿意去店里买现成的。 __________________
	10、现代社会里，青少年上学的机会比以前多。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现”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7)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好(hFo)：喜爱。
	乐(lY)：Enjoy.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3、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4、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6、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7、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8、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夏夜
	杨唤
	蝴蝶和蜜蜂们带着花朵的蜜糖回家了，
	羊队和牛群告别了田野回家了，
	火红的太阳也滚着火轮子回家了，
	当街灯亮起来向村庄道过晚安，
	夏天的夜就轻轻地来了。
	来了！来了！
	从山坡上轻轻地爬下来了。
	来了！来了！
	从椰子树上轻轻地爬下来了。
	撒了满天的珍珠和一枚又大又亮的银币。
	美丽的夏夜呀！
	凉爽的夏夜呀！
	小鸡和小鸭们关在栏里睡了。
	听完了老祖母的故事，
	小弟弟和小妹妹也闭上眼睛走向梦乡了。
	睡了，都睡了！
	朦胧的山峦静静地睡了！
	朦胧的田野静静地睡了！
	只有窗外瓜架上的南瓜还醒着，
	伸长了藤蔓轻轻地往屋顶上爬。
	只有绿色的小河还醒着，
	低声地歌唱着溜过弯弯的小桥。
	只有夜风还醒着，
	从竹林里跑出来，
	跟着提灯的萤火虫，
	在美丽的夏夜里愉快地旅行。



	守株待兔
	我们上一次读过的“自相矛盾”的寓言，是韩(hSn)非写的。韩非是战 国时期的哲(zhR)学家(philosopher)，人们尊(zUn)称他为韩非子。在中国古代， 人们用“子”字称呼有学问、有道德的男人。比...
	韩非子喜欢用寓言来表达他对世界和对社会的观察、思考和批评。“守 株待兔”的守是“keep watch”的意思，“株”(zhU)是树桩(zhuAng)，“trunk of a tree” 的意思，“待”是等待(dFi)，“wait”的...
	从前，宋(s7ng)国有个农夫，有一天在田里耕地(gEng d4, plough)的时候， 忽然看到一只兔子从远处飞跑而来。那兔子跑得太快，一不小心，撞(zhuFng) 在农夫田边的一个树桩上。
	农夫上前一看，兔子的脖子撞断了，倒在树桩下死了。
	那农夫没有花一点力气，就白白拣到一只兔子，真是太高兴了。他想， 既然不花力气就能拣到兔子，那我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地耕地种庄稼呢？ 于是，他丢下耕地的农具，每天坐在树桩旁...
	一天、两天过去了，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再也没有第二只兔子撞到 树桩上来。别人地里的庄稼都长出了绿油油的小苗，而那个守着树桩等待 兔子的农夫呢，连地还没有耕呢！
	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宋国，听说了的 人，没有不哈哈大笑的。
	通过“守株待兔”这个寓言，韩非子想 批评的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呢？

	五、“春秋”不是“春”和“秋”（对话）
	甲：听说你上中文课很认真。
	乙：那还用说，不是我吹牛，无论上什么课，我都是最认真的。
	甲：那我问你，咱们这学期学的第一课说的是谁的故事？
	乙：咱们这学期学的第一课说的是孔子学琴的故事。
	甲：我再问你，孔子是什么时代的人？
	乙：这难不倒我，课本上说得很明白，孔子是春秋时期的人。
	甲：那什么叫“春秋时期”呢？
	乙： “春秋时期”？（对观众）糟了，老师好像说过，我给忘了！没关 系，让我来蒙他一下。（回头对甲）嗯……“春秋时期”嘛，顾名思 义，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孔子生活在春天和秋天...
	甲：还差不多呢！差远啦！“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
	乙： （忙打断甲）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中国历史没有兴趣。我这个人记 性不好，美国才二百多年的历史，就学得我晕头转向，中国的历 史有几千年，我可连碰也不想碰！
	甲： 哪有那么可怕？让我来告诉你一句“八字真经”，有了这“八字真 经”，你对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乙：真的？哪八个字？
	甲：这八个字是：（做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乙：（模仿甲的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甲： 对。如果我们从四千年以前算起，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开始，中 国经历了夏朝、商朝、和周朝的前半部分。在那一千多年里，中 国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所以是“合”的时期。
	乙：接下来呢？我猜接下来就到了“分”的时期？
	甲： 不错，到了公元前770年开始，有大约550年时间，中国分成了 很多小国家，那是“分”的时期。历史学家又把这550年时间“切”
	成两段。
	乙：“切”成两段？
	甲： 是的。前三百年为一段，叫作“春秋时期”，那时中国分成十多个 小国家。其中一个叫“鲁国”，孔子就是鲁国人。后两百五十年为 另一段，叫作“战国时期”。
	乙： “战国时期”我知道，那时中国主要分 成七个国家，魏、赵、韩、齐、秦、楚、 燕，人称“战国七雄”。我们学过的“ 田忌赛马”的故事，就发生在齐国。
	甲： 对呀！你记性不是挺好的嘛！春秋时 期的十多个国家，互相吞并，到战国时期剩下七个，再继续争斗， 到最后只剩一个秦国。
	乙：你是说秦始皇统一中国？
	甲：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不就合起来了吗？
	乙： 这么说起来，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分”的时期？
	甲：不错。以后还有好几次“分”的时期。比方说，你喜欢诸葛亮草 船借箭的故事。诸葛亮生活的三国时期，就是另一次“分”的时 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八个字，还是小说《三...
	乙：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意思！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分”
	的时期长，还是“合”的时期长呢？
	甲：你猜呢？
	乙： 我猜是“合”的时期长，要不怎么老是听人说这个朝代那个朝代 的呢？
	甲： 这下你可猜对了。四千多年来，各个“分”的时期加起来，大概 八百多年，五分之一左右吧。而且，从960年建立宋朝以来，基 本上都是“合”的时期。
	乙：那已经一千多年了呀！
	甲： 有趣的是，中国古代史上虽然“合”的 时期长，但是故事却是“分”的时期多。 春秋战国时期和后来的三国时期都有很 多好听的故事。所以，我们喜欢听故事 的人，就不能不对那些...
	乙： 多谢你今天的一番解释，这一下，我对中国历史倒开始有点兴趣 了。说不定，下次该轮到你来听我的高见了！
	甲：那好，我翘首以待，到时候一定洗耳恭听。
	（甲、乙向观众鞠躬，下）

	词 汇
	利用字典自学以下词汇，给不认识的字注上拼音，并写出每个词的意思。
	1无论
	2时代
	3时期
	4观众
	5糟了
	6没关系
	7蒙
	8顾名思义
	9历史
	10打断
	11记性
	12晕头转向
	13碰
	14八字真经
	15分久必合
	16大概
	17了解
	18手势
	19模仿
	20世纪
	21完整
	22两段
	23春秋时期
	24战国时期
	25战国七雄
	26互相吞并
	27争斗
	28秦始皇
	29统一
	30诸葛亮
	31开场白
	32有意思
	33宋朝
	34基本上
	35朝代
	36一番
	37解释
	38高见
	39翘首以待
	40洗耳恭听
	41鞠躬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八字真经”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
	2、他没有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 __________________
	3、真理是永远值得人们追求的。 __________________
	4、她对人总是那么真诚，所以她有很多朋友。 __________________
	5、这部小说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的。 __________________
	6、你相信广告里说的每一句话，实在是太天真了。__________________
	7、爷爷八十岁了，有时候还天真得像个孩子。 __________________
	8、灯泡里的空气被抽掉了，里面是真空的。 __________________
	9、看，那些假花做得多好，简直可以乱真！ __________________
	10、人们都说齐白石画的虾很逼真。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真”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8)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焉(yAn)：语气助词(modal partical)，同“啊”。 择(zR)：选择，select.
	其(q2)：他们的，他的。 善(shFn)：好。
	从(c9ng)：follow. 改(gDi)：改正，correct.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3、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4、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6、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7、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8、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杀鸡取蛋
	从前，有个年轻人很早死了父母，家里很穷。他看见他的邻居养了一 群母鸡，每天都下好多蛋(dFn)，心里十分羡慕(xiFn mP)。一天晚上，他梦见 一位老婆婆抱着一只小母鸡对他说：“孩子，我...
	年轻人高兴极了，从此精心喂养小母鸡。一天， 小母鸡“咯咯嗒——咯咯嗒”唱起歌来，年轻人赶快 跑到鸡窝旁边一看，小母鸡下蛋了！他伸手取出蛋一 看，更是喜出望外：小母鸡下的是...
	从这以后，小母鸡过十天就下一个小小的金蛋。 年轻人把金蛋拿到街市上去卖了，用卖蛋得来的钱买 吃的、用的，日子慢慢地好起来。
	有一天，年轻人在街上看到一座漂亮的房子，心想，我要把小母鸡下 的金蛋攒起来，到时候卖了蛋，也买一座这么漂亮的房子！于是，年轻人 决定开始攒金蛋。可是，小母鸡每过十天才下...
	他看着小母鸡，心里想，这小母鸡肚子里的金蛋，十天才下一个，我 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住上漂亮的房子呢？我不如把母鸡杀了，把它肚子 里的金蛋一下子取出来，这样不就快多了吗？
	年轻人拿定主意，真的把小母鸡杀了。他打开小母鸡的肚子一看，里 面一个金蛋也没有——长成的金蛋已经下了，新的金蛋还没长起来呢。年轻 人后悔极了。可是，小母鸡已经死了，再后...
	“杀鸡取蛋”的和“檀香木的故事”说的是同一个道理。而这个道理， 又可以用《论语》里的一句话来概括。请问，这句话是什么？

	总词汇表

	7-23ceCoverJP
	马立平教材系列
	中 文
	八 年 级
	第二单元（第二十三册）
	编写 马立平
	审定 庄 因
	插图 邬美珍、夏苏舒

	8-23ceKewenJP
	“复”字组成的词
	“全”字组成的词
	“受”字组成的词
	“量”字组成的词
	“何”字组成的词
	“如”字组成的词
	“轻”字组成的词
	“乱”字组成的词
	一、匆匆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 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 复返呢？——是有人偷了它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
	我不知道它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 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 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 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 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
	……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 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 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词 汇
	利用字典自学以下词汇，给不认识的字注上拼音，并写出每个词的意思。

	1匆匆
	2杨柳
	3枯
	4复返
	5藏
	6何处
	7确乎
	8渐渐
	9空虚
	10默默
	11算
	12溜
	13针尖
	14滴
	15流(as noun)
	16不禁
	17汗涔涔(cRn cRn)
	18泪潸潸(shAn shAn)
	19尽管
	20射进
	21斜斜的
	22轻轻悄悄
	23挪移
	24茫茫然
	25旋转
	26凝然
	27水盆
	28觉察
	29遮
	30挽
	31伶俐
	32跨
	33掩着
	34叹惜
	35轻烟
	36微风
	37吹散
	38薄雾
	39初阳
	40蒸融
	41痕迹
	42游丝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呢？ __________________
	2.复习学过的知识，往往会从中学到新的知识。 __________________
	3.你知道“复活节”是哪个宗教的节日吗？ __________________
	4.这篇文章不错，请你去多复印几份让大家看看。__________________
	5.他虽然上星期病了两天，但很快就恢复了。 __________________
	6.你看到我回复的“伊妹儿(e-mail)”了吗？ __________________
	7.最近天气反复无常，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伞！ __________________
	8.那本故事书的情节很复杂，也很有意思。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复”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 __________________
	2、我买了一顶又轻便又暖和的帽子送给奶奶。 __________________
	3、他昨天在比赛中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第一名。 __________________
	4、我们的船小，人又少，所以在湖上驶得特别轻快。 __________________
	5、你看那小女孩跳舞跳得多轻巧！ __________________
	6、姐姐轻手轻脚地回来，我们居然谁也没有发现。 __________________
	7、考试终于考完了，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 __________________
	8、不要轻易答应人家，答应了的事，则一定要做到。 __________________
	9、最近他生了一场大病，体重减轻了很多。 __________________
	10、轻敌的人往往容易失败。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轻”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1)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川(chuAn)：河
	逝(sh4)：过去，to pass away
	斯(s1)：这，此
	夫(fU)： 语气助词
	舍(shT)：放弃， to give up
	昼(zh7u)：白天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
	1、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3、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5、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6、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7、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8、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论语选读(2)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g0ng)：孔子的一个学生
	君子(jUn z3)：superior man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3、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5、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6、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7、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8、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吴道子画嘉陵江
	中国西部有一条嘉陵(j1al2ng)江，嘉陵江两岸的风景非常美。唐朝的 一个皇帝唐玄宗(tSng xuSn z0ng) 听说了，就派当时的两个著名画家李思训 (xPn)和吴道子到嘉陵江写生。
	李思训来到嘉陵江，边看边画，细致描绘，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 间，才完成了一幅《嘉陵景色》的山水画。他画得非常好，唐玄宗看 了赞不绝口。
	吴道子也来到嘉陵江，他四处漫游了一个月，一张画也没有画就 回来了。
	吴道子去见唐玄宗，唐玄宗说：
	“把你出去画的那些画，拿给我看看吧！”
	吴道子说：“我这次在外面，一张画也没有画呀！”
	唐玄宗说：“那你怎么向我交代呢？”
	吴道子说：“这不要紧，我已经把嘉陵江沿岸的锦绣风光，全都记 在心里了。”
	唐玄宗不信，说：“那你就把记在心里的嘉陵江风光，画在我宫殿 的墙壁上吧！”
	吴道子点点头，拿起画笔，就在墙上上 下左右地画开了，很快就勾画出了一幅草 图。接着，他着墨，上色，只用一天时间， 就画成了一幅非常漂亮的《嘉陵江三百里旖 旎(y3n3, charming) 风光...
	唐玄宗把吴道子画的这幅壁画，同李思 训画的《嘉陵景色》一比较，还真是八九不 离十呢。
	唐玄宗高兴了，笑着说：“李思训用一个月画的画和吴道子用一天 画出来的画，都好极了！”


	熟能生巧
	英文里有一种说法，叫作 “practice makes perfect”，中文里有一句成语和它 意思差不多，叫作“熟能生巧”。
	宋朝的时候有个射箭能手，叫陈尧咨(ySo z1)。他 的技术非常高超， 有百发百中的美名。有一天，陈 尧咨表演射箭，场上挤满了看 热闹的人。陈尧咨箭 箭中靶，观看的人个个喝彩叫好。陈尧...
	忽然，他注意到观众里有一个老人，站在那里 微微点头，却没有和大家一起欢呼。陈尧咨有些奇 怪，走到老人跟前问道：“老人家，您会射箭吗？您 看我的箭法怎么样？”
	老人回答说：“我不会射箭。我看你的箭法不错。不过，这并不是什么 很了不起的事，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陈尧咨听了很生气，他说：“那么，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能不能演 示给大家看看？”
	老人是个卖油的。他没有直接回答陈尧咨，而是把一只装油的葫芦放 在地上，又取出一枚铜钱盖在葫芦口上。然后，老人用勺子舀起满满一勺 油，高高举起往下倒。只见老人倒出的油像一...
	这时候，老人转过头来对陈尧咨说：“我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 熟能生巧罢了。”
	陈尧咨连忙说：“对，对，您老人家说得有道理，有道理！”
	后来人们用“熟能生巧”比喻任何技能只要多多练习，就能达到巧妙的 地步。同学们，你们有过“熟能生巧”的体会吗？

	深山藏古寺
	中国历史上的宋朝，曾经出了一个皇帝宋徽宗(1082——1135)。宋徽宗 治理国家毫无本领，使得宋朝丢掉了大片河山。他自己也被敌人抓去，最 后死在他乡。可是，宋徽宗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
	有一年，皇宫画院又要增加新画家，在全国实行统一招考。考试的题 目是一句诗，叫作“深山藏古寺”。要求参加考试的画家，根据这句诗的意 思画一幅画。
	参加考试的人，都交上了自己的作品。有的在山腰里画了一座古寺庙， 有的把寺庙画在深幽的山林当中；还有的人，在山林里头画了寺庙的一段 红墙和一角屋顶……画来画去，反正都少不...
	这一天，宋徽宗亲自来评判这些考试卷子。他看了一幅又一幅，都是 一个模式：山和庙。他把这些画都放在一旁，全没有看中。最后，宋徽宗 眼睛突然一亮——他看到一张与众不同的画：
	那幅画上画的也是深幽的山 林，可是却没有画寺庙。只见高山 脚下有一条小河。河边，一个和尚 挑着水桶，正在河里打水。他的身 后是一条石阶山路，由下而上一直 通到山林深处。
	宋徽宗一看，高兴得拍着桌子 说：“妙！妙！真是太妙了！这幅 画用一个和尚挑水，来表现‘深山’之中‘藏’着‘古寺’，而不是直接把古 寺庙画出来，但是叫人看了，又立刻会想到这...
	过了不久，画这幅画的作者，就被皇宫画院录取了。

	对牛弹琴
	古时候，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名叫公明仪(y2)。他既能作曲，又能演 奏(yDn z7u)，七弦(xiSn)琴弹得非常好。公明仪弹的曲子优美动听，很多人都 喜欢听他弹琴，大家都很敬重他。
	有一天，公明仪来到郊外游玩。春风徐徐地吹着，杨柳树的树枝轻轻 地拂动着，一条黄牛正在草地上低头吃草。公明仪一时兴致来了，摆上琴， 拨动琴弦，就给老牛弹奏起来了。可是，老...
	公明仪想，这支曲子可能太高雅(yD, elegant)了，它听不懂。我换支曲 子，弹弹小曲吧。小曲弹了半天，老牛仍然毫无反应，继续悠闲(y0u xiSn)地 吃草。
	公明仪见精心演奏的小曲得不到老牛的欣赏，就拿出自己的全部本 领，弹奏起最拿手的曲子。老牛的尾巴甩来甩去，赶着牛蝇，仍然低着头 吃草。最后，老牛慢悠悠地走了，换个地方吃草...
	公明仪给老牛弹了很长时间的琴，而老牛始终无动于衷。他很是失望， 最后也只好叹口气，抱着琴回去了，真是自找没趣。
	成语“对牛弹琴”用来比喻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是白费口舌；也常 常用来讥笑说话不看对象的人。
	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海伦·凯勒
	我们谁都知道自己难免(miDn)一死。但是这一天的到来，似乎遥遥 无期。当然，人们要是健康无恙 (yFng)，谁又会想到它，谁又会整日惦 (diFn) 记着它？于是人们便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有时我想，要是人们把活着的每一天都看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 该有多好啊！这就更能显出生命的价值。如果认为岁月还相当漫长， 我们的每一天就不会过得那样有意义，那样充满热情。
	我们对待生命如此怠倦(dFi juFn)，而对待自己的各种天赋(tiAn fP, talent) 和器官 (q4 guAn, organs)，又何尝 (hR chSng)不是如此？
	只有那些聋了的人才更加珍惜声音。只有那些瞎了的人才更加珍 惜光明。然而，那些耳聪目明的正常人却从来不好好地去利用他们的 这些天赋。他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任何欣赏之心...
	最近一位朋友来看我。他刚从林中散步回来。我问他在树林里看 到些什么。他说，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要不是我早习惯了这样的回答， 我真会大吃一惊。我终于领会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明...
	我多么渴望能看看这世界上的一切。如果说，我凭(p2ng)我的触觉 (chP juR) 能得到如此大的乐趣，那么能让我亲眼目睹一下，那该有多好。 奇怪的是，明眼人对这一切却如此淡漠！那点缀世界...
	假如我是一位大学校长，我要设(shY)一门必修课程——“如何使用 你的眼睛”。教授应该让他的学生知道，看清他们面前一闪而过的东 西，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乐趣，从而能唤醒人们...
	请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假如你只有三天的光明，你将如何使用 你的眼睛？想到三天以后，太阳再也不会在你的眼前升起，你又将如 何度过那宝贵的三天？你又会让你的眼睛停留在何处？


	词 汇
	利用字典自学以下词汇，给不认识的字注上拼音，并写出每个词的意思。

	1难免
	2遥遥无期
	3健康无恙
	4惦记
	5饱食终日
	6无所事事
	7生命
	8显出
	9价值
	10岁月
	11漫长
	12意义
	13充满热情
	14对待
	15如此
	16怠倦
	17天赋
	18器官
	19何尝
	20聋
	21珍惜
	22瞎
	23耳聪目明
	24正常人
	25利用
	26视而不见
	27充耳不闻
	28欣赏
	29一旦
	30失去
	31留恋
	32幸福
	33散步
	34特别
	35习惯
	36大吃一惊
	37领会
	38熟视无睹
	39渴望
	40凭
	41触觉
	42如此
	43乐趣
	44亲眼目睹
	45淡漠
	46点缀
	47五彩缤纷
	48千姿百态
	49平庸
	50欣赏
	58一闪而过
	59唤醒
	60麻木
	61心灵
	62升起
	63度过
	64宝贵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我们对待生命如此怠倦，而对待自己的各种天赋和器官，又何尝不 是如此？__________________
	2、你既然累成这个样子，何不休息一下？ __________________
	3、这辆车子还很好，何必一定要买新的？ _________________
	4、你的这个音乐光碟，是从何处得来？ __________________
	5、就是天晴她也不会来，更何况现在还下着雨呢！ __________________
	6、你为何不把迟到的理由告诉老师呢？ __________________
	7、你知道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足球守门员吗？ __________________
	8、海伦·凯勒的故事，任何人看了都会感动。 __________________
	9、从这个学期开始，我在学校里上几何(geometry)课。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何”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假如你只有三天的光明了，你会做些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
	2、我爱读幻想小说，比如 John Ronald Ruel Tolkien 写的书。 __________________
	3、既然已经晚了，不如就不去了吧！ __________________
	4、我读的中文书不如爸爸读的多，爸爸读的英文书不如我读的多。
	__________________

	5、如果我是你，我就一定会把这本书买下来。 __________________
	6、要是你早告诉妈妈就好了，如今已经来不及了。 __________________
	7、张阿姨对待我们，如同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一样。 __________________
	8、他是如此地愿意帮助别人，难怪人人都喜欢他。 __________________
	9、老师说，学习新的知识要如饥似渴才好。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如”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3)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jUn z3)：superior man
	喻(yP)：明白，了解， to understand
	义(y4)：正义， justice
	小人：inferior man
	利(l4)：benefit or profit (usually of one's own)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3、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5、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6、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7、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8、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论语选读(4)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坦荡荡(tDn dFng dFng)：big hearted， worriless
	戚戚(q1 q1)：忧愁，worried， anxious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3、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5、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6、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7、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8、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误笔成蝇
	曹不兴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的大画家。有一次，吴国的皇帝孙权得 到一块织得非常精细的白绢，就请来曹不兴，要他在这块绢上画一幅屏风 (screen)。那天，曹不兴刚刚喝完几杯酒，画笔拿...
	这可怎么办？曹不兴看着绢上的那个墨点直发愁。他琢磨来，琢磨去， 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于是他挥起画笔，很快就画好了一幅画。
	曹不兴把画好的画拿去给孙权看。孙权看了又看，心里非常高兴。原 来，曹不兴的这幅画，画的是一大篮杨梅，那正是孙权最喜欢的水果。孙 权看着看着，忽然发现画面上的那只篮子边 上...
	再回头看那画上的杨梅，因为有了这只“苍
	蝇”，而显得更生动逼真了。这只“苍蝇”和 那个墨点有什么关系呢？同学们，你们一定能 猜到吧？一个不经意的错误，却成了画家的神来之笔，这可不是一般人能 做到的哦！



	画龙点睛
	中国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大画家，名叫张僧繇(sEng y9u)。张僧繇画的 人物、山水、佛像，非常生动逼真。据说他画的动物，一画好就可以从画 上走下来。
	古时候，东方的寺院和西方的教堂一样，都是画家们一展身手的好地 方。中国的寺院不仅需要画家来画挂在庙堂里面的佛像，也常常请画家帮 助装饰(zhuAng sh4, decorate) 四周的环境(huSn j4ng)。
	传说有一次，南京的一座寺院，请张僧繇装饰院里的一面墙。张僧繇 花了好几天，在雪白的墙上精心画了四条龙。这些龙画得生动极了，简直 就像要飞起来一样。不过，龙的眼睛部分都只...
	前来欣赏画的人都觉得奇怪，纷纷问他为什么不画眼睛？张僧繇摇摇 头说：“不能画。我要是给这些龙点上眼睛，它们就会变成真龙飞上天去。” 大家听了，谁都不信，反而一致要求张僧...
	“轰隆”一声巨响，寺院的墙被震破， 那两条龙腾空而起，一直飞上天去了。 过了好久，一切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人 们再看那被震破了的院墙上，只剩下两 条没有点眼睛的龙依然如故。
	后来“画龙点睛”的故事流传下来， 渐渐演变成一句成语。
	“画龙点睛”这个成语比喻写文章或说话时，在关键(guAn jiFn) 的地方用 一两句话点明全篇主要的思想，使内容生动明确。

	诸葛亮草船借箭
	在一千八百年前的“三国时期”，中国被分为三大部分：北边以曹操为 首，东南以孙权为首，西南以刘备为首。
	公元208年秋，当时力量最强的曹操，率领八十万大军，在长江北岸 一个叫赤壁的地方，扎下营寨(y2ng zhFi, camp)，准备消灭长江南岸的孙权，然 后再消灭刘备，夺取全中国。孙权兵马比曹操少...
	有一天，周瑜问诸葛亮：“我们就要跟曹军打仗了。在水上打仗，用什 么兵器最好？”诸葛亮说：“用箭最好。”周瑜说：“对，先生跟我想得一 样。但是现在军中缺的正是箭，我想请先...
	孙权身边还有一个官员名字叫鲁肃。鲁肃对周瑜说：“十万枝箭三天怎 么造得成呢？诸葛亮说的是假话吧？”周瑜说：“这可是他自己说的。传我 的命令，造箭用的材料，谁也不准给他准...
	鲁肃去见诸葛亮。诸葛亮说：“要三天造好十万枝箭，这件事得请你帮 帮我的忙。”鲁肃说：“都是你自己找的麻烦，我怎么帮得了你的忙？”诸 葛亮说：“希望你借给我二十条船，每条...
	鲁肃答应了。他回来报告周瑜，果然没提借船的事，只说诸葛亮不需 要平常造箭的材料。周瑜说：“既然这样，到了第三天，看他怎么办！”
	鲁肃派了二十条快船，每条船上又派了三十个士兵，照诸葛亮说的布 置好，等候诸葛亮使用。第一天，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第二天，仍然 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三天半夜，诸...
	这时候大雾漫天，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天还没亮，船已经靠近了 曹军军营。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摆成一个“一”字。他又叫 船上的士兵一边敲起战鼓，一边大声呐喊。...
	曹操听到战鼓声和呐喊声，就 下令说：“江上雾很大，敌人忽然来 进攻，我们不要轻易出动。只叫弓箭 手朝他们射箭，别让他们靠近。”曹 操的一万多个弓箭手，就一起朝江 中放箭。箭...
	太阳出来了，雾还没有散。这时候，船两边的草把子上都插满了箭。 诸葛亮吩咐士兵们齐声高喊：“谢谢曹丞相的箭！”接着就叫船队驶回南岸。 曹操这才知道上了当，可是诸葛亮的船顺...
	船队靠岸的时候，周瑜派来的五百个士兵正好来到江边搬箭。每只船 上大约有五六千枝箭，二十条船总共有十万多枝。鲁肃见了周瑜，告诉了 他诸葛亮借箭的经过。周瑜长叹一声，说：“...

	一鸣惊人
	战国时期的齐国，曾经有一位国王叫齐威王。齐威王是一个非常聪明 的人，可是却不愿意管理国家。他登上王位三年多，什么事情都不管，成 天饮酒作乐，游山玩水。前去劝说齐威王的大...
	眼看着齐国日益衰弱下去，齐国的大臣们心里非常焦急，但又不敢再 劝说齐威王。这时，有个名叫淳(chIn)于髡(kUn)的大臣决定冒着风险，去劝 说国王。
	淳于髡长得很矮小，但是他能说会道，说话非常风趣。他知道齐威王 喜欢听谜语，就前去对齐威王说：
	“大王，有一个谜，我实在弄不明白，想向您讨教。”
	齐威王很感兴趣地问：“什么谜？你讲来我听听。”
	淳于髡见齐威王并不讨厌他，便说：“听说我们国家有一只大鸟，就栖 息(q1 x1)在皇宫里，一住三年， 既不飞，也不叫。大王，您知道这是怎么回 事吗？”
	齐威王听了，笑了笑说：
	“我知道，这只大鸟要么就不飞，如果飞 起来，一定会冲破青天，直上云霄；要么就不 叫，如果叫起来，定会一鸣惊人（不飞则已， 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淳于髡一听，赶忙跪下来，流着眼泪对齐 威王说：“大王，您的大臣和人民都等待着大 鸟高飞和鸣叫啊！”
	从此以后，齐威王亲自管理国家，齐国很 快一天天强大起来。
	后来，从这个故事引申出“一鸣惊人”的成语，比喻有些平时不声不 响、不引人注意的人，突然一行动，却能干出十分惊人的成绩。

	三、周公瑾火烧赤壁
	“火烧赤壁(ch4 b4)”的故事，发生在“草船借箭”以后不久。入冬后 的一天，孙权的主将周瑜站在长江边，望着对岸赤壁。赤壁的山坡上 满是曹操的兵营，紧靠着赤壁的长江江面上，停泊着...
	过了几天，当时的一个名人庞统(pSng t8ng)到曹营拜见曹操。 曹操 早就听说过庞统的大名，就高高兴兴地领着他参观兵营。
	参观完了山寨，曹操又和庞统一起来到水寨。庞统问曹操：“您军 中有好医生吗？水军容易得病，得要有好医生来治才行。”
	庞统提的问题恰恰是曹操正在发愁的问题。原来，曹操的士兵来 自北方，不习惯南方的气候，更不习惯在船上生活，所以病的病，死 的死，兵力大受影响。于是，曹操向庞统请教解决问题...
	庞统说：“长江风浪很大，战船左右摇晃，北方士兵不习惯，当然 要生病。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把战船连接起来，几十艘为一排， 把船的头尾用铁链锁好，再铺上木板。这样，不但可...
	曹操一听，连声叫好。他立刻下令让铁匠连夜打造铁链，用来锁 住战船。曹操身边的人看了，担心地对曹操说：“我们的船连在一起， 如果敌人用火攻，那可就麻烦了！”
	曹操听了哈哈大笑，说：“火攻靠的是风，现在是冬天，刮的是西 北风；孙权在我们的东南面，如果周瑜用火攻，不正好放火烧了他自 己吗？”
	曹操的战船连在一起，又铺上木板以后，士兵果然觉得舒服多了， 不出两三天，很多人的病就好了。
	其实，庞统正是周瑜派到曹操那里去的。周瑜见曹操中了他的计， 把战船连在了一起，心里非常高兴，马上紧锣密鼓，动手安排火攻。
	他让大将黄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要在近日里带着装满粮食的 船去投降曹操。同时，又下令用二十艘大船，装满干柴，浇上油，用 青布盖起来，再在每条大船后面连上一艘小船。
	周瑜作好了火烧曹营的一切准备，突然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急 得他一下子病倒了。
	诸葛亮听说周瑜病了，就来看望周瑜。他对周瑜说：“您的病需要 凉药治疗。”
	周瑜说：“已经吃过了凉药，一点用处也没有。”
	诸葛亮说：“那么，让我给您开一张药方。”说着，提起笔写下四 句话：“欲(yP)破曹公，宜(y2)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qiFn)东风。”
	周瑜一看，心想：诸葛亮，你真的好厉害啊！我的心事你全知道！ 原来，把周瑜急病的，正是风向问题。周瑜问诸葛亮：“我的病你已经 知道，你看用什么药才能治好？”
	诸葛亮说：“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道人，教给我呼风唤雨的本领。您 想要东风，可以在南山上建一座高台。我去台上作法，借来三天三夜 东南大风，好吗？”周瑜说：“别说三天三夜，有一...
	周瑜听了，精神大振，病也没了。他立刻起床，马上派人在南山 上建起高台，又调来一百二十个士兵，帮助诸葛亮借东风。
	过了一天，正是十一月二十。半夜三更，忽然起风了，吹得战旗 呼啦拉地响。周瑜走出营帐一看，嗨，所有的旗子都向着西北方向飞 舞着，好大的东南风啊！
	周瑜命令早已准备好的船队立刻出发，插上黄盖的大旗，浩浩荡 荡，向曹营驶去。
	曹操接到报告，以为是黄盖来投降自己，高兴地站在岸边准备迎 接。船队越来越近了，突然曹操身边有人叫道：“不好！这些船不像是 粮船！粮船又稳又重，这些船却又轻又快，一定有问...
	曹操这才醒悟过来，连忙下令来 船停在江心，不准靠近水寨。可是， 已经来不及了，船队趁着东南风，箭 一样地向曹营逼来。
	只听黄盖一声大喊：“放火！”士 兵们点燃干柴，船上立刻呼呼地燃起 大火来。二十艘火船像二十条巨大的 火龙，冲向曹操的水寨。
	霎时间曹营里大小船只全都着火了。火趁风威，风助火势，长江 江面上一片火光。
	接着，曹操的山寨也烧起来了，士兵们像没头的苍蝇，东冲西撞， 不是被烧死，就是被淹死。
	风越刮越大，火越烧越旺。曹军的山寨水寨变成了一片火海，火 光映红了赤壁山，映红了一条江。
	周瑜大获全胜，望着满江红光，放声大笑。
	赤壁大战中曹操损失了一半多的兵力，不得不往回撤退。从此以 后，他再也没有力量统一全国，最终形成了三国鼎(d3ng)立的局面。
	词 汇
	利用字典自学以下词汇，给不认识的字注上拼音，并写出每个词的意思。

	1周公瑾
	2赤壁
	3孙权
	4周瑜
	5紧靠
	6停泊
	7艘
	8战船
	9参观
	10兵营
	11陆寨
	12治
	13恰恰
	14发愁
	15大受影响
	16解决
	17摇晃
	18铁链
	19锁
	20铺
	21铁匠
	22火攻
	23麻烦
	24刮
	25舒服
	26中计
	27紧锣密鼓
	28安排
	29黄盖
	30粮食
	31投降
	32浇上油
	33严重
	34凉药
	35治疗
	36开药方
	37万事俱备
	38只欠东风
	39厉害
	40道人
	41呼风唤雨
	42本领
	43高台
	44作法
	45保证
	46精神大振
	47半夜三更
	48战旗
	49呼啦拉
	50营帐
	58风助火势
	59苍蝇
	60东冲西撞
	61淹死
	62越烧越旺
	63映红
	64大获全胜
	65放声大笑
	66损失
	67撤退
	68统一
	69三国鼎立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曹操、孙权和刘备中间，当时曹操的力量最强。 __________________
	2、爷爷每天喝少量的葡萄酒，对他的身体有好处。 __________________
	3、人在运动以后，往往会大量地喝水。 __________________
	4、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尽量帮助你。 __________________
	5、最近几个月，我的饭量明显增加了。 __________________
	6、你会不会解有两个变量(variables)的代数(algebra)题？__________________
	7、这件衣服的颜色不错，可惜布料的质量不够好。 __________________
	8、吃得太少，就没有足够的能量(energy)来学习。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量”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诸葛亮命令草船靠近曹军军营去受箭。 __________________
	2、曹操的士兵中有很多人病倒了，兵力大受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
	3、昨天打篮球时受伤的手指，现在还疼不疼？ __________________
	4、无论到哪里，他都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
	5、小心别受凉，受了凉容易感冒。 __________________
	6、小明全家都会去参加他的受洗(be baptized)仪式。__________________
	7、这么一点疼，我完全可以忍受。 __________________
	8、夏天的夜晚，一边乘凉一边和爸爸妈妈聊天，真是一种享受。
	__________________
	9、他得知奶奶去世的消息，心里很难受。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受”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5)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泰(tFi)：poise， confident
	骄(jiAo)：arrogant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3、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5、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6、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7、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8、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论语选读(6)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和谐 (xiR) 相处，to get along with people harmoniously
	同：seme, alike； also very close, altogether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3、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5、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6、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7、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8、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说“马”
	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就有关于马的记载了。马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 很重要，汉字里和马有关的字也就特别多。不同年龄、不同颜色、不同用 处的马，都用不同的字来表示。汉字中有六百...
	马是古代的主要交通工具，所以有“马车”、“马道”这样一些词。直 到今天，人们还把大街叫成“马路”。古代的战争也离不开马。“马甲”指 战马身上的铁甲，“人马”指军队，“兵...
	古人认为马很聪明。在中国，许多人都知道“老马识途”这个成语故 事。春秋时期，齐国的军队去远方打仗。他们是在春天出发的，到冬天才 打完仗。军队在回来的时候迷路了，谁都不知...
	中国古书上还记载了许多马救主人的故事。传说三国时期，刘备听说 有人要杀他，就赶紧骑马逃走了。追杀他的人紧紧跟在后面。刘备的马陷 在河里，他着急地对马说：“我现在很危险，...
	古时候，人们把额头上有白毛的马叫做“的卢(d4 lI)”，认为这样的马不 吉利，会害死主人。刘备骑的就是一匹“的卢”。这匹“的卢”不但没有害 死它的主人，反而救了他。人们认为这是...
	“马到成功”是人们经常用的一个成语，原来与战争有关，意思是战马 一到，立刻成功。现在可以指任何一件事情很快成功。还有“马不停蹄”、 人仰马翻”等等，都是带有“马”字的成...

	胸有成竹
	冬天，寒风刺骨，松树、竹子和梅花依然生机盎(Fng)然。中国人喜爱 松、竹、梅不怕严冬的勇敢品格，称赞它们为“岁寒三友”。
	中国传统的诗和画中，松、竹、梅是常见的题材。中国宋朝有个画家 叫文同，以擅长画竹闻名。文同画竹不上色彩，只用墨，称为墨竹。他用 深墨色画竹叶的正面，用浅墨色画竹叶的背面...
	文同的竹子画得好，首先是因为他非常喜爱竹 子。他家的周围，总是种着很多竹子。有一段时间， 文同住在一个山谷附近，山谷里长着一大片竹林。他 就在山谷里造了一个亭子，从早到晚...
	有一次，文同告诉朋友他画竹子的经验：“动笔 画竹以前，胸中先得有完整的竹子的形象。我手握毛 笔，‘看’着自己胸中的竹子，一旦‘看’到一种自己 想画的姿态，就连忙落笔，像老...
	“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人们用“胸 有成竹”比喻动手做一件事之前，就已经有了充分的 准备和把握。

	刘备三请诸葛亮
	同学们，读了“草船借箭”和“火烧赤壁”的故事，你一定和许多中国 人一样，很喜欢诸葛亮这个人物吧？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你知道刘备是 怎样请到诸葛亮做军师的吗？说起来，这还...
	刘备是汉朝皇室的后代。汉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刘备和另外两个英雄——关羽和张飞结成兄弟，立志要安定天下，救国救 民。但是，与曹操和孙权相比，刘备的兵马...
	诸葛亮虽然很有才干，却不喜欢做官。他在家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种地生活。刘备和关羽、张飞一起，带着礼物，专程来到诸葛亮的 家。刘备跳下马，亲自前去敲门。没想到，诸...
	张飞说：“既然见不到诸葛亮，那我们快回去吧！”刘备说：“再等一 会儿看看。”关羽说：“不如我们今天先回去，过些日子再来。”刘备想了 想，觉得也只好这样办。
	刘备回到家以后，天天派人去探听诸葛亮的消息。过了几天，派去的 人报告说诸葛亮回来了。刘备便带着关羽和张飞，第二次去拜访诸葛亮。
	当时正是深冬，天气很冷。走了几里地，忽然刮起北风，下起大雪来。 张飞说：“天这么冷，还跑这么远的路，去见一个不知道有没有用的人！真 不如回家避避风雪呢。”刘备说：“我顶...
	到了诸葛亮家，没想到回来的是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jUn)，诸葛亮在外 面出游，还没回来。刘备听了，不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诸葛均说：“天气 这么冷，请将军稍坐一会儿，我给您沏(q4)...
	过了不久，刘备又选择一个吉祥日子，特意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 准备第三次动身去拜访诸葛亮。关羽不高兴地说：“哥哥亲自去拜访过他两 次，都没有见到。我想那诸葛亮大概是没有...
	张飞说：“这次不用哥哥去，我用一条麻绳去把他绑来！”刘备听了很 生气，说：“你太无礼了！这次你别去了。”张飞着急了，说：“两位哥哥都 去，可别把我留下！”刘备说：“那你...
	刘备第三次来到诸葛亮的家。这次诸 葛亮终于在家了，但是正在睡午觉。刘备 叫关羽张飞在门外等着，自己轻轻走了进 去，站在诸葛亮的房间外面等他起床。关 羽和张飞在外面等了好久也...
	张飞大怒：“我们在外面等他，他竟 敢睡大觉。我放把火，把他的房子烧了，看他起不起来！”
	张飞真的要动手去烧诸葛亮的房子，关羽赶紧拉住他说：“大哥说了要 有礼貌。你如果不听话，大哥会生气的。”张飞只好忍住怒气，安静下来。
	过了很久，诸葛亮终于醒了。他看见刘备站在外面等他，忙把刘备请 进屋里。
	刘备向诸葛亮请教，如何才能使自己强大起来。诸葛亮拿出一幅地图， 向刘备详细地讲解了当前国家的各种情况，建议他先攻占西川作为基础， 再发展自己的力量，最后统一国家。
	刘备听了非常高兴，他请求诸葛亮帮助他完成自己的事业。诸葛亮摇 着头说：“我在乡村住久了，很喜欢过种田的生活，实在不能离开。”刘备 说：“先生不答应我，天下的百姓怎么办哪...
	诸葛亮见刘备这么诚心诚意，便答应了，说：“将军既然不嫌弃我，那 我就尽心效劳吧。”刘备非常高兴，连忙叫关羽、张飞进来拜见诸葛亮。刘 备得到了诸葛亮的帮助，果然渐渐强大起...

	双管齐下
	唐朝有一个画家名叫张(zDo)，最擅长画山水画。平时，他不管走到 哪儿，都喜欢把那儿的山山水水、树木花卉画下来。由于他平日留心观察 山水，所以他画起山水画来，又快又好。
	有一回，张的一个朋友问他：“你是怎么学习画山水画的呢？”张 回答说：“我是拜大自然为师啊！”
	张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他能够用两只手同时作画。
	有一次，张和朋友们在一起，有人提议请张画一张画，张爽快 地答应了。他站起身，走到桌前，铺开一张画纸，然后右手抓起一支笔，左 手也抓起一支笔。在场的人见了，都瞪大了...
	张用手指先在画纸上比划 了一阵。然后，双手一抬，两支 笔同时蘸饱了墨，落在纸上。只 见他双手挥动画笔，上上下下， 时急时徐。画纸上很快展现出两 棵松树：一棵苍劲挺拔，另一...
	人们对张这种用两支笔同 时作画的技法非常赞赏。有一句成语叫“双管 齐下”，用来比喻同时做两 件事情，就是从张同时用两支笔画画这个故事来的。
	四、苏东坡赤壁怀古
	苏东坡(1037——1101)即苏轼(sh4)，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受人喜 爱的文学家之一。有一段时间，他生活在长江边，正好住在赤壁附近。 休息的时候，苏轼喜欢坐着小船到长江上漫游。长江...
	《赤壁怀古》的大意是：
	滚滚长江水，不停地向东流去啊！多少年来，不知道送走了多少 英雄人物。旧时军营的西边，传说就是三国时期周瑜战胜曹操的地方 —— 赤壁。在那里，山崖(yS)插入云霄(xiAo)，浪头拍击江...
	回想当年的周瑜，美丽的小乔(qiSo) 刚嫁给他。赤壁之战，他头戴 儒巾(rI j1n)，从容地摇着羽扇。在一片谈笑声中，指挥水军，把曹营的 万艘(s0u)战船烧为灰烬(j4n)。
	神游三国的古战场，我是不是太伤感了？看 如今，我头发已然斑(bAn)白，一生的光阴就这样 过去了！回想人世间所有的事，都是如梦似幻 (huFn)！唉，还是对着这江上的明月，洒一杯酒， 把...
	《赤壁怀古》的原文只有100个字：

	念奴娇 赤壁怀古
	苏轼(1037——1101)
	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sh4)的这首《念奴娇 赤壁怀古》，后来成了中国诗歌中的名 篇，而词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 少豪杰”等，更是世代传诵的名句。
	姓、名、字：

	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一个人除了“姓”和“名”以外，还有“字”。 例如周瑜姓周，名瑜，字公瑾。诸葛亮姓诸葛，名亮，字孔明。苏轼 姓苏，名轼，字子瞻(zhAn)。“胸有成竹”的画家...
	有的人除了名和字以外，还有“号”，号主要用以自称，常常比较 诙谐(hu1 xiR, humor)。如有一段时间苏轼受到迫害，在一座山东面的坡地 上耕种为生，于是他诙谐(humor)地给自己起了个号，自...


	词 汇
	利用字典自学以下词汇，给不认识的字注上拼音，并写出每个词的意思。

	1苏东坡
	2苏轼
	3赫赫有名
	4感慨万千
	5孕育
	6豪杰
	7头戴
	8灰烬
	9如梦似幻
	10千古
	11英灵
	12分享
	13故国
	14神游
	15谈笑间
	16大江东去
	17风流人物
	18江山如画
	19世代传诵
	20迫害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我们一听到妈妈回家的声音，就手忙脚乱地收拾起东西来。
	__________________
	2、遇到紧急情况千万不要慌乱，越乱越容易出错。 __________________
	3、虽然弟弟常常跟我捣乱，我还是非常疼爱他。 __________________
	4、这乱七八糟的房间，怎么一下子变整洁了？ __________________
	5、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话，教室里乱哄哄的。 __________________
	6、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我舍不得乱花。 __________________
	7、不会游泳的人在水里手脚乱动，结果会沉下去。 __________________
	8、那盆假花做得太好了，几乎可以乱真！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乱”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7)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患(huFn)：担心， worry
	己：自己。不己知，不知道自己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3、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5、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6、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7、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8、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桃核刻成的小船
	“赤壁大战”发生在公元208年。苏东坡游赤壁写下千古名篇“赤壁怀 古”的时候，大约是在公元1100年左右。又过了400来年，有一个名叫王 叔远的人，把苏东坡坐船游赤壁的情景，雕刻在了...
	王叔远是优秀的雕刻家，他雕刻的作品，栩栩如生。他雕人，人就像 要说话似的；雕鸟，鸟像要起飞似的。他刻出来的各种东西，都有各种不 同的神态，谁见了都说他刻得好。
	有一次，王叔远用一个桃核，刻成了一只小船。小船长约三厘米，高 不到两厘米，中间是船舱，船舱上盖着船篷。船舱两边，各开了四扇小窗 子。从里面打开窗子，可以看到船两边有雕花...
	船头上，坐着三个人。中间那个头戴高帽、长着连鬓胡子的是苏东坡。 他的朋友佛印和尚在右边，另一个朋友画家黄山谷在左边。
	苏东坡和黄山谷正在一起看着一幅画卷，苏东坡右手拿着画卷的一 头，左手搭在黄山谷的背上。黄山谷左手拿着画卷的另一头，右手指着画， 好像在说些什么。苏东坡伸出了右脚，黄山谷...
	佛印和尚活像一尊佛像，露着胸脯，抬头望着天。他那神情与苏、黄 两个人好像毫不相干。他的左胳膊上挂着一串念佛用的珠子。那些珠子简 直可以一粒一粒清清楚楚地数出来。
	船的后部横放着一把桨，桨的两边各有一个船夫。右边的那个仰着脸， 左手靠在一根木头上，右手摸着右脚趾，好像在喊谁。左边的那个，右手 拿着一把扇子，左手摸着火炉，炉子上放着...
	船底翻过来，可以看到上面刻着作者的题字，共十四个字。字迹细得 像蚊子脚，但是每一笔画，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字的颜色是黑的。
	最后还有个红色的印章，印章上是王叔远的名字。
	在这只不满一寸长的小船上，一共刻了五个人，八扇窗子，还有船篷、 桨、火炉、水壶、画卷，佛珠各一件。对联、题名和印章上边，刻字三十 四个。
	王叔远把这只小船送给了他的朋友魏先生。魏先生特地写了一篇文 章，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核舟记》。

	反复推敲
	张明的哥哥是个十二年级的学生，最近他收到了好几个大学的录取通 知。张明听见妈妈对哥哥说：“我看这些大学都不错，至于究竟去哪一个， 你还是再反复推敲推敲，然后再作决定吧！”
	张明用手做着“推”和“敲”的动作，心里很纳闷：哥哥去哪个大学的 决定，难道是 “推”出来，或者“敲”出来的吗？
	其实，“反复推敲”是个成语，是在几种可能性中仔细比较，认真考虑 的意思。它是从唐朝的一个故事引申而来。
	诗人贾岛(jiD dDo)一天在京城长安骑驴上街，突然想到两句好诗：“鸟 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夜里，小鸟在池边的树上休息；月光中，僧人推 开了一扇门），描写一个僧人（和尚）夜间...
	贾岛想，这个“推”字应该换成 “敲”字才好。夜晚，僧人来到朋友 家，主人已经睡下了。他轻轻地敲着 门，希望主人能够听见，来给他开 门。可是，敲门的声音，会不会把夜 的宁静破...
	贾岛只顾在驴子背上“推”和“敲”，连驴子撞到了首都行政长官韩愈 (hSn yP)的马队，他都一点也不知道。贾岛被韩愈的卫兵拉下驴来。还好，韩 愈也是一个喜欢写诗的文学家，听说贾岛是...
	字并不会破坏夜的宁静。其实，有了这一点声音，夜反而会显得更安静！” 贾岛高兴地接受了韩愈的建议。从此，“反复推敲”这个表示“仔细比较” 的成语，就流传下来了。

	五、全身是成语
	甲：嗨，我问你，你最怕什么？
	乙：我最怕……考试。
	甲：考试有什么可怕的？
	乙：一听说考试，我的脑袋就大了。我特别怕考成语。
	甲：其实成语并不难。拿你来说吧，你身上每一部分都和成语有关。
	乙：真的吗？我不信！
	甲：不信咱们就试试！
	乙：好，咱们先从头上说。这最上边是头发。
	甲：千钧(jUn)一发。
	乙：这个成语我知道。古时候，一钧是三十斤。千钧重的东西系在一 根头发上……
	甲：比喻情况万分危急。
	乙：对。头发下面是脸。
	甲：愁眉苦脸。你上学期考试考砸了，好几天都愁眉苦脸。
	乙：嗨，你提那事干什么！这脸上有眼睛。
	甲：眼高手低。你嫌(xiSn)我画的画不行，自己动手画，还更不如我， 这就叫眼高手低。
	乙：你才眼高手低呢！眼睛下面是鼻子。
	甲：嗤(ch1)之以鼻。就是这个样子——（用鼻子哼气）表示看不起。
	乙：鼻子下面有嘴。
	甲：油嘴滑舌。就是正经事不干，光会说，耍嘴皮子。比如说你吧——
	乙：你少拿我举例子好不好？脸的两边是耳朵。
	甲：交头接耳。你考试的时候不会做，偷偷问别人——交头接耳。
	乙：你看你看，又来了。你才考试的时候交头接耳呢！我再往下说， 脸下面是脖子。
	甲： 脸红脖子粗。你和别人吵架的时候，气得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
	乙： 我什么时候和别人吵架了？咱们再往下看吧。这“手”有没有成语？
	甲：有啊，赤手空拳。手里什么也没有。
	乙：那么，这 “脚” 有没有成语？
	甲：也有啊，手忙脚乱。形容做事慌乱。
	乙：我再问你，这脚的头上是什么？
	甲：脚趾头？
	乙：是啊。这脚趾头上有成语吗？
	甲： 有啊。趾高气扬。形容人特别得意，连 脚趾头都翘起来了，就是这个样子 （做抬脚动作）。怎么样，问不倒吧？
	乙：我看你这个样子，倒真有点儿趾高气 扬呢。不过，我听你说了半天，这些 成语没有一个是说人好的。
	甲：你喜欢听好的、美的，漂亮的？
	乙：那当然。
	甲： 这好办。你听着：你眉清目秀，你耳聪目明，你心直口快，你胆 大心细，你学习得心应手，你考试胸有成竹，你对朋友真心诚意， 你见到漂亮姑娘（英俊小伙子）就一见钟情。
	乙：啊，这还算是夸我吗？
	（甲、乙向观众鞠躬，下）

	词 汇
	利用字典自学以下词汇，给不认识的字注上拼音，并写出每个词的意思。
	1考试
	2脑袋
	3千钧一发
	4比喻
	5情况
	6万分危急
	7愁眉苦脸
	8砸
	9眼高手低
	10嫌
	11嗤之以鼻
	12油嘴滑舌
	13耍嘴皮子
	14举例子
	15交头接耳
	16脸红
	17脖子粗
	18赤手空拳
	19手忙脚乱
	20形容
	21慌乱
	22脚趾
	23趾高气扬
	24眉清目秀
	25心直口快
	26胆大心细
	27得心应手
	28胸有成竹
	29真心诚意
	31一见钟情
	32夸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我们学的这一课叫作“全身是成语”。 __________________
	2、昨天聚会，大家准备的食物全部吃完了。 __________________
	3、上星期六去种树，我们全班一个人都没有缺席。 __________________
	4、全国上下，如今都在关心选总统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
	5、下棋比赛的时候，棋手们都会全神贯注。 __________________
	6、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
	7、我每天骑车上学，妈妈总要叮嘱我注意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
	8、你说的这些观点，我完全同意。 __________________
	9、在赤壁之战中，周瑜大获全胜。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全”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8)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仁(rRn)： kind， nice
	知：智(zh4)， wise
	乐：as a verb--喜欢；as an adjective--快乐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3、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5、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6、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7、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8、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苏东坡看画
	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大画家名叫李公麟(l2n)。据说，李公麟画的马，不 光能看到马的皮肉，还能看得出马的骨头。他画的人物，不光能看到人物 的外表，还能看得出被画的人是什么地方的人...
	有一次，李公麟画了一幅很有名的画，叫作《贤(xiSn)己图》。画里有 一伙人在赌(dO)钱。他们围着一个小盆子，正在扔骰子(t9u zi, dice)。画中的 小盆子里有六个骰子，其中五个已经停稳了，...
	围在盆子旁边的几个赌徒，焦急地盯着这个正在打转的骰子。
	其中有一个人，神情特别紧张，俯着身子，嘴巴张得很大，好像在喊 着什么。
	李公麟的这幅画，形象地画出了赌钱人的神情，一下子就成为名画。
	有一天，诗人苏东坡和朋友们一起欣赏这幅画。一个朋友看着画，问：
	“你们看画上那个张着大嘴巴的人，他在喊什么？”
	大家左看右看，纷纷摇头说：“画上没有声音，怎么能知道他在喊什么 呢？”
	苏东坡拿过画，仔细地看了看， 说：“这不是明摆着吗？这人是福建 人，他在叫喊‘六’这个字。”
	朋友们一听，惊奇地问：“你怎 么知道他是福建人呢？又凭什么说他 叫喊的是‘六’字呢？”
	苏东坡说：“这就是李公麟高明 的地方了。你们看：这盆子里的五个骰子都是六点，张着大嘴巴的那个人， 当然希望再来一个六点，好得到一个‘满堂红’。其他地方的人说‘六’字的 时...
	大家听了，都觉得苏东坡说得有道理。他们更加敬佩画家李公麟了。

	抛砖引玉
	抛(pAo)，to throw out，砖(zhuAn)，brick，引(y3n)， to attract， 玉(yP)， jade。
	Throwing out a brick to attract a piece of jade，抛出一块砖，去引一块玉， 这是怎 么回事呢？
	抛砖引玉的成语出自中国古代唐朝的一个故事。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诗歌的顶盛时期，出了许多优秀的诗人，人民也特 别喜爱诗歌。当时有一个优秀的诗人叫赵嘏(gO)，人们喜欢他的诗句“长笛 一声人倚(y3)楼”，因此而称他为“赵倚楼”。...
	常建是苏州人。苏州地处长江南岸，风景十分优美，自古有“上有天 堂，下有苏杭”的说法。有一次，常建听说赵嘏要来苏州游览。他想：“这 个机会不能错过，一定要让赵嘏在苏州留下...
	他问朋友们：“赵嘏要来苏州，你们看有什么地方他是非去不可的？” 朋友们议论了一番，都同意灵岩寺是赵嘏一定会去的地方。
	常建就说：“那好，我们就让他把诗句留在灵岩寺。”
	常建来到灵岩寺，他作了两句诗，用毛笔写在一块显眼的墙上。
	几天后，赵嘏果然到灵岩寺游览。 他看见寺中雪白的墙上题着两句诗，写 得不错，却只有半首。赵嘏忍不住提笔 添上两句，凑成了一首完整的诗。就这 样，赵嘏的诗留在了灵岩寺，常建的...
	由于常建的诗不及赵嘏写得好， 所以人们称常建的做法为“抛砖引玉”： 拿出一块砖头，引来了玉石，比喻用不 太好的东西引出贵重的东西。
	现在人们常常用“抛砖引玉”这句成语，比喻自己先发表粗浅的见解或 简陋的文字，目的在于引出别人的高论或佳作，是一种表示自谦的说法。

	总词汇表
	一、《匆匆》
	匆匆 杨柳 枯 复返 藏 何处
	确乎 渐渐 空虚 默默 算 溜
	针尖 滴 流 不禁 汗涔涔 泪潸潸
	尽管 射进 斜斜的 轻轻悄悄 挪移 茫茫然
	旋转 凝然 水盆 觉察 遮 挽
	伶俐 跨 掩着 叹息 轻烟 微风
	吹散 薄雾 初阳 蒸融 痕迹 游丝
	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难免 遥遥无期 健康无恙 惦记 饱食终日 无所事事
	生命 显出 价值 岁月 漫长 意义
	充满热情 对待 如此 怠倦 天赋 器官
	何尝 聋 珍惜 瞎 耳聪目明 正常人
	利用 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 欣赏 一旦 失去
	留恋 幸福 散步 特别 习惯 大吃一惊
	领会 熟视无睹 渴望 凭 触觉 如此
	乐趣 亲眼目睹 淡漠 点缀 五彩缤纷 千姿百态
	平庸 欣赏 一味追求 视力 增添 罢了
	赋予 设 必修课程 一闪而过 唤醒 麻木
	心灵 升起 度过 宝贵
	三、《火烧赤壁》
	周公瑾 赤壁 孙权 周瑜 紧靠 停泊
	艘 战船 参观 兵营 陆寨 治
	恰恰 发愁 大受影响 解决 摇晃 铁链
	锁 铺 铁匠 火攻 麻烦 刮
	舒服 中计 紧锣密鼓 安排 黄盖 粮食
	投降 浇上油 严重 凉药 治疗 开药方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厉害 道人 呼风唤雨 本领
	高台 作法 保证 精神大振 半夜三更 战旗
	呼啦拉 营帐 浩浩荡荡 驶 醒悟 逼来
	点燃 霎时间 火趁风威 风助火势 苍蝇 东冲西撞
	淹死 越烧越旺 映红 大获全胜 放声大笑 损失
	撤退 统一 三国鼎立
	四、《苏东坡赤壁怀古》
	苏东坡 苏轼 赫赫有名 感慨万千 孕育 豪杰
	头戴 灰烬 如梦似幻 千古 英灵 分享
	故国 神游 谈笑间 大江东去 风流人物 江山如画
	世代传诵 迫害
	五、《全身是成语》
	考试 脑袋 千钧一发 比喻 情况 万分危急
	愁眉苦脸 砸 眼高手低 嫌 嗤之以鼻 油嘴滑舌
	耍嘴皮子 举例子 交头接耳 脸红脖子粗 赤手空拳 手忙脚乱
	形容 慌乱 脚趾 趾高气扬 眉清目秀 耳聪目明
	心直口快 胆大心细 得心应手 胸有成竹 真心诚意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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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字组成的词
	“修”字组成的词
	“数”字组成的词
	“望”字组成的词
	“提”字组成的词
	“回”字组成的词
	“感”字组成的词
	一、桂花雨
	琦君

	词 汇
	利用字典自学以下词汇，给不认识的字注上拼音，并写出每个词的意思。
	1桂花
	2中秋节
	3故乡
	4盛开
	5季节
	6 懂得
	7欣赏
	8梅花
	9牡丹花
	10笨笨的
	11仔细地
	12树丛
	13寻找
	14香气
	15迷人
	16香料
	17靠近
	18台风
	19箩
	20糕饼
	21香飘十里
	22至少
	23邻居
	24浸
	25完整
	26新鲜
	27尤其
	28吹落
	29香味
	30差
	31布满阴云
	32赶紧
	33提前
	34铺上
	35竹席
	36抱着
	37使劲
	38挑去
	39晒
	40收在
	41铁盒子
	42泡茶
	43念中学
	44杭州
	45捧
	46一大袋
	47阵阵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中秋节前后，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 __________________
	2.每一个季度有三个月，一年有四个季度。 __________________
	3.这种杂志是季刊，每年出四期。 __________________
	4.中国云南省的昆明一年四季都像春天一样。 __________________
	5.我们这儿的雨季是冬天。 __________________
	6.我们的邻居季叔叔家有一条大狼狗。 __________________
	7.他们家的月季花开得真好！ __________________
	8.最好是淡季去旅游，旺季去的话人太多。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季”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妈妈知道要来台风了，赶紧叫大家提前摇桂花。 __________________
	2、上次的中文课我迟到了，今天提早十分钟离家。 __________________
	3、提高学习成绩要靠平时努力。 __________________
	4、明天要早起，我和哥哥互相提醒今晚要早点睡。 __________________
	5、“提问”和“问题”，哪个是动词，哪个是名词？ __________________
	6、什么是“提”，什么是“抬”，什么是“举”？ __________________
	7、同学们提名我去参加足球比赛。 __________________
	8、我最喜欢的乐器是小提琴。 __________________
	9、奶奶每一次来看我们，她都要提起我小时候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
	10、班上开会通过了我的提议。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提”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1)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孤(gU)：孤独(gU dI)，lonly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
	1、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2、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3、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4、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
	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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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7、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8、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选读(2)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夕(x1)：傍(bFng)晚，early evening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2、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3、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4、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
	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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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7、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8、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做得好做得对——天知地知
	他当时11岁，一有机会就到湖中小岛上他家那小木屋旁钓鱼。
	暑(shO)假里一个月色明亮的夜晚，他跟父亲一起坐在小木屋旁钓鱼。鱼 竿弯成了弧形(hI x2ng, curve)，他知道一定是有大家伙上钩了。
	终于，他小心翼翼(y4 y4)地把鱼拖出水面。
	那是一条他从没见过的大鲈(lI)鱼！月色下，父子俩望着那条神气漂亮的 大鱼。它的鳃(shAi, gills)不断张合着。父亲看看手表，是晚上10点，离钓鲈(lI) 鱼季节(j4 jiR, season)开始的时间还有两小时
	“孩子，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他说。
	“为什么？”儿子很不情愿地大嚷(rDng)起来。
	“还会有别的鱼的。”父亲说。
	“但不会有这么大。”儿子又嚷(rDng)道。
	他朝湖的四周看看。月光下没有渔船，周围也没有别的钓客。他再望望 父亲。
	虽然没有人见到他们，也不可能有人知道这条鱼是什么时候钓到的，但 儿子从父亲的口气中知道，这个决定丝毫(s1 hSo)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只好慢吞吞(mFn tUn tUn)地从大鲈鱼的唇(chIn, lip)上取出鱼钩，把鱼放进 水中。
	那鱼摆动着有力的身子钻入水里。小男孩心想：我这辈(bYi)子再也别想 见到这么大的鲈鱼了。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今天，这男孩已成为著名的建筑师(jiFn zhP sh1, architect)。 他父亲依然在湖心小岛上生活，而建筑师(jiFn zhP sh1)带着自己的儿女，仍常去 那个小木屋旁钓鱼。
	果然，从此以后，他再也没钓到过像几十年前那个晚上钓到的那么棒 (bFng)的大鱼了。可是，这条大鱼一再在他的眼前闪现——每当他遇到道德(dAo dR, morals, ethics)问题的时候，就看见这条鱼了。
	借着这条鱼，父亲教诲(hu3)过他。虽然道德只不过是对与不对的简单事， 可是，要真正做到却不容易。
	我们能不能做到没人看见时也遵守(zUn sh8u)规则(gu1 zR)呢？要是小时候有 人教诲过我们把鱼放回水中，我们是会做得到的。因为我们从中学会了明辨 (biFn)道理。
	一次择善而从，在我们的记忆(j4 y4)中会永远地留下清香。这是一个足以 让我们自豪(hSo)地讲给朋友和儿孙听的故事。并不是讲我们怎样投机取巧(t9u j1 qO qiDo)，而是讲我们如何做得对。

	千里送鹅毛
	唐朝有一个人叫缅(miDn)伯高，住在离京城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年， 皇帝快过生日的时候，他家乡的人派他把一只天鹅(swan)，送到京城去献 (xiFn)给皇帝。　　
	缅伯高在路上走了好多天，天鹅的羽毛有些脏了。那一天，缅伯高来 到一个湖边。他看见湖水清澈(chY)见底，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这么好的 水，让天鹅洗个澡吧！洗得干干净净、雪白雪...
	缅(miDn)伯高急得在湖边哭了一场。他冷静下来想了想，就捡(jiDn)起一 根羽毛，带到长安去。
	缅伯高到了京城，和各地派来的人一起去献礼。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向 皇帝献上贵重的礼品。轮到缅伯高了，他小心翼(y4)翼地捧着一根洁白的羽 毛，走到皇帝面前跪下，高声念了一首诗：
	上复唐天子，
	请饶(rSo)缅伯高，
	礼轻情意重，
	千里送鹅毛。
	皇帝接过天鹅的羽毛，不但不嫌(xiSn, mind)礼物轻微，反而称赞缅伯高聪明，还 赏(shDng, award)给他礼物。“千里送鹅毛” 这个故事就流传下来，作为一句成语，比 喻从很远的地方带来极轻微...

	观报时花
	我们全家都爱养花，所以也很喜欢观花。听说南城门口的街心花园种 了一种像小闹钟一样的报时花——“七点半花”，爸爸决定领我和弟弟去看 看。
	傍晚，我们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来到南门口。只见观花的人们把马 路旁的花栏围了个水泄(xiY)不通。人们议论纷纷，都在谈论着七点半花的情 况，热闹极了。我拉着弟弟好不容易地从大人...
	已经是七点二十六分了，七点半花仍然紧裹(gu8)着身上的彩衣，象个 害羞(hFi xiU, shy)的小姑娘。人们脸上开始流露出焦急(jiAo j2, impatience)的神色，但 还是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紧张地盯着每...
	“动了！动了！”弟弟兴奋地指着一个米黄的花骨朵叫了起来。顿(dPn) 时，所有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在那朵颤抖(chFn d8u)的花蕾(huA lTi, bulb)上。
	只见那黑褐(Y)色的花枝微微地颤(chFn)动 着，花蕾随着颤动有节奏(jiR z7u, rythym)地一鼓(gO) 一鼓，似乎有谁在给它打气，越来越大。这时， 裹得紧紧的花蕾已经成了个圆溜溜的小皮球。 花枝也...
	米黄色的花朵五瓣(bFn)形，侧看象一个小喇叭(lD bA, bugle)。那黄色的雌 蕊(c2 ru3, pistil)象蜗牛的触角一样，和雄蕊(xi9ng ru3, stamen)组成了一个椭圆(tu8 yuSn, oval)的圈，好像给花朵戴上了一条金项...
	接着，其他的花蕾像在比赛似的，一朵接着一朵开放，让人的眼睛应 接不暇(xiS)。看清了这朵，又错过了那朵，看见了那朵，另一朵又开放了。 花全部盛开了，我一看表，啊，真准呀！刚好...
	一阵微风吹来，金黄的花朵吐着芳香，骄傲地摇摆着，向人们报告准 确的时间。

	快刀斩乱麻
	中国古代有一个人，有好几个儿子。他想看看自己的儿子当中，谁最 能处理(chO l3)复杂(fP zS, complicated)的问题。
	一天，他把儿子都叫到面前，给他们每人一团乱麻(luFn mS, tangled hemp rope)，要他们把那团乱麻整理好。他自己则一言不发，坐在旁边看儿子们怎 么办。
	儿子们拿了乱麻，有的蹲(dUn)在地上，有的坐在凳(dYng)子上，开始 整理起来。但是，理了老半天，谁也理不出个头绪(xP)，反而越弄(n7ng)越 乱了。他们有的急得满头大汗，手忙脚乱；有的愁...
	这时候，二儿子转过身来说：“请父亲给我一把利剑(jiFn, sword)。”
	父亲犹豫(y9u yP, hesitate)了一下，抽出腰间的宝剑递(d4)给二儿子。
	二儿子接过宝剑，把那团乱麻放在地上， 一剑砍下去，乱麻被拦腰斩(zhDn, cut)成两段。 斩(zhDn)断的地方，乱麻中露出整整齐齐的头 绪(xP)。二儿子蹲在地上，很快就把它们整理 好了。
	父亲高兴得连连点头说：“对呀！对呀！ 快刀斩乱麻，既干脆(cu4)利落，又整齐清楚， 是个解决难题的好办法啊！”
	“快刀斩乱麻”这一成语，就是从这个故 事引申(y3n shEn)而来，比喻果断地处理(chO l3) 复杂(fP zS)的问题。

	二、落花生
	许地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词 汇
	自学以下词汇，在字典上查出不懂的词汇的意思。
	1落花生
	2半亩
	3空地
	4荒芜
	5怪可惜
	6开辟
	7灌园
	8居然
	9收获节
	10食品
	11尝尝
	12吩咐
	13茅亭
	14天色
	15难得
	16味美
	17榨油
	18价钱
	19便宜
	20固然
	21可贵
	22石榴
	23果实
	24悬
	25鲜红
	26嫩绿
	27颜色
	28羡慕
	29埋
	30偶然
	31瑟缩地

	32辨
	33接触
	34讲体面
	35夜深
	36印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父亲说：“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__________________
	2、我的小猫病了，我真希望它早日好起来。 __________________
	3、才九月份，我妹妹就在渴望着万圣节了。 __________________
	4、我有一个愿望，就是长大以后要到中国去教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
	5、老师告诉大家，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绝望。 __________________
	6、凡是活着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 __________________
	7、我多么想要一台天文望远镜啊！ __________________
	8、别松劲啊！已经胜利在望了！ __________________
	9、那个球员跑得真快，其他人谁都望尘莫及。 __________________
	10、“望子成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观念。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望”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3)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过错
	谓(wYi)：so called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2、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3、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4、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
	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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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7、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8、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怕死的太史
	“太史”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官职(guAn zh2, official position)。太史的责任，是真 实地记录发生过的事情。
	春秋战国时代，有一次，齐国的相国 崔杼(cu1 zhP)，为了让自己有更大 的权力(quSn l4, power)，他把齐国的国王齐庄公杀了，又立齐庄公的弟弟为国 王。当时的太史名叫伯， 崔杼叫太史伯记录...
	太史伯听了崔杼(cu1 zhP)的话，就反对说： “按照事实写历史，是当太史 的本分，哪能颠(diAn)倒是非，捏(niE)造事实呢？”
	崔杼没想到一个太史，只凭(p2ng)一支笔，也敢跟他作对。他生气地问 道：“你打算怎么写呢？”太史伯说：“我写给你看吧。”
	崔杼等他写好拿来一看，上面写着：“夏五月，崔杼谋(m9u)杀齐庄公。”
	崔杼发火了，说道：“你长着几个脑袋(nDo dFi)，敢这么写？重新写！”
	太史伯说：“我虽然只有一个脑袋，可是你叫我颠倒是非，我情愿不要 这个脑袋。” 崔杼就把他杀了。
	太史伯的弟弟仲(zh7ng) ，继承(j4 chRng)他哥哥当了新的太史。崔杼要看看 这位新的太史是怎么写的。太史仲就递了上去。崔杼一看，上面还是写着：“夏
	五月，崔杼谋杀齐庄公。”
	崔杼气得说不出话来。他想不到天下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他怒气冲 天地问太史仲：“你难道没看见你哥哥是怎么死的吗？你不怕我也把你杀了 吗？”
	太史仲面不改色，冷笑着说：“太史不怕死，只怕不忠实。你就是再把 我杀了，难道你还可能把所有的太史都杀了吗？”
	崔杼不再答话，吩咐一声，就把太史仲也杀了。
	第三个太史叔，还是不服，也被崔杼杀了。
	崔杼一连杀了三个太史，虽然气得不得了，可是也挺怕他们。等到第 四个太史季上任，崔杼把他写的拿来一看，上面还是那句话。
	崔杼说：“你不爱惜生命吗？”太史季说：“这是我的本分。要是贪(tAn) 生怕死，就失去了太史的本分。我不如尽了本分，然后去死。请您也要想 开一点， 就是我不写，天下还有写的人。...
	崔杼叹了一口气，就不杀他了。
	那时候还没有纸，文字是记在竹片上，叫作竹简。太史季拿着写好了 的竹简出来，在路上看见南史氏抱着竹简和笔，正迎面走过来。南史氏对 太史季说：“听说三个太史都被杀了，我怕你...

	一去不复返
	公元前227年，强大的秦国一举灭了好几个国家以后，又向燕国逼(b1) 过来。燕国的太子(prince)十分焦急，他找到一位名叫荆(j1ng)轲(kE)的勇士 (y8ng sh4, warrior)，请他去刺杀(c4 shA)秦王。
	荆(j1ng)轲(kE)是卫国人，喜爱读书、击剑。卫国被秦国灭亡以后，他 从卫国来到燕国，交了一个好朋友高渐离。高渐离会击(j1)筑(zhP, an instrument with strings)，荆轲能唱歌，他们常常在一起喝酒...
	荆轲答应燕国太子去刺杀秦王。燕太子找到一把最锋利(fEng l4)的匕首 (b4 sh8u, dagger)，在上面涂上毒药(dI yFo, poison)。只要匕首刺开秦王的一点皮 肤，秦王就会立即死去。燕太子还为荆轲准备...
	荆轲出发去刺杀秦王的那天，朋友们来为他送行。所有的人心里都很 清楚，荆轲这一去，无论成功与否(f8u)，都不可能再活着回来了。所以送行 的人都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像送丧(sFng,...
	分手时，高渐离击起筑，荆 轲高声唱道：
	“风萧萧(xiAo xiAo)兮(x1)易水 寒（风呼呼地在吹啊，易河水是 这么的冷），
	壮士(zhuFng sh4, hero)一去兮(x1)不 复还(huSn)（我这一去啊，再不回来 了）！”
	听了这歌声，在场的人都流 下了眼泪。
	荆轲刺杀秦王，在最后的关头失败了。荆轲告别朋友们时唱的歌，“一 去不复返”成了一句成语留传下来，意思是去了之后不再回来。

	三、爱莲说

	shYn fSn j4n tSo yuAn dI jI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
	shYng mO dAn yI dI liSn yU n2 rDn zhu9 liSn yAo
	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
	mFn y4 t2ng zh2 xiY
	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yI we4 jI y2n y4 mO dAn
	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
	yi yI
	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y2 zh7ng
	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树木花草，本无高下。把它们比作人，就有了感情的寄托。这篇不到 一百二十字的《爱莲说》，诞生一千年以来，一直受到中国人深 深的喜爱，人们常用“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莲：莲花或荷花，lotus .
	益：更加 。
	甚蕃(shYnfSn)：“蕃”原指花草茂 盛，这里指“很多”。
	亭亭：高而挺拔 。
	李唐：唐朝（唐朝皇帝姓李） 。
	亵玩(xiYwSn)：to treat with irreverence.
	世人：世界的人，一般的人。
	谓(wYi)：说 。
	予(yI)：我 。
	隐逸(y2n y4)者：隐士，hermit.
	淤(yU)泥：湿的烂泥，这里指荷 花池底的泥。
	君子：品德高尚的人。
	濯(zhu9)：洗，here means being watered.
	噫(y1)：叹词，表示悲痛或叹息。
	清涟：清清的涟漪(ripples) .
	鲜有闻：很少听到。
	妖：coquettish .
	宜(y2)乎：适宜于。
	词 汇
	自学以下词汇，在字典上查出不懂的词汇的意思。
	1腐败
	2陶渊明
	3辞去官职
	4家乡
	5隐居
	6菊花
	7传诵
	8象征
	9富贵
	10牡丹花
	11哲学家
	12周敦颐
	13讨厌
	14朝廷
	15莲花
	16世人
	17淤泥
	18污染
	19涟漪
	20 妖媚
	21茎
	22观赏
	23把玩
	24寄托
	25诞生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把花草比作人，就有了感情的寄托。 __________________
	2、那位医生挽救了奶奶的生命，奶奶对他感激不尽。 __________________
	3、我被电影里的故事深深感动了。 __________________

	4、读了这本书，你有什么感想？ __________________
	5、妈妈说，她对新搬来的邻居很有好感。 __________________
	6、天晚了，站在外面你不感到冷吗？ __________________
	7、我有一个预感，这次考试不会太难。 __________________
	8、人们常说，写诗画画都得靠灵感。 __________________
	9、妹妹感冒了，今天没去上学。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感”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4)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亦！
	次：second, next 困：困难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2、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3、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4、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
	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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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7、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8、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无主之梨
	宋朝末年，兵荒马乱。战争所到之处，人们纷纷离乡背井，四处逃难。 有一个叫许衡(xO hRng)的年青人和几位同学，也外出逃难。
	一天，火辣(lF)辣的太阳在头顶高挂，山路上没有一棵可以遮(zhE)阳 的树木，周围没有一滴可以解渴(jiT kT)的泉水。许衡和同学们走得汗流浃 (jiA)背，不断地用衣袖(xiP)擦(cA)着汗。他们爬上一...
	“梨(l2)树！”
	同学们争先恐(k8ng)后地向前跑去，许衡渐渐地落在后面。
	“许衡，快一点！你啊，逃难还讲什么客气？去晚了，什么东西也没有 了。”
	许衡笑笑，仍然不慌不忙地走着。
	同学们赶到土房前，见房门大开。
	“喂，喂，有人吗？”他们边问边大胆地闯进屋内，屋内空无一人。光 秃(tU)秃的土炕(kFng)，没有锅(gUo)的灶(zFo)台，水缸(gAng)里没有一滴水。 窗台积着厚厚的尘土，窗子上挂满蜘蛛网。
	一见没人，大家立即退出土房，转身向房后跑去。
	“啊！好大的黄梨！”
	房后高大的梨树上，挂满了拳头大的黄梨。大家赶到树下，一拥而上， 见梨就摘，不管熟不熟，摘了就往口里塞。
	“酸(suAn)不酸？”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学生在一旁不急于吃梨。他想， 黄梨很可能是酸的。
	“甜，又甜又脆(cu4)！”
	“这下可好了，又解渴，又当食。真是老天有眼，雪中送炭(tFn)！”
	他们又摘又吃，吵吵闹闹叫成一片。
	许衡赶到了。他看见大家吃梨，摇了摇头，拣了一块荫(y1n)凉的地方 坐了下来。
	“许衡，快来呀，这梨是甜的。”
	许衡摇摇头。
	“为什么愣(lYng)着？这 梨又甜又脆，可好吃了！”
	许衡摆了摆手，说：“人
	家梨主不在，哪能随随便便 吃人家的东西呢？”
	听他这么一说，有的 同学讥笑说：“一路上房屋 倒塌，连个指路的人也没 有。这间土房多日没人居 住，主人早不知逃到哪里去 了。这时候还谈什么梨主啊？”
	“是啊！”有同学附和说：“这梨反正没主(zhO)了，为什么吃不得？”
	许衡用手指指自己的胸(xi0ng)口，诚恳(chRng kTn, earnestly, sincerely)地说：“梨 没主，难道我们的心也没主吗？”
	“兵荒马乱的，能找到一点吃的，就不错了。这时候还讲什么心不心 的。”有个同学嘀咕着。他吃饱了，还在拼命摘梨，想多摘几个，带在路上 解渴。
	许衡摇了摇头，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又上路了。他想，现在 是天下大乱，难道我们就可以随便乱来吗？
	许衡不管环境发生什么变化，处处严于律(lM)己，后来成为一名大学 者。

	百闻不如一见
	中国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名叫赵充国的将军，守卫(sh8u wYi)在西北边疆 (jiAng)。那时候，中国的西北边疆(jiAng)是个不安宁的地方。国外的匈奴(xi0ng nI, Hung)常常要来侵犯(q1n fFn)，国内的少数民...
	后来，赵充国老了，皇帝问他：“你年纪大了，边疆的生活太艰苦，我 想派个人来接替你，你看派谁好呢？”赵充国回答说：“我虽然年纪老了， 但是身体还不错。守卫西北边疆，我想不...
	赵充国七十六岁的时候，羌族的几个部落(tribes)联合起来，准备发兵 进攻汉朝。皇帝问赵充国，要多少兵马才能打败敌人。赵充国说：“我有一 个原则(yuSn zR, principle)，叫作“百闻不如一见...
	过了几天，西北方羌族居 住的地方，出现了一位老人和 几个青年。他们从各方面详 (xiSng)细了解羌族的兵力有多 少、部署(bP shO)在什么地方，军 队用的粮草又是怎么安排的， 等等。这些人...
	“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凡事亲自去看一看，要比听别人 说更重要。还有一个成语，“耳听是虚(xU)，眼见为实(sh2)”，说的是同样的 意思。在英文中，就是“seeing is believing”。

	四、咏梅诗二首
	梅 花
	[宋]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数枝(shP zh1)：几枝
	凌寒(l2ng hSn)：冒着寒冷
	遥知(ySo zh1)：远远就知道
	为有：因为有
	暗香(Fn xiAng)：这里指梅花隐约淡远 的清香
	雪 梅
	[宋]卢梅坡


	梅雪争春未肯降，
	骚人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争春：比赛谁占有更多的春色
	未肯降(wYi kTn xiSng)：（谁也）不肯向敌手投降
	骚人(sAo rRn)：诗人，这里指作者自己
	阁笔(gE b3)：“阁”同“搁”，阁笔，放下笔
	费评章：花心思评议。
	须：虽然。
	逊(xPn)：逊色，比不上。
	一段(duFn)：a piece of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__________________
	2、天上有无数的星星，地上有无数的明灯。 __________________
	3、刚才的考试考得怎么样，你心里有数吗？ __________________
	4、我们班上多数同学都喜欢游泳。 __________________
	5、我们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喜欢游泳。 __________________
	6、我们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喜欢游泳。 __________________
	7、统计课上我们学习如何收集和处理数据。 __________________
	8、弟弟做的纸飞机，数量不少，就是质量不太好。 __________________
	9、今天的数学作业很多，我得加油做。 __________________
	10、中文数字的写法和阿拉伯数字的写法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
	11、他的成绩，在班上总是数(shO)一数(shO)二的。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数”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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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惑(hu7)：困惑(kPn hu7)，perplexed, puzzled
	矩(jP)：规矩(gu1 jP)，rules, law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2、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3、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4、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
	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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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7、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8、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牡丹和梅花
	世界上的每个民族(m2n zI, nation)都有自己喜爱的花卉(hu4)。你知道中国 人最喜爱什么花？中国人最喜爱的花是牡丹(mO dAn, peony)和梅花(plum blossom)，它们都曾经被选(xuDn)为中国的国花。
	牡丹花的花形很大，色彩鲜艳(xiAn yFn)，香味浓郁(n9ng yP)。 人们称赞牡丹“国色天香”，是“花中之王”。
	唐朝时候有一个女皇帝叫武则天(wO zR tiAn)。传说有一年寒 冬，武则天(wO zR tiAn) 在首都长安游览(y9u lDn)花园时，突然命 令所有的花卉同时为她开放（百花齐放）。
	花园里的花朵不敢违抗(wRi kFng, disobey)皇帝的命令，都迎着寒风绽(zhFn) 开了；只有牡丹花拒绝(jP juR, refuse)开放。武则天非常生气，立即把牡丹赶 出长安，贬(biDn, demote)到洛(lu7)阳。不料，刚...
	武则天听到报告后大怒，下命令烧死牡丹。谁知，牡丹经火一烧，不 但没有死，反而开得更加鲜艳了。
	从此以后，洛阳每年春天都要举行牡丹花会。到时候，人们从四面八 方赶来洛阳，欣赏美丽的牡丹，并且以牡丹的精神鼓励自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几千年来， 梅花一直是中国诗人喜爱的题材。
	梅花有五片小巧玲珑(l2ng l9ng)的花瓣，人们认为那象征(xiFng zhEng, symbolize)着快乐、幸福、长寿(sh7u)、顺利、和平。而诗人更 看重的，是梅花所体现的品格(p3ng gR, character)：寒冷的冬天，所有 ...
	中国有十大名花，梅花和牡丹当然名列其中。其它八种花也和梅花和 牡丹一样，不仅外表漂亮，而且还象征着中国人深深欣赏的某种品格。

	成语中的数字
	很多成语中都带有数字。在常用的成语字典中，以“一”字开头的成 语，能找到一百五十多个。
	请在以下的成语中的数字下划线，并在旁边写出成语的意思：
	一心一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模一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事无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无所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路平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钱不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刀两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见如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网打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身是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心二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三两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举一反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言两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番五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面八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面楚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通八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海为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光十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花八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亲不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神无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嘴八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手八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面威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牛一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牛二虎之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死一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霄云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万火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拿九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百战百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百里挑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千里迢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千言万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万无一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万众一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姐姐的小药瓶
	喻丽清

	词 汇
	1药瓶
	2发酵
	3情节
	4在世
	5追问
	6 回忆
	7上演
	8剧本
	9一幕
	10主角
	11一艘
	12轮船
	13码头
	14兵荒马乱
	15照顾
	16抛下
	17绳梯
	18绝对
	19天堂
	20一格
	21工装裤
	22合照
	23涌
	24懂事
	25幸福
	二、下半篇课文（从“姐姐上中学的时侯，……”到最后）：

	26羡慕
	27住校
	28周末
	29贵族气
	30修女
	31无以复加
	32利息
	33岁月
	34增长
	35小丑
	36交叉
	37胸口
	38大拇指
	39造型
	40偶然
	41记忆
	42可靠
	43依赖
	44珍惜
	45礼物
	46苦难
	47勇气
	48慈爱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关于童年的回忆常常是甜蜜的。 __________________
	2、长大以后我们要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__________________
	3、我和王叔叔下棋，大战五个回合，结果我赢了！ __________________
	4、这个周末我的新朋友要来回访我们。 __________________
	5、你知道“回归线”在英文里怎么说吗？ __________________
	6、基督教、回教和佛教是世界上的三大宗教。 __________________
	7、如果别人要我做不该做的事，我一定一口回绝。 __________________
	8、在山里大声喊叫，经常可以清楚地听到回声。 __________________
	9、有的错误可以挽(wDn)回，有的错误不可以挽回。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回”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划了线的词写在句子后面的横线上，并写出词的意思：

	1、姐姐的中学里有许多美国来的修女(nun, sister)。 __________________
	2、这座修道院(convent)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__________________
	3、这只修补过的花瓶，居然一点也看不出来！ __________________
	4、修改过的文章往往比刚写出来的时候要好得多。 __________________
	5、很多华人参加了修筑连接美国东西两岸的铁路。 __________________
	6、这学期你有几门必修课，几门选修课？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7、我的电脑坏了，需要请人来修理一下。 __________________
	8、我们全家一起动手，把旧房子装修一新。 __________________
	9、街上的水管裂了，工人们正在抢修呢。 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两个“修”字组成的词，并用它们造句：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选读(6)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忧(y0u)：忧虑(y0u lM)，担心
	惧(jP)：害怕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2、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3、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4、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
	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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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7、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8、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选读(7)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帅(shuFi)：主将
	夺(du9)：抢走
	匹夫(p3 fU)：普通人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2、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3、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4、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
	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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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7、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8、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小草
	朱自清
	睡了的小草，
	如今苏(sU)醒(x3ng)了！
	立在太阳里，
	欠(qiFn)伸(shEn)着，揉(r9u)它们的眼睛。
	萎(wTi)黄的小草，
	如今绿色了！
	俯(fI)仰(yDng)惠(hu4)风前，
	笑眯眯地彼(b3)此向着。
	不见了的小草，
	如今随意长着了！
	鸟儿快乐的声音：
	同伴，我们别得久了！
	好浓(n9ng)的春意啊！
	可爱的小草，我们的朋友，
	春带了你来么？
	你带了她来呢？
	成语中的动物
	动物在中国的成语中也出现很多。请注意以下的成语中，出现了哪些 动物名称，在动物名称下划线，并在旁边写出成语的意思：
	千军万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马当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马到成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驴非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马不停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塞翁失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快马加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汗马功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招兵买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犬马之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虎头蛇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虎口余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虎背熊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狐假虎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狐朋狗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打草惊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鸡飞狗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鸡毛蒜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鸡飞蛋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鼠目寸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狗急跳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画虎成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鸟语花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石二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兔死狐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守株待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狼吞虎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杀鸡给猴看（杀鸡吓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鱼目混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鱼死网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龙飞凤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鱼龙混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画龙点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龙腾虎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挂羊头卖狗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风马牛不相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菊花趣事
	菊花——Chrysanthemum，是现今全世界人民都熟悉和喜爱的花卉(hu4)。菊花 的品种很多，据说有三千多种。菊花的原产地是中国。中国人栽种菊花，已 经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菊花的特点，...
	我们上学期课文中学到的苏东坡，和这学期课文中学到的王安石，都 是宋朝的诗人。这两位诗人之间，有过一段和菊花有关的趣事：
	王安石当宋朝丞相(chRng xiFng, prime minister )的时候，有一次，苏东坡来 拜访他。王安石正在午睡，苏东坡就在书房里等待。苏东坡坐在书桌前，看 到桌上有一篇还没有完成的诗稿， 题为《咏...
	“昨夜西风过园林，
	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看了心想，王丞相真是糊涂了，人人都知道菊花耐久(nFi jiO)。即 使花谢了，花瓣也不落下。所谓“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怎 么能说是“吹落黄花满地金”呢？于是，...
	“秋花不与春花落，
	说与诗人仔细吟(y2n)。”
	王安石午睡醒来，和苏东坡谈了话。送走客人后，王安石回到书桌前， 看到苏东坡加的那两句诗，不由得笑着摇了摇头。
	不久，王安石就派苏东坡到一个叫作黄州的小地方当一个小官。苏东 坡心想，王丞相一定是看到我批评(p1 p2ng, criticize)他的诗句，不服气，才把我 贬(biDn, demote)到那个地方去。
	苏东坡闷闷不乐地来到黄州上任。一天晚上，刮了一夜的西北风。第 二天早上起来，只见院子里菊花棚下，铺满了金黄色的菊花花瓣。而菊花 的枝干上，却一朵花也没有了！
	苏东坡看得目瞪口呆，这才明白王安石把他派到黄州来的用意。原来， 虽然大多数的菊花在花谢之后花瓣不落，可是也有例外。黄州的菊花，花 谢之后是会落瓣的。

	成语中意思相反或相对的字
	成语中常常出现意义相反或相对的字。请在以下成语中，意义相反或 相对的词下划线，并在旁边写出成语的意思：
	大惊小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同小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万无一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山穷水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口是心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少见多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长地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南地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冰天雪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山清水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风吹雨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左右开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死存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入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始有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异口同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称兄道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进退两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材小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坐立不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取长补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明若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苦尽甘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明枪暗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呼风唤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贪小失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喜新厌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挥金如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骨肉相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怕虎后怕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危为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独往独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因后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喜怒无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水火不相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中国十大名花


	甲： 听说过中国“十大名花”吗？
	乙： “十大名花”？听起来有点耳熟(shI)。
	甲： 中国十大名花，是指中国传统(chuSn t8ng)上十种最有名的花。
	乙： 中国传统上十种最有名的花？唔，我想我至少能猜(cAi)出几种。
	甲： 要不要试一试？
	乙： （边点头边想）噢，我想起来了，前几个星期读的一篇文章中说到“中
	国有十大名花，梅花和牡丹当然名列其中”，所以，这一下就有了 两种啦！
	甲： 梅花和牡丹，不错。
	乙： 对了，应该还有菊花，那是上星期读的文章里说的。
	甲： 是的，菊花也在中国十大名花之中。
	乙： 那一定还有桂花和报时花，也都是这学期学的。
	甲： 这下你可没蒙(mEng)着。告诉你，桂花是，报时花不是。
	乙： 不是就不是。可能有荷花(hR huA, lotus)，去年暑假去中国，看到不少 地方有荷花。对了，还有莲花！我们学过《爱莲说》了。
	甲： 哎呀，莲花就是荷花！你猜出五种了，成绩不错，再往下猜吧！
	乙： （挠头），猜不出来了，提醒我一下，行吗？
	甲： 好，提醒一下。有一种世界上最多人喜欢的花，也是其中之一。
	乙： 世界上最多人喜欢的花？那应该是玫瑰(mRi gu4)花(roses) 吧？
	甲： 是玫瑰花，中国人也叫它月季(j4)花，因为它几乎每个月都开花。
	乙： 好，这下还剩四种了。我家前院种的杜鹃(dP juAn)花(azalea)，我妈 妈说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映(y4ng)山红”，说不定也是中国名花 吧？要不然怎么会给它起两个这么好的名字？
	甲： 你猜对了，杜鹃花也是。中国南方的许多山上长着杜鹃花，春天 花一开，满山都是红的，所以也叫作“映山红”。
	乙： 好！还剩下三种……，三种……，猜不出来，再提醒一下吧！
	甲： 你在春节前后去过中国吗？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家里……
	乙： 你是说水仙(xiAn)花(narcissus)？我春节去中国，看见我奶奶有一个浅 浅的花盆，里面放着鹅卵(luDn)石(cobbles)和水，没有土。那水仙花 就长在水里，叶子又扁又长，开的花是白的，对不对？
	甲： 是水仙花。最后的两种花不太容易猜了，让我来告诉你吧。一种 是“兰(lSn)花”，人称“天下第一香”。还有一种是“山茶花(camellia)”， 在美国也很常见。
	乙： 加上兰花和山茶花，中国十大名花都到齐了！说到花，有一个现 象很有趣。在西方，好像只有一种花是有意义的，那就是玫瑰花， 象征(symbolize)爱情，可是中国的好多花似乎都有意义。
	甲： 的确是这样。比方说，牡丹花形大，色彩鲜艳，象征富有和高贵， 人称“富贵花”。
	乙： 再说荷花，它从池塘底的烂泥里长出来，开出的花朵却是那么清 丽。中国人赞美荷花“出淤(yU)泥而不染(rDn)”，象征着一个人在不 好的环境中，培养(pRi yDng)和保持自己好的品格(p3n gR, ...
	甲： “采菊东篱(l2)下，悠(y0u)然见南山”。隐士(y3n sh4, hermit)陶渊明的 诗句千古流传，使得菊花也有了隐士的意味了！
	乙： 梅花在冬天迎霜傲雪，真是勇敢！我希望自己像梅花一样勇敢！
	甲： 看，把花草树木人格化的同时，人也就花草树木化了！在中国的 传统文化里，人和大自然、和花草树木是相通的。
	乙： 真有意思，我今天还真学到了新知识，谢谢你！
	甲： 你是受欢迎的(you are welcome)！哦，不对，按照中国的传统，应该说 “不用客气”！
	（甲、乙向观众鞠躬，下）
	词 汇
	利用字典自学以下词汇，给不认识的字注上拼音，并写出每个词的意思。
	1耳熟
	2传统
	3噢
	4名列其中
	5蒙着
	6荷花
	7暑假
	8成绩
	9提醒
	10玫瑰花
	11月季花
	12几乎
	13 杜鹃花
	14映山红
	15水仙花
	16到齐
	17象征
	18花形
	19色彩鲜艳
	20富有
	21高贵
	22环境
	23隐士
	24人格化
	25按照

	论语选读(8)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恕(shP)：以自己的心推想别人的心
	勿(wP)：不要 施(sh1)：给

	英语译文
	本册所选《论语》（划线的字为已学的）
	1、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2、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3、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4、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
	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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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7、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8、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动物谜语五则
	一
	鼻子当钩子，耳朵当扇子，
	四根粗柱子，是个大胖子。
	二
	说它是条牛，无法拉车走；
	说它力气小，却能背屋跑。
	三
	行也是立，立也是立，
	坐也是立，卧也是立。
	四
	行也是坐，立也是坐，
	坐也是坐，卧也是坐。
	五
	行也是卧，立也是卧，
	坐也是卧，卧也是卧。
	(谜底见第53页)

	“不”字开头的成语
	你知道用哪一个字开头的成语最多？告诉你，用“不”字开头的成语最 多。请写出以下用“不”字开头的成语的意思：
	不了了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三不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毛之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见天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以为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可多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可思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可救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打自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由自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动声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自量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进则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攻自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足为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言而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治之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闻不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速之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得人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不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谋而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期而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痛不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翼而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堪设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偏不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胫而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相上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省人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败之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假思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欢而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约而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亦乐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51页的谜底：一、大象 二、蜗牛 三、鹤(crane) 四、青蛙 五、蛇

	总词汇表
	一、《桂花雨》
	桂花 中秋节 故乡 盛开 季节 懂得
	欣赏 梅花 牡丹花 笨笨的 仔细地 树丛
	寻找 香气 迷人 香料 靠近 台风
	箩 糕饼 香飘十里 至少 邻居 浸
	完整 新鲜 尤其 吹落 香味 差
	布满阴云 赶紧 提前 铺上 竹席 抱着
	使劲 挑去 晒 收在 铁盒子 泡茶
	念中学 杭州 捧 一大袋 阵阵
	二、《落花生》
	落花生 半亩 空地 荒芜 怪可惜 开辟
	灌园 居然 收获节 食品 尝尝 吩咐
	茅亭 天色 难得 味美 榨油 价钱
	便宜 固然 可贵 石榴 果实 悬
	鲜红 嫩绿 颜色 羡慕 埋 偶然
	瑟缩地 辨 接触 讲体面 夜深 印
	三、《爱莲说》
	腐败 陶渊明 辞去官职 家乡 隐居 菊花
	传诵 象征 富贵 牡丹花 哲学家 周敦颐
	讨厌 朝廷 莲花 世人 淤泥 污染
	涟漪 妖媚 茎 观赏 把玩 寄托
	诞生
	四、《咏梅诗二首》
	咏梅 梅花 墙角 数枝 凌寒 独自
	遥知 为有 暗香 雪梅 争春 骚人
	阁笔 一段 须 逊 输 王安石
	未肯降 费评章
	五、《姐姐的小药瓶》
	药瓶 发酵 情节 在世 追问 回忆
	上演 剧本 一幕 主角 一艘 轮船
	码头 兵荒马乱 照顾 抛下 绳梯 绝对
	天堂 一格 工装裤 合照 涌 懂事
	幸福 羡慕 住校 周末 贵族气 修女
	无以复加 利息 岁月 增长 小丑 交叉
	胸口 大拇指 造型 偶然 记忆 可靠
	依赖 珍惜 礼物 苦难 勇气 慈爱
	六、《中国十大名花》
	耳熟 传统 噢 名列其中 蒙着 荷花
	暑假 成绩 提醒 玫瑰花 月季花 几乎
	杜鹃花 映山红 水仙花 到齐 象征 花形
	色彩鲜艳 富有 高贵 环境 隐士 人格化
	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