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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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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诗 选 读 塞下曲〔唐〕卢纶
	古 诗 选 读 春怨〔唐〕金昌绪
	古 诗 选 读 清明〔唐〕杜牧
	古 诗 选 读 绝句〔宋〕僧·志安
	古 诗 选 读 商歌〔宋〕罗与之
	古 诗 选 读 鹿柴〔唐〕王维
	古 诗 选 读 长干曲〔唐〕崔颢
	古 诗 选 读 题西林壁〔宋〕苏轼
	一、我们的祖先所唱的歌谣
	冰心
	亲爱的小朋友们：
	我今天要跟你们讲一讲我们的祖先所唱的歌谣(ySo)。
	我知道，你们在一起玩得很高兴的时候，有时会随口唱出几句有 节奏(jiR z7u)有韵脚(yPn jiDo)的，好听的歌谣来。
	远在几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大家在一起种地、打猎的时候， 也会随口唱出好听的歌谣来。他们唱出来的歌谣，后来用文字记录下 来，就称为“诗”。
	中国古代的诗，有三个字一句的，四个字一句的，五个字一句的， 也有七个字，九个字一句的。每一首诗最短的也有三四句。每一句或 是每隔一句或是每隔几句都押着韵，所以念起来很响...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这是一首想念朋友的诗。蒹葭是一种水草。这诗的意思是说：
	青青的蒹葭水草，已经变成苍黄的颜色了。白色的露水也已经结 成霜了。可是我的那个朋友啊，还在河水的那边！我沿着河岸去找他， 那道路又长又不好走。我渡过水去找他，他仿佛就在...
	这是一首八句的诗，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八句的最后一 个字，就是“苍”，“霜”，“方”，“长”，“央”，都是声音相近的， 有韵(yPn)的，念起来多么好听啊！ 这首《蒹葭》...
	从《诗经》以后，几千年来，中国有许许多多作诗的人，他们写 了千千万万首诗。
	中国诗歌最兴盛(shYng)的时代，是唐朝，离现在有一千多年了。在 唐朝许许多多的诗人里，有两个名字，像满天星斗里的两颗大星，永 远被人注意着，热爱着。这两位大诗人，一个是李白，...
	在这里，我先给你们介绍(jiY shFo)一首李白的五言绝句，它是五个 字一句的诗，共有四句。题目是《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一首诗是李白在思念(niFn)家乡的时候写的。诗里这二十个字都 是常见的字，可是李白很自然而巧妙(qiDo miFo)地把它们放在一起，把自 己的情感表现得多真切！念起来多好听呀！
	我再给小朋友介绍一首杜甫的七言绝句，它是七个字一句的诗， 也有四句：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丝”是弦乐器，用手弹的；“管”是管乐器，用口吹的。在这首 诗里，杜甫说，在锦(j3n)江旁的锦城里，天天有很热闹的音乐。这音乐 高高地飘起，一半被锦江上的风吹去，一半升到空中...
	小朋友们，像以上两首的这种短 诗，在古诗里还有许多，文字非常美 丽，读来也非常好听。这是我们祖先 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份丰富宝贵的遗产 (y2 chDn)，我们应当重视它，热爱它。


	词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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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英 文，可以查阅课本后的总词汇表（Glossary）。
	1祖先
	2歌谣
	3随口
	4节奏
	5韵脚
	6打猎
	7文字
	8记录
	9隔
	10押韵
	11响亮
	12蒹葭
	13中央
	14苍黄
	15颜色
	16露水
	17霜
	18沿着
	19渡过
	20仿佛
	21够不到
	22诗集
	23诗经
	24兴盛
	25时代
	26唐朝
	27星斗
	28李白
	29杜甫
	30五言绝句
	31自然
	32巧妙
	33表现
	34 真切
	35丝管
	36音乐家
	37锦江
	38锦城
	39弦乐器
	40弹
	41管乐器
	42升到
	43云彩
	44丰富
	45宝贵
	46遗产
	47重视
	古代中国的边疆(jiAng)，常常受到外敌的侵犯(q1n fFn)。有很多古代的诗歌，都 是歌颂(s7ng)保卫边疆的将士的。这首诗歌写的是汉朝保卫边疆的名将李广。
	一天夜晚，李广将军经过一片树林，忽然感觉到前面树丛(c9ng)中有一只老 虎。他赶忙引弓搭箭，全力向老虎射(shY)去。第二天早上，李将军来到树林里 寻找射虎的箭，才发现昨天夜晚射的不...



	塞下曲
	林暗草惊风，
	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
	没在石棱中。
	汉朝有一位了不起的将军，名叫李广。李广善于用兵，弓马娴(xiSn)熟， 胆气过人。他镇守北部边疆时，匈奴人(xi0ng nI rRn, Huns)慑于他的威名，不敢入 侵，称他为“飞将军”。一天，李广打猎...
	本诗的开头，只用五个字，就勾(g0u)画出故事发生的场景和当时紧张 的气氛(fEn)。“惊”字传神。古人写诗时，对关键(guAn jiFn, key)的字，经常反复 推敲，仿佛铁匠(blacksmith)制作刀剑时的千锤...
	古来以“塞下曲”为题的诗很多，大都写长城一带的边疆风光和军旅(lN) 生活。
	丈夫去保卫边疆了，家乡年轻的妻子想念远征的丈夫，梦见自己到辽(liSo) 西前线和他相会。可是，清晨黄莺鸟的啼鸣，偏偏却把夫妻相会的美梦惊醒 了。这首诗歌，写的就是那位思念丈夫...


	春 怨
	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这首诗明白如话，没有华丽的辞藻(c2 zDo)，不用生僻(p4)的典故(diDn gP, literary quotation)，纯是一派天真，是唐诗中不可多得的清新之作。
	丈夫被征兵上了前线，经年不归，年轻的妻子只能盼望与丈夫在梦中 相会。最后两句，直写主人公的口中语，似有理，似无理，真挚(zh4)感人。
	试着读一读这首诗，你会觉得它的音调格外流畅(chFng)。秘密在哪里 呢？仔细看看，你就会注意到，第三句的头一个字，与第二句的最后一个 字相同，都是“啼”字。这种修辞手法叫作“顶...
	“顶真”是在后一句的开头重复前一句的结尾的一两个字。这些手法古诗中 常见，民歌中用得更多，童谣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顶真”用好了，可 以使节奏更加轻快、连贯。五言绝句...
	顺便说说，在中国南方的某些方言里，“儿”字的发音为“n2”，这其实 是古音。用这类方言读这首诗，也许有助于你欣赏它的音乐美。


	“飞将军”李广
	汉朝时候，北方的匈奴人常常侵犯(q1n fFn)汉朝的地方，汉朝的大将军李 广领兵去抵抗(d3 kFng)匈奴。
	有一次，李广带着一百多个骑兵去追赶三个匈奴射手，追了几十里地 才追上。他射死了其中的两个，把第三个活捉了。李广正准备回营，远远 望见有几千名骑兵赶了上来。
	李广手下的兵士突然碰到那么多的匈奴兵，不由得都慌了。李广对他 们说：“我们离开大营还有几十里地。如果现在往回跑，匈奴兵追上来，我 们就完了，还不如干脆(cu4)停下来。匈奴兵以...
	接着，李广下令前进，在离开匈奴仅仅二里的地方停了下来。他命令 兵士一齐下马，把马鞍全卸(xiY)下来，就地休息。
	兵士们都发急了，说：“匈奴兵马这么多，又这么近，要是他们打过 来，怎么办？”
	李广说：“我们这样做，会使敌人更相信我们是来引诱(y7u)他们的。”
	匈奴的将领看到李广这样布置(zh4)，不知是怎么回事，真的害怕起来。 他们只是远远地观察，不敢上来。
	这时候，匈奴阵地上有一个骑白马的军官，走出来巡视(xIn sh4)他的队 伍。李广突然带着十几个骑兵翻身上马，飞驰过去，一箭把他射死，然后 回到自己队伍里，下了马，躺在地上休息。匈...
	天黑下来了。匈奴兵认定汉军一定有埋伏，怕汉军半夜袭击(x2 j1)他们， 就连夜全部逃了回去。到了天亮，李广一瞧，山上已经没有匈奴兵了，这 才带着一百多名骑兵安然回到大营。
	还有一次，匈奴人知道李广作战勇敢，射箭百发百中，就集中兵力对 付李广。匈奴兵比李广的兵多好几倍。经过一番激战，李广的部队死了很 多人，李广骑的马被敌人打死了，他自己也受...
	匈奴兵要把李广带回去。他们看李广受了伤，就把他放在用绳子结成 的吊(diFo)床上，用两匹马驮(tu9)着。
	李广躺在那张吊床上一动也不动，真的像死了似的。大约走了十几里 地，他微微睁开眼睛一看，只见身边有个匈奴少年，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李 广趁那少年没注意，突然从吊床上一跃而起...
	李广已经跑出好远，匈奴兵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一边喊叫，一边 追了上来。李广看看他们快要追上，就回过身去，“嗖！嗖！嗖！”连射几 箭，把前面的几个匈奴兵射下了马，其余的...
	“飞将军”李广的英名，在匈奴人中间一下子就传开了。

	上课第一天
	今天是你上高中的第一天。虽然早晨我没有起来送你，却很清醒地听 见你匆忙的脚步声。
	我知道，你必须先走到街口去搭乘Q17A公车，再转Q44A公车，然后坐 地铁F线到十四街，再转地铁L线到学校。你从家里到学校需要一个小时四 十分钟。我也知道纽约(niO yuE, New York City)的地铁，...
	过去，你从未独自一人离开家门超过三英里。现在，我又为什么放着 门前的高中不让你上，却让你每天奔波(bEn b0)于曼哈顿(Manhattan)呢？这一方 面因为你考上了世界名校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
	在人生的旅途(lN tI)上，我们都要走这样的路，穿过这样的危险，去追 求自己的理想。甚至应该说，人生的道路是更危险的，因为它只有去，没 有回，走的是过去都不曾经历，而且只可能经...
	大概还是为了不放心吧！怕你在回来时找不到公车站的位置(wYi zh4)，我 特别算准了时间，到地铁车站的出口等你。知道吗？当我看到你走出站时， 心中百感交集，兴奋得有如多年不见的父...
	回程的公车上，你告诉我地铁最后两站之间的距离好长，还以为是坐 错了车。而上次我带你试走时没能记下的站名，你居然今晚全能如数家珍 地背出来。
	年轻人！你渐渐会发现，当你一人独行的时候，会变得更聪明。当你 离开父母的时候，才知道父母是多么地成为你的依靠、你的盼望。是的，年 轻人！崎岖(q2 qU)而黑暗的道路，将使你真正...

	野牵牛
	野牵牛，爬高楼。
	高楼高，爬树梢(shAo)。
	树梢长，爬东墙。
	东墙滑，爬篱笆(l2 ba)。
	篱笆细，不敢爬，
	躺在地上吹喇叭(lD ba)：
	呜哇呜哇呜呜哇！

	卖菜谣
	卖菜，卖菜，
	要买快来买！
	卖什么菜？
	有韭(jiO)菜。
	韭菜老，有辣椒(lF jiAo)。
	辣椒辣，有黄瓜。
	黄瓜一头苦，
	买点马铃薯(shO)。
	马铃薯，不好吃，
	那就买点西红柿(sh4)。
	西红柿，人人爱，
	又做汤，又做菜。
	今天吃了明天还来买！

	用时间与用金钱（上）
	你问我怎样使用时间，我的答案是：用时间就好比用金钱。金钱与时 间，在“会用”与“不会用”者的手中，可能产生天壤(rDng)之别。有的人能 够用有限的金钱，买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而...
	同样的，会用时间的人，懂得安排时间。到头来，不但完成了他要做 的，而且能够留下多余的时间。不会用时间的人，东摸摸、西磨磨，浪费 的时间比利用的多，时间永远不够用，事情永...
	我问你，如果我给你几千块钱美金，要你自己出去生活，你会怎样使 用这些钱？你应该不会先去买电脑游戏，也不至于先去看电影，而是在解 决了食衣住行的问题之后，才开始考虑其它的...
	用时间也是一样。你的时间，不能先用来玩电脑游戏和看电影，也不 可以先去看小说和胡思乱想。你应该先安排出自己睡眠(miSn)、上课和乘车 的时间。因为没有充足的睡眠，你的身体不可...
	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出比例的问题呢？很简单，当你有一笔巨款(jP kuDn, big amount of money)时，你可以考虑买贵的东西。而当你的钱少时，自然是买小的东 西。一个永远只买小东西，钱多的时候也...

	二、学 诗
	我七岁的时候，开始跟祖父学诗。祖父念 一句，我就跟着念一句。至于祖父念的都是些 什么字，什么意思，我全不知道。只觉得念起 来那声音很好听，所以我很高兴地跟着喊。祖 父说：“...
	每当祖父教一首新诗，一开头如果觉得不好听，我就说：“不学这 首。”于是祖父就换一首。
	春眠不觉晓(xiDo)，处处闻啼(t2)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春晓》这首诗我很喜欢，一念到“处处闻啼鸟”的“处处”二字， 我就高兴起来，觉得这首诗实在是好，真好听！还有一首我更喜欢的：
	重重(ch9ng)叠叠(diR)上瑶台，几度(dP)呼童(t9ng)扫(sDo)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叫明月送将来。
	这“几度呼童扫不开”，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总念成“西汤 (tAng)忽通扫不开”。越念越觉得好听，越念越觉得有趣味。
	就这样，念了几十首以后，祖父开始讲解了。
	少(shFo)小离家老大回(huSi)，乡音无改鬓(b4n)毛衰(shuAi)。
	儿童相见不相识(sh2)，笑问客从何处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祖父说，“这是说，小时 候离开家到外边去，老了回来。家乡的口音没有改，胡子却都白了。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小孩子见了就招呼着说：‘你这 个白胡子老头儿是从哪里来的？’”
	后来再学诗，祖父一定要先讲解。我开始渐渐领略到中国诗歌的 魅力。那大喊大叫的习惯也稍微改了一点。长大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 觉得很可笑，但它确实给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词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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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英 文，可以查阅课本后的总词汇表（Glossary）。
	1祖父
	2念
	3意思
	4喊
	5简直
	6习惯
	7换
	8春眠
	9重重叠叠
	10几度
	11呼童
	12扫
	13趣味
	14讲解
	15少小
	16乡音
	17鬓毛衰
	18相见
	19相识
	20招呼
	21领略
	22诗歌
	23 魅力
	24大喊大叫
	25稍微
	26回忆
	27往事
	28确实
	29 童年
	30 增添
	31 色彩
	中国的“清明节”，时间在每年的四月初，意义和 “Memorial Day”有些相 似，是人们去墓(mP)地缅怀(miDn huSi)先人的日子。清明时节，细雨纷纷，走 在路上的行人，心中悲伤，又被雨水打湿了...



	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古人把一年之中，木杆在太阳下影子最长的那个时刻，叫作“冬至”。 然后，把两个冬至之间的时间，等分为二十四段(duFn, section)，并把分点叫做 “节气”。节气各有专名。农民根据节气...
	这首诗中的“路上行人”，大约是一位离家远行的游子。春雨透衣，春 寒料峭(qiFo)，使他倍感愁苦。他希望能喝碗酒，借以挡寒、消愁。
	本诗用语浅近，又曾入选《千家诗》，因此流传甚广。以致到了后世， 人们习惯性地把酒与“杏花村”相联系，酒店、酒坊争相以“杏花村”为 名。及至近代，人们进一步发现了“杏花村...
	这首诗是一位名叫“志安”的僧人（和尚）写的，写他在春天刚来临时的 感受。那一天，志安划小船（短篷(pRng)）顺流而来。他把小船系在河边的古树 荫下，自己登上河岸。岸上杏花绽(zhFn...



	绝句
	古木荫中系短篷，
	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系舟登岸，拄杖(zhO zhFng)过桥，诗人营(y2ng)造了闲适(xiSn sh4)、恬淡(tiSn dFn) 的氛围，从容不迫地为下文作出铺垫(pU diFn)。
	后两句描写春天的景物，体贴入微。春天，杏花先放，杨柳先绿，引人注 目。所以写春天的诗，常提到杏花、杨柳，成为老套。“吹面不寒”，形容妥 贴。冬天刚过，人们惊喜地感受到春...
	字之类，断然不可。那么，换作“不”字、“微”字、“稍”字、“将”字、“要”
	字等等，怎么样？这些字有的音调不合，有的味道欠佳。由此可见诗人选 字的精当。
	志安算不上出色的诗人，但他的“杏花雨”、“杨柳风”，却是脍炙人口 (kuFi zh4 rRn k8u, enjoy great popularity)的名句。

	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上）
	亲爱的小敏：
	你好！你在来信中问我，秦朝不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为什么称秦始 皇为中国第一个皇帝？套(tFo)用你们老师常说的：“Good question！”让爷爷来 告诉你。
	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夏朝建立在公元前21世纪，也就是四千多 年以前了。后来又经历了商朝和周朝。周朝的后期就是你知道的春秋战国 时期。到战国末期，秦国越来越强大。最后，秦...
	嬴政觉得自己的功绩(g0ng j4, accomplishment)，不仅胜于当时各国的国王，也 胜于古代的任何国王，所以只有比“王”更加尊贵的称号，才配(pYi)得上自 己。于是他决定采用“皇帝”的称号来称...
	秦始皇规定：子孙接替他皇位的，按照次序排列。第二代叫二世皇帝， 第三代叫三世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传到千世万世。结果，虽 然秦朝到二世就灭亡了，“皇帝”这个称呼...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以后，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也做了一些伤害 人民的事。
	战国时期，各国有各国的制度。就拿交通来说，各国车辆的轮子之间 的距离(jP l2)不同，因此车道也有宽(kuAn)有窄。国家统一了，车辆要在不同 的车道上行走，很不方便。于是秦始皇规定(gu1...
	在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也很不同。就是一样的文字，也有好几种写 法。秦始皇规定用一种书写比较方便的书法（隶书(l4)），作为全国统一的 文字。这样，各地的文化交流也方便多了，这...
	各地交通便利，商业也发达起来。但是，原来各国的度(dP)、量(liFng)、 衡(hRng)制度(measurement systems)不一样，不利于商业发展。于是秦始皇又规定了 全国用统一的度、量、衡制度。这样，各地...
	“车同轨”、“书同文”和“统一度量衡制度”是秦始皇做的有利于人民 生活的事。其他的事，我们下次再接着谈吧！
	祝好！
	爷爷
	于5月6日


	用时间与用金钱（下）
	有个人总是急急忙忙地做事。朋友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何不轻轻 松松地慢慢来。他回答说：“我做事快，正是为了争取多余的时间。你们看 到的是我忙碌(lP)的一面。其实当我回到家，...
	这个人是以速度(sP dP)来争取时间。他把零碎(l2ng su4)的时间集中，成为 大块的时间，也就能作较大的用处。比起那些做事总是拖拖拉拉，永远没 有较多“空闲”的人，他算是会利用时间的。
	我们也时常看见主妇(housewife)们一边聊天，一边织(zh1)毛衣。由于这两 种事都是较轻松的，不必百分之百地集中精神，所以她们在同一时间，可 以做两件事。
	所以，当你周末起床之后就坐在桌前发呆，说是要想想今天该怎么安 排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浪费时间。你为什么不一边洗脸刷牙，一边想这些 事呢？
	或许你要说，做事应该专心，同一时间内只能做一件事。我想，对于 需要集中精神做的事，确实如此。可是，你能不能一边看报一边等公车呢？ 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一时两用、一心两用、必...
	总而言之，我以上所说的，掌握时间的原则应该是：
	一、决定事情的轻重缓(huDn)急，以优先顺序来安排时间，免(miDn)得该 做的事情到头来没有做。
	二、以大块的时间做大的事情，以小时间做小事，绝不将大时间打碎， 用来处理小事。
	三、以速度争取时间，将争取到的小时间，集中为较大的时间。
	四、如果可能，在同一时间，做更多的事情，使时间多元化。
	你细细想想，这用时间与用金钱的道理不是差不多吗？
	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下）
	亲爱的小敏：
	你好！你的回信中，又问起我秦始皇“焚书坑儒(fRn shU kEng rI)”是怎么回 事。我们先看一下“焚书坑儒”字面上的意思。“焚”字上面有许多木头 （林），下面是火。“焚书”，是把书用火...
	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呢？简单说来是这样的：
	在秦始皇以前，国王管理国家都是用分封(fEng)的办法。就是把国家分 成几部分，国王封自己的兄弟或其他信任的人去那里当“诸侯(zhU h9u)”，也 就是当地的王，去管理。
	秦始皇觉得这样做，权力太分散，就决定废除(fYI chI)分封的办法，改 用郡县制(jPn xiFn zh4) 。他把全国分成三十六个郡(jPn)，郡下面再分县(xiFn)。郡 的长官都由自己直接任命。国家的政事，不...
	秦始皇采用郡县制，受到一些人，尤其是一些读书人的反对。他们拿 出以前的古书，来证明以前的做法是对的。秦始皇当然不喜欢那些古书，就 下命令，老百姓家里除了秦国的历史书，以...
	秦始皇以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能反对他了。而事实上，这反而埋下 了仇恨(ch9u hYn, hatred)的种子。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不久，北方的匈奴打了进来。秦始皇派三十万大 军去抵抗，把匈奴赶了出去。为了防御匈奴的侵犯，秦始皇征用几十万民 工，把原来燕、赵、秦三国北方的城墙连接起...
	除了建造长城，秦始皇还用七十万俘虏(fO lO, captives)，动工建造皇宫(huSng g0ng, palace)。 秦始皇计划建造的皇宫相当大，东西近2英里(mile)，南北近1英 里，光是皇宫前面的大厅，就可以坐上近...
	秦始皇这样大规模地打仗，建造长城、皇宫和陵墓，给人民增加了很 重的负担(fP dAn)，人民生活苦不堪(kAn)言。结果，在秦始皇去世后不久，人 民就起来造反，把他想世世代代传下去的秦朝...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秦朝当时的首都长安，就是 现在的西安。你明年来中国过暑假的时候，爷爷带你一起去参观守卫秦始 皇陵墓的兵马俑(b1ng mD y8ng, terra cotta soldiers)。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
	祝你快乐！


	保护根本
	我有一位朋友，以写时事评论(column of current events)闻名，各大报社(news agency) 都经常找他约稿(yuE gDo, ask him to write articles)。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真不了解那些找 我约稿(yuE gDo)的人，他们白...
	“他们也不想想，晚上喝得酩酊(m2ng d1ng)大醉，如何有清醒的头脑写稿？白 天接电话聊天，又如何有时间查阅(chS yuY)资料？所以我留了电话录音，有空再 回电话。晚上请我吃饭则多半谢绝(xi...
	听来像是一个笑话，但是那最后两句话，却有极深的道理。你会发现这世 上的人真是十分奇怪、又非常矛盾(mSo dPn, contradictory)的。他们希望你写出最好的 作品，却可能整天整夜地干扰(rDo)你...
	不知你听完这段话，有什么感想？你觉得是人们太现实？还是维持(wRi ch2, maintain)成功太不易？其实这世界本来就是如此。比如看戏时，掌声(applause)会引 来更多的掌声，嘘(xU)声也可能勾起更...
	所以，当你获得奉承(fYng chRng, flattery)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你为什么被奉承。 而且应该知道，如果失去了那被奉承的东西，你也可能失去已获(hu7)得的一切。
	你在学校担任指导数学的工作，那些被指导的同学，为了表达他们的谢 意，纷纷请你看电影。你觉得别人的盛(shYng)情难却，而一一赴约(fP yuE)。这使 我不得不讲以上的这段故事给你听。
	请不要觉得我太现实，否(f8u)定了友情的价值。但我必须强调，在任何情 况之下，你都要保护自己的根本，如同那位写时事评论的学者所说：
	“今天我不去吃饭，只要稿子写得好，以后还会有人请我写。如果我去吃 了饭，写作的质量(zh4 liFng)却降(jiFng)低了，连着几次，就再也没人请我写了。”
	这种道理，不仅今天值得你深思，而且可能受用一辈子！

	三、来之不易的“绿”字
	王安石是宋朝的一位大诗人，我们曾经读过他写的诗“梅花”。王 安石的家在中国江南的钟山，而他自己则长年在北方的京城里做官。那 年春天，他终于有机会从寒冷的北方，回江南探望...
	王安石坐船一路南下。一天晚上，他的船停泊(b9)在长江北岸一个 叫瓜州的地方。瓜州的对岸，是繁华的城市京口，而京口离钟山已经 很近了。王安石站在船头，望着江南的春色，想到很快...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gR)数(shP)重山。
	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huSn)？
	王安石读着自己刚写完的诗，对“春风又到江南岸”的“到”字觉 得不满意——从这个“到”字，看不出春到江南是什么景象。
	他想了一会儿，提笔把“到”字圈去，写上一个“过”字，成了
	“春风又过江南岸”。
	“过”，春风来了，又走了，有动的感觉，比“到”字生动多了。 但是，怎样能把自己思念家人的心情也表达出来呢？
	王安石又把“过”字圈去，改成“入”字，成为“春风又入江南岸”
	——春风已经进入江南，漂泊在外的游子，何时才能回家？“入”字显然 比“过”字更能表达王安石思念家人的心情。可是，“入”字是描写往深 处行进，而眼前的整个江岸，却是如此开...
	王安石又把“入”字改为“满”字，成了“春风又满江南岸”——春 风已满江南，游子还在江北，既有思乡之情，又有满眼春色，好像很 不错了。可是，再一想，“满”字给人的感觉太实...
	他站起身，漫步走上江岸。春风轻轻地吹过，身边的青草在风中 摇摆着。王安石想起唐朝诗人王维《山中送别》中的诗句：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当明年春草再绿的时候，漂泊在 外的朋友啊，你会不会回来呢？）
	他心里突然一亮——对呀，春草绿了，是回家的时候了！这个“绿”
	字，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字！
	王安石连忙回到船上，挥笔把诗重新抄写一遍：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个来之不易的“绿”字，像画龙点睛一样，把整首诗点“活” 了。正是这个“绿”字，使王安石的这首《泊船瓜州》一直流传到今天。
	词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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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英 文，可以查阅课本后的总词汇表（Glossary）。
	1来之不易
	2王安石
	3宋朝
	4曾经
	5江南
	6长年
	7做官
	8机会
	9寒冷
	10探望
	11停泊(b9)
	12繁华
	13兴奋
	14圈去
	15思念
	16表达
	17漂泊在外
	18游子
	19描写
	20深处
	21 开阔
	22不合适
	23回味
	24余地
	25漫步
	26江岸
	27摇摆
	28归
	29挥笔

	30重新
	31抄写
	32 画龙点睛
	33流传
	这首诗的题目“商歌”中的“商”字，代表的是秋天。而写的内容，却发 生在春天。
	寒冷的冬天终于结束了。春暖花开，东风满天，人们都来到户外享受春天 的美好时光。 可是，穷人却偏偏没有这份心情。贫家姑娘背着柴从花下匆匆走 过，树上传来燕子的叫声。她不禁想...




	商 歌
	东风满天地，
	贫家独无春。
	负薪花下过，
	燕语似讥人。
	现代音乐以A、B、C、D、E、F、G标志音高，中国的古乐以宫、商、角、 徵（音止）、羽标志音高，称为“五音”，相当于现在的C、D、E、G、A。古人 认为五音各有象征，其中“商”代表萧瑟(x...
	这首诗的文字简练、有力。“贫家无春”一语，是对社会的不公正的贴切 的概括，本身已十分感人。诗人再以一“满”字与一“独”字作对比，把激忿 (fYn)、无奈(nFi)之情表达得更为强烈。
	春风送暖，正是赏花时候。为饥寒所迫而辛苦劳作的人，听见花间燕语， 不禁觉得燕子是在嘲笑自己辜负(gU fP)了良辰美景。诗人试着体会穷苦人的感 受，并努力地加以渲染(xuFn rDn)。
	对贫穷的农夫、蚕妇(cSn fP)、工匠、歌女，古来的许多诗人都倾注(q1ng zhP)过 同情。但是，大多数的这类诗，表达的是局外人的怜悯(liSn m3n)和义愤。本诗的 后两句，在当时，要算是相当新颖(...


	妹妹考哥哥
	苏东坡和黄山谷（就是《桃核刻成的小船》一文中提到的黄鲁直）是 宋朝的大文学家，又是好朋友。一天，黄山谷在苏东坡家聊天，苏东坡的 妹妹苏小妹背着手走上前来。她微微侧(cY)着头...
	“可以啊！你要我们填什么字呢？”苏东坡和黄山谷一起回答。
	“你们看，”苏小妹展开藏在背后的纸，上面写着两行字：
	轻风细柳
	淡月梅花
	“请在每一行中间各加一个字作腰。”
	苏东坡略加思索，说道：“加‘摇’、‘映(y4ng, reflect)’两字，‘轻风摇细柳， 淡月映梅花’，怎么样？”
	苏小妹说：“不好，不好，这太普通了，恐怕连十岁的孩子也写得出。”
	苏东坡又想了一想，说：“那就加‘舞’和‘隐(y3n, hide)’两字，改成‘轻 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不错吧？”
	苏小妹抿(m3n)着嘴摇摇头，仍然不满意。
	黄山谷是个谨慎(j3n shYn)的人，他看苏东坡两次败阵，便不敢轻易开口。
	苏小妹说：“你们既然填不出好字，那就听我来说说看。我想填一个
	‘扶’，一个‘失’，成为‘轻风扶细柳， 淡月失梅花’。”——风轻轻地“扶着” 柳树，淡淡的月光下，梅花“失去”了 白天的那份清晰(x1)，朦朦胧胧的，却 显得更美了。
	苏东坡不由得连声夸奖妹妹：“填 得好！填得好！哥哥认输(shU)了！”

	远行的朋友
	今天当你跟Henry出去玩的时候，我特别把你叫进来，叮嘱(d1ng zhO)你不 要对他说我们准备买新房子的事。你似乎不太能理解地看看我，心不甘、情 不愿地点头出去了。不错，你可能认为我有...
	他可能在家里对着心神不定的父母，说自己想留下，却换来了斥责(ch4 zR)。 而他的父母心中，又会有多少矛盾(mSo dPn)？而且，当我们搬新家的时候，他 们已经离开了。那么你对他说，又有什...
	如果你对一个将要离去的朋友说，你不但没有这样的忧伤，反而在为 买新房子而高兴。那么，这对你和对他，又有什么好处？这只会增大你们 之间的距离。所以，你可以对他说，你对于他...
	对失意的人，不要谈自己得意的事，因为那只可能加重对方的忧伤。 你可以告诉他你自己生活中不如意的地方，让他感到失意的不只是他一 人。同样，对得意的人，不要谈自己失意的事，...
	在未来的岁月，随着你的成长，将会逐渐(zhI jiFn)了解我这番话的道理。

	四、中国民歌
	对歌（选自歌剧《刘三姐》）
	什么水面打跟斗？
	什么水面起高楼？
	什么水面撑(chEng)阳伞？
	什么水面共白头？
	鸭子水面打跟斗，
	大船水面起高楼，
	荷叶水面撑阳伞，
	鸳鸯(yuAn yAng)水面共白头。
	什么结果抱娘颈？
	什么结果一条心？
	什么结果包梳子？
	什么结果披鱼鳞(l2n)？
	木瓜结果抱娘颈，
	香蕉结果一条心，
	菠萝结果披鱼鳞。
	什么有嘴不讲话？
	什么无嘴闹喳喳？
	什么有脚不走路？
	什么无脚走千家？
	菩萨(pI sF)有嘴不讲话，
	铜锣无嘴闹喳喳，
	财主有脚不走路，
	铜钱无脚走千家。

	康定情歌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月亮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哟)。
	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
	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哟)，
	月亮弯弯看上(溜溜的)她(哟)。
	一来(溜溜的)看上人才(溜溜的)好(哟)，
	二来(溜溜的)看上会当(溜溜的)家(哟)，
	月亮弯弯会当(溜溜的)家(哟)。
	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爱(哟)，
	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哟)，
	月亮弯弯任你(溜溜的)求(哟)！
	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它。
	我有心采一朵戴，
	又怕看花的人儿骂。
	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它。
	我有心采一朵戴，
	又怕旁人笑话。
	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花开比也比不过它。
	我有心采一朵戴，
	又怕来年不发芽。
	诗人王维有一处很大的庄园。庄园的山上，茂密安静的树林里，是鹿群出 没(m7)的地方。诗歌写的是诗人独自一人在“鹿柴(zhFi)”的感受：寂(j4)寂空山中， 看不见人影，却因为隐隐传来的人...

	鹿 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反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寂寂空山，微闻人声。是猎人的号子，还是村姑的山歌？是樵(qiSo)夫隔山 涧问候老友，还是母亲倚柴门呼唤牧童？人声微闻，更显得空山寂寂。
	正午的阳光，照不进浓密的枝叶；落日的余晖，却穿过了树干间的缝隙(fYng x4)， 投影于青苔。
	诗中所含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情趣，只能在宁静中感受，在悠闲中玩味。 工业化给人类带来永不停息的喧闹，有声的和无声的。无处不在的竞争，使人 们时时焦虑、烦躁。我们也许比从...
	这首诗的语言，像作者的许多作品一样，淡淡的，似乎毫不用力。这首诗 妙在意境，而不在修辞。什么是意境？这很难说。可以断定的是，意境美，不 是光凭写作的技巧就能达到的。



	歌词选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她那粉红的笑脸，
	好像红太阳，
	她那活泼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抛弃(pAo q4)了财产，
	跟她去放羊，
	每天看那粉红的笑脸，
	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太阳出来喜洋洋（四川民歌）
	太阳出来(罗儿)喜洋洋(欧朗罗)，
	挑起扁担(郎郎扯,光扯)上山岗(欧罗罗)。
	手里拿把(罗儿)开山斧(欧朗罗)，
	不怕虎豹(郎郎扯,光扯)和豺狼(欧罗罗)。
	走了一山(罗儿)又一山(欧朗罗)，
	这山去了(郎郎扯,光扯)那山来(欧罗罗)。
	只要我们(罗儿)多勤快(欧朗罗)，
	不愁吃来(郎郎扯,光扯)不愁穿(欧罗罗)。

	敖包相会（内蒙古民歌）
	男：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哪，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我等待着心爱的姑娘呀，
	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嗬？
	女：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
	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
	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
	你心上的人就会跑过来哟嗬。

	贵人哪里来（上）
	“贵(gu4)人”这个词，相信你早就知道了。记得三年前，有一次家里请 客。我事先对你说，那天邀请(yAo q3ng)的客人是我以前的贵人，因为有他的 帮助，才使我有后来的成功。你当时虽然不...
	但我后来也听说，他的太太回家跟他大吵一架，说他自己连个固定(gP d4ng) 的工作都没有，怎会是别人的“贵人”？他的妻子错了：因为能做贵人的， 自己不一定多么尊(zUn)贵。当我们要找自...
	从前，有个人给燕国的丞相(chRng xiFng, prime minister)写信。因为光线太暗， 他就叫仆(pI)人把蜡烛(lF zhI)举高一些。没想到，他一不留意，把“举烛”两 个字，也写进了信中。燕国的丞相收到信...
	传说李白小时候读书没有耐心。有一天，他看见一位老太太，居然想 把一根铁棒磨成针。李白顿(dPn)时醒悟，回去苦练，成为诗仙。
	米开郎基罗(Michelangelo)第一次画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时，有些不满意 自己的作品，却又因为已经完成了大半，而舍不得重新画过。有一天，他 去喝酒，看见酒店的老板毫不犹豫(hSo bP y9u yP...

	五、阴历，阳历，阴阳历
	甲：上星期我们学习了古诗“清明”。
	乙：（抢背古诗《清明》）怎么样？不瞒你说，这首诗，我很小的时候就 学过，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
	甲：哦，还真有你的！我倒想讨教一下，这首诗的题目，“清明”二 字，是什么意思？
	乙：你连“清明”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告诉你吧，“清明”是一个节 气的名字。
	甲：那么，“节气”又是什么呢？你说“清明”是一个节气的名字，那 么，到底一共有多少个节气呢？
	乙：（面有愧色）哟，这下你可把我给问住了！我只知道“清明”是一个 节气。至于什么叫节气，到底有多少个节气，我还真说不上来呢！
	甲：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是让我来告诉你，“节气”是 中国传统历法中的一部分。
	乙： （抢着接上）中国传统的历法我知道！中国传统的历法又叫阴历(lunar calendar)，阴历是根据月亮来算的历法。而现在世界上通用的历法， 是根据太阳来算的，所以又叫阳历(solar calendar)。
	甲：那么，阴历和阳历有什么具体的不同呢？你说得上来吗？
	乙：具体的不同？哟，你又把我问住了！我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啊。看来，是我应该向你虚心讨教才是。
	甲：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阴历是按照月亮算的，月亮从缺到圆再到 缺，一个循环(xIn huSn)算一个月。从前的人没有纸笔，这样按照月 亮的圆缺来算日子，多方便哪！月亮圆缺的一个循环是二...
	乙：等一等，等一等。这样的话，岂(q3)不是阴历每年都要比阳历少上 十来天？几年下来，我们岂不是要提早到夏天来过中国新年了？
	甲：古代的中国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每过几 年，等到这些相差的天数积累到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就给那一 年加一个月，变成一年有十三个月，叫作闰年。这样一...
	乙：怪不得，我曾经听我奶奶说起过什么闰(rPn)六月，那一年真的过 了两个六月。前一个六月叫六月，后一个六月叫闰六月。一年有 两个六月，一年就有十三个月了！
	甲：可以这么说，在中国传统历法里，月份是根据月亮算的，年是根 据太阳来调整的。所以准确地说，中国的传统历法应该叫作阴阳 历，它既考虑月亮和地球的关系，也考虑太阳和地球的...
	乙：嗨，考虑得还真周到！我猜传统历法把太阳也考虑进来，可能和 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有关系。
	甲：一点不错。为了从事农业的方便，中国传统历法根据太阳和地球 的位置，把一年分成24等份，那24个交接点，称为24个节气。
	乙： 这下可说到节气了。根据日照的长短，把一年分成24等份，那24 个交接点，就是24个节气？
	甲：是啊！（指前方地上）你看那根竖着的棍子，你能根据它，说出一年 中哪天白天最长，哪天白天最短吗？
	乙：这不难。夏天的中午，哪一天这棍子的影子最短，那天就是日照 最长的一天，也就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冬天的中午，哪一 天这棍子的影子最长，那天就是日照最短的一天，也就...
	甲：看不出来，你还真不笨！
	乙： 至少不比你笨！春天和秋天的中午，各有一天这根棍子的影子介 于最长和最短的中间，那两天的白天和夜晚一样长。
	甲：还真有你的！中国传统历法中的节气，把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 叫作“冬至”，白天最长的一天叫作“夏至”。春秋两季中白天和 黑夜一样长的两天，一天叫作“春分”，另一天叫作...
	乙：哦，这下我懂了。然后，再继续分割下去，就可以把阳历的一年 分成二十四份，也就是二十四个节气，和阴历的月份没有直接联 系。
	甲：对了。因为虽然有闰月来调整年的长度，阴历的月份和阳历还是 不吻合(wTn hR)的。比如春节有时候在阳历一月，有时候在阳历二 月，前后的差距(chA jP)有二十多天呢。我们的祖先如果根...
	乙：是啊，比如播种，要是今年在阴历三月初一播种，明年也在阴历 三月初一播种，这两个三月初一的日照时间却是不一样的，那么 对农作物的影响也就不一样了。要是今年三月初一的日...
	甲：所以，中国的农民是根据节气来决定农事的。比如，有一个节气 叫作“谷雨”——谷种像下雨一样播到地里去。不管阴历的月份如 何前后摆动，“谷雨”那天永远在阳历的四月二十日...
	乙：节气还真有用！ 看来，“清明”也是这二十四个节气之一罗？
	甲：是的，“清明”正好在“谷雨”前面，在每年阳历四月五日或六日。 清明前后，春暖花开，是人们外出春游和扫墓(sDo mP)的日子。
	乙： 这下我才弄明白了。为了改正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毛病， 我要把24个节气的名字和意义全部搞清楚！
	甲： （掏出一张纸递给乙）你看，这上面有关于二十四节气更详细的介绍， 送给你吧！
	乙： （接过纸）太好了！（对甲鞠躬(jU g0ng)）多谢！多谢！
	（两人对观众鞠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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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节气图
	二十四节气歌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茫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在没有火车、汽车的古代，长江是交通要道。江 面上虽然繁忙，长年在江上撑船的姑娘，生活却是寂寞(j4 m7)的。偶尔(8u Tr)，迎 面而来的船上，飘来一个小伙子的乡...
	那边船上的小伙子回答姑娘说：我家住在九江边，我也是在九江上来来 去去的啊！听起来，我们都是长干人，可惜(x1)从小到大，还不曾相识呢！
	一问一答之间，两条船又要各奔东西了。姑娘和小伙子刚刚相识，马上又 要分别了。还能再见吗？在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姑娘和小伙子，带走了各 自的惆怅(ch9u chFng)……

	长干曲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
	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长干曲”，又题作“长干行”，也是乐府古题。“长干”是地名，其地 属(shO)于今天的南京市。
	古题之下，是两首五言绝句，一问一答，不可分割。一对少男少女， 偶然(8u rSn, accidentally)在江上相遇，女孩不等对方回答自己的问题，连忙解释 (jiT sh4)自己发问的缘由，寥(liSo)寥二十字，...
	从历史上说，先有民歌，后有文人诗，甚至可以说，民歌孕育(yPn yP)了 文人诗。诗到了文人手里，词句渐趋(qU)雅致，感情渐趋细腻(n4)，野花变作 盆栽，颜色是更加娇艳了，但减少了野性，...
	都市化使民歌沉寂。源头枯竭(jiR)，河水就会断流，民歌衰(shuAi)落，诗 也跟着失去光彩，难怪现代诗不像古诗那样拥有众多的读者。据说，退耕 封山、植草种树能够涵(hSn)养水源。可惜没有...
	长江边上有一座庐(lI)山，西林寺就在庐山上。西林寺里有一块粉白色的墙 壁，诗人苏轼的这首诗歌，就用漂亮的书法题写在西林壁上。苏轼在诗歌中 唱道：迷人的庐山啊，横着看，你是岭...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西林寺，又叫乾(qiSn)明寺，是位于中国著名风景区庐山中的一座寺庙 (s4 miFo)。苏轼的这首诗最初就是写在西林寺的墙上。
	中国古代的文人探名山、访古刹(chF, temple)、游园赏花、登楼饮酒的时候， 兴之所至，往往会作几句诗，题写在墙壁上。这样的诗被称为“题壁诗”。 那时的风景区远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游客...
	题壁诗的内容多数是眼前的景物、当时的心情、身世的感慨(kDi)，也有 少量的，譬(p4)如像苏轼这首，从眼前景色引出玄妙(xuSn miFo)的哲理(zhR l3)。 诗人在山中游览，发现山的形状随着观察(guA...
	人一来到世上，就企图(q3 tI, attempt)了解自身和周围的环境。人的观察和 思考总是由近及远。但是，切近的体察一定是正确的吗？纷繁的细节使人 迷惑，一再的重复使人视若无睹(sh4 ru7 wI dO, ...
	西林寺早已毁(hu3)于战火，遗址(y2 zh3, ruins)还在。人们走到这里，总要想 起苏轼和苏轼的这首诗。


	苏东坡和对联
	苏东坡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书画家。他少年时才智过人，读了许多 书，常常受人夸奖。别人的好话听多了，苏东坡渐渐骄傲起来。一天，他 在自家门前写了一副对联：
	识遍天下字
	读尽人间书
	过往行人看了，有的人夸这家出了能人，也有的人摇摇头，觉得他夸 口夸得太大了。
	有一天，一位白发老人登门拜访苏东坡。老人说：“我在这门口经过， 知道这里的主人把天下的字都识遍了，特地前来请教。”
	苏东坡见这么大年纪的人都来请教自己，心里十分得意。他为老人让 了座，然后问道：“老先生可有什么疑难？”老人没有说话，笑眯眯地从身 上取出一本书来。
	苏东坡接过书，翻开第一页，一开头就读不下去了。为什么呢？他有 两个字不认识。越往下看，他不认识的字越多，苏东坡的脸上红一阵、白 一阵，前额(R)冒出了汗，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人说：“怎么，这些字连您也不认识啊？”说完，老人笑着站起来， 告别了苏东坡。
	苏东坡呆若(ru7)木鸡，连送客都忘记了。过了一会儿，他恍(huDng)然大 悟，急忙在对联上加了几个字，那副对联就 成了：
	发愤(fYn)识遍天下字
	立志读尽人间书
	后来，苏东坡果然成了中国一位伟大的 文学家。

	贵人哪里来（下）
	不小心把“举烛(zhI)”二字写到信里去的人，想把铁棒磨成针的老太太， 和酒店里倒掉坏酒的老板，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无意中的行为竟然造就了 别人？而他们难道不是燕国、李白和米开郎...
	又比如，我有位朋友跟旅行团出国旅行。临上飞机时，旅行社的小姐 才发现，竟把他最重要的签证(qiAn zhYng, visa)资料遗失了。他起初大发雷霆 (t2ng)，要求赔偿(pRi chSng)损失。但是他后来又跑...
	你想想，由犯错，到成为别人的救命恩人，这当中有多么大的转变， 哪里是当事人预(yP)先所能知道的？
	再拿我最近碰到的事来说吧！当我的新书《点一盏(zhDn)心灯》写作到 中途(tI)的时候，有位朋友来访。他看了我写好的稿子说：“这些东西太软， 缺乏(quE fS)吸引人的力量！”虽然你的母亲...
	由此可知，在我们的四周，到处都可能发现自己的贵人。他们不一定 是直接提拔(t2 bS, promote)你的老板，而可能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是一面之缘 的过客，甚至是你的敌人。只要你能在他们...
	所以，不要轻视任何人，也不要轻视自己。因为那平凡人可能是你的 贵人，你也可能成为别人的贵人！

	有趣的标点
	唐朝大诗人杜牧有一首《清明》绝句，原文是：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有人把这首唐诗，改动一下标点符号，把它变成了另一首小诗：
	清明时节雨，
	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
	遥指杏花村。
	如果将标点符号再作改动，便成了一出小剧(play)：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
	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无心的错误
	有一个年轻的留美学生，在从佛罗里达(Florida)到纽约的飞机上，笑嘻嘻地 递给空中小姐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我身上有炸弹，我要劫(jiR)机。”
	空中小姐笑了笑，把纸条还给那个留学生，便离开了。几分钟之后，空中 小姐又转回来说：“把你刚才那个纸条再给我看看！”并取走了纸条。而当飞 机降落时，地面上近百的警戒(j3ng jiY)...
	“我只是开个小玩笑！”但是没有用。他被押(yA)上囚(qiI)车，并面临了十 五年的徒刑(tI x2ng, prison sentence)。
	我刚回到纽约，你母亲就告诉我这个报上才登过的新闻，并十分感慨而同 情地说：“这个年轻人多可怜哪！我相信，如果坐在飞机上的是我们的儿子， 而儿子的朋友又纵恿(s8ng y8ng, instigate)...
	对了！这是最令人心惊的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常会犯下无心的错 误，偏偏那错误常会造成终身的伤害而难以弥补(m2 bO, make amends)。
	今天我在后院整理园子时，发现地上插了许多冲天炮的细竹条，才知道你 居然趁父母不在的时候，请你的朋友凯尼(Kenny)来放炮。你明知在纽约放炮是 违法(wTi fD, illegal)的，却答应他用我们...
	你也必然记得有一回，凯尼带着具有杀伤力的弓箭，拉你去小公园练习，造 成邻居报警(bFo j3ng)，一下子赶来三辆警车的事。前两天，我居然看到你的朋友把 几可乱真的玩具枪留在我们的树...
	可是，什么是无心的呢？酒后开车肇(zhFo)事的人是有心杀人吗？偶而(8u Tr) 试一次毒品，作为体验生活方法的人是有心犯罪(fFn zu4)吗？考试时受不住朋友 请托而传个纸条，是恶意犯规(fFn gu1, ...
	但是这些都没有坏动机的行为，却可能犯了杀人、吸毒、考试作弊(b4)的 罪行。它们有重有轻，但同样在生命中留下了污(wU)点。今天你还小。如果当 你长大之后，还不能慎(shYng)交朋友，又...
	记住！年轻人！“无心”往往就是一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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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楹联和春联，还有一种对联， 叫作“谜联”，一副对联就是一个谜语。 比方说左边这副谜联，是字谜联。上联 和下联各猜一个字。
	上联的谜底是一个“猜” 字；下联 的谜底是一个“谜”字，合起来正是“猜 谜”这个词。你想得通这是怎么回事 吗？如果想不通，就去和你的爸爸或妈 妈一起讨论一下吧！
	提示：
	“猜”字左边的“青”是绿色的意思，所以说“黑 不是……红黄更不是”；右边的“犭”，和“狐狸猫 狗”四字一样，但是“猜”字本身既不像“猫狗”那样 是家畜，也不像“狐狸”那样...
	“谜”字的左边是“讠”，“诗、词、论、语”这 四字里都有；右边是 “迷路”的“迷”，所以说是“对 东西北模糊”。“谜”常是短小而精彩的文字，所以说 “虽是小品，却是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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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狐 狸 猫 狗 彷 佛
	一、破釜沉舟
	秦朝末年，各地人民纷纷起义(uprising, revolt)。战国时期被秦朝灭亡的 各国，也趁机起兵，恢复国号。天下又是一片大乱。
	原楚国大将的后代项梁(xiFng liSng)，是个能文能武的人。他决定起兵 反抗秦朝，恢复楚国。项梁在当地很有威望，有八千个青年人愿意加 入他的队伍。由于这些青年人都是当地乡亲们的儿子...
	项梁和项羽带着八千子弟兵，打了很多胜仗，人马越来越多。不 久，项梁听从谋士范增(fFn zEng)的建议，找到原楚怀王的孙子，把他立 为楚王。
	那一年（公元前207年），秦国的三十万人马包围了赵国一个叫 巨鹿(jP lP)的地方，被围的赵王向楚王求救。楚王派宋义(s7ng y4)为上将 军，项羽为次将，带领二十万人马去救赵国。
	谁知，宋义听说秦军兵力强大，走到半路就停了下来，不再前进， 一停就是一个半月。军中的粮食(liSng shi)越来越少，士兵们连饭也吃不 上了。
	项羽几次去劝宋义出兵，宋义都不听。项羽气坏了，他在一次开 会的时候，拔出剑来把宋义杀了。
	项羽杀了宋义，自己当了“上将军”。楚军中有不少是项羽带来的 子弟兵，他们都愿意听从项羽的指挥。
	项羽立即派出一支小部队，把秦军运粮的道路切断。然后，他自 己带领主力部队，渡漳(zhAng)河去解救巨鹿。
	楚军的主力部队全部渡过了漳河，前面不远就是被秦军包围的巨 鹿了。项羽让将士们饱饱地吃了一顿饭，每人再带上三天的干粮。
	然后，楚军把做饭用的锅（釜 fO）统统砸碎(zS su4)，把渡河的船（舟 zh0u）统统凿(zSo)穿，沉入河里。项羽集合起全军将士，对他们说：“咱 们马上就要和秦兵打仗了！咱们这次打仗，有进无...
	楚军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拼死地向秦军冲杀过去，经过连续九 次冲锋，把秦军打得大败。
	当时，各路将领来救赵国的，有十几支人马。可是他们都不敢跟 秦军开战。当他们听到楚军震天动地的喊杀声，看到楚军横冲直撞地 杀进秦营，都吓得说不出话来。等到项羽打败了秦军，...
	大家对项羽说：“上将军真了不起，自古到今没有第二个。我们愿 意服从您的指挥。”
	巨鹿大战以后，项羽的威名传遍了天下。过了两年，秦朝就灭亡 了。项羽愈(yP)战愈勇，成为“西楚霸王”。

	词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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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英 文，可以查阅课本后的总词汇表（Glo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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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仅仅写在书上，也记在诗人们的心中。刘禹锡(yO x1)是 生活在一千年以前唐朝的一位诗人。在他眼里，大自然的山、河、潮水(tide)，甚 至月亮，都对历史的变迁怀着一...

	石头城

	〔唐〕刘禹锡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头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来。
	本诗是作者在金陵(l2ng)，即现在的南京，写下的一组怀古诗中的一首。
	怀古诗是古诗中的一大类。中国有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年史。历代 的读书人通常有很多时间研究古代的典籍(diDn j2)。中国同时又是诗的国度， 古人给我们留下了浩(hFo)如烟海的瑰(gu1)丽篇...
	怀古诗咏叹的可以是具体的人物的荣辱(r9ng rO, honor and disgrace)，事件的成 败，也可以是较为笼统(l8ng t8ng, general)的盛衰兴亡。诗人往往把历史与当时的 政治或自己的身世相联系，抒发愤懑(fYn...
	三国时的吴、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建都于南京。本诗 作者对朝代的更迭(gEng diR)、繁华的消歇(xiAo xiE)不作直接的感慨，只写下景 物依旧，引得读者为人事全非而浩(hFo)然长叹...



	鸿门宴
	这个故事的题目叫“鸿门宴(h9ng mRn yFn)”。“鸿门”是一个地名，“宴”指 的是宴会、宴席，是 banquet 的意思。两千两百多年以前在“鸿门”那个地 方，举行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宴会，至今还...
	秦朝末年，纷纷起义反秦的人中，有一个叫刘邦的，因为他从沛(pYi)县 (xiFn, county)那个地方起兵，所以大家称他“沛公”。刘邦刚起兵的时候才十几 个人，由于得到朋友萧何(xiAo hR)等人的帮...
	后来，刘邦遇到另一个起兵的人张良，带着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刘 邦和张良很谈得来，他们就把队伍合起来，一起去投奔项梁(xiFng liSng)。
	刘邦身边的能人很多，除了萧何和张良以外，还有韩(hSn)信、樊哙(fSn kuFi) 等等。在他们的辅助(fO zhP)下，刘邦的队伍渐渐壮大起来。
	公元前206年，秦王投降了。项羽和刘邦都到了秦都咸阳(xiSn ySng)。项 羽的兵马四十万，驻扎(zhP zhA)在鸿(h9ng)门；刘邦的兵马只有十万，驻扎在 灞(bF)上。双方相隔只有四十里地。项羽想到刘...
	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张良的老朋友，张良曾经救过他的命。项伯担心 张良的安全，就连夜骑着快马到灞上劝张良逃走。张良不愿意离开刘邦，却 把项伯带来的消息告诉了刘邦。刘邦知道敌...
	第二天一清早，刘邦带着张良、樊哙(fSn kuFi)和一百多个随从，去鸿门 拜见项羽。
	项羽的谋士范增(fFn zEng)对项羽说：“刘邦这个人有大志，要与大王您 争天下，今天他来到鸿门，正好趁机会把他杀掉，否则后患(huFn)无穷。”
	刘邦来到鸿门，恭(g0ng)恭敬(j4ng)敬地拜见项羽。项羽按照礼节，举行 宴会招待他。这就是鸿门宴。在宴会上，刘邦再三地说明，自己绝对不会 反对项羽。项羽见刘邦这么低声下气地向他说...
	范增一再向项羽使眼色，要他把刘邦杀掉。可是项羽只当没看见。
	范增见项羽不忍心下手，就跑出营外找到项羽的堂哥项庄，说：“咱们 大王心肠太软，你进去给他们敬酒，找个机会，把刘邦杀了。”
	项庄进去敬了酒，说：“军营里没有什么娱乐，请让我舞剑助助兴吧。” 说着，就拔出剑舞起来。项庄舞着舞着，慢慢舞到刘邦面前来了。
	项伯一看项庄出来舞剑，就知道他的用意是想杀刘邦。为了保护刘邦， 项伯跳出来说：“独舞不如对舞！咱们两人来对舞吧！”说着，也拔剑起舞。 他一面舞剑，一面用身子护住刘邦，使...
	张良一看形势十分紧张，就跑出营外找樊哙。张良对樊哙(fSn kuFi)说：“情 况十分危急，现在项庄正在舞剑，看来他们要对沛公下手了。”
	樊哙跳了起来，说：“要死就死在一起！”他右手提着剑，左手抱着盾 牌，直往营门冲去。樊哙闯进营里，气呼呼地望着项羽，头发像要往上竖 起来，眼睛瞪得大大的，连眼角都要裂开了。
	项羽十分吃惊，按着剑问：“这是什么人？到这儿干什么？”
	张良已经跟了进来，替他回答说：“这是替沛公驾车的樊哙。”
	项羽说：“好一个壮士！”就吩咐士兵赏他一杯酒，一只猪腿。
	樊哙一边喝酒，一边气愤地说：“沛公抢先攻进了秦国首都咸阳，却退 到城外，在灞上等待将军。想不到将军反而要杀害他！”
	项羽听了，没话可回答，只说：“坐吧。”樊哙就挨着张良坐下。
	过了一会儿，刘邦站起来上厕所，张良和樊哙也跟了出来。刘邦留下 一些礼物，交给张良，要张良向项羽告别，自己带着樊哙从小道上跑回灞 上去了。
	范增听说刘邦走了，气得大嚷(rDng)：“唉！项羽真是没用的小子，没法 替他出主意。将来夺取天下的，一定是刘邦！我们等着做俘虏就是了！”
	刘邦在这惊心动魄的鸿门宴上，总算是有惊无险。
	不久，刘邦被封为汉王，项羽自称“西楚霸(bF)王”。范增的话没有说 错，后来，汉王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最后以项羽的失败告终。

	据理力争
	当你告诉我，你跟新的英文老师辩论(biFn lPn, argue)评分方法，老师似乎对你 不高兴，而不太理会你。甚至当你有疑(y2)问举手时，他都装作没看到。我对你 说：“做得对！年轻人，我支持你！
	向一切不合理的事情抗争(kFng zhEng)到底，为维护(wRi hP)真理绝不屈(qU)服， 也是我从来的处事态度。我相信这种精神，是民主社会人人都应该有的。而坚 持自己的信仰(x4n yDng, faith)和坚持真理...
	记得我到大学美术系(Department of Fine Arts)上学的第一天，看见教室后面挂着一 幅相当好的画。我就向教授(jiFo sh7u, professor)打听，那张画在学校的展览(zhDn lDn, exhibition) 中得了第几名。教授告...
	我初来美国不久，有一次在南方坐长途(tI)汽车，被安排坐在最后面的厕 所旁边。上车以后，我却发现前面有许多空位。我就去询问，是不是因为种族 歧视(q2 sh4, discrimination)，才把我这个黄...
	你告诉我说，老师的评分方法不公平。虽然同学们都不服，却不敢说。只 有你提出来，并一条一条地与老师辩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有道德 (dFo dR)的人不少，但是有道德勇气(y8ng ...
	请注意，我说“有风度的抗争者”，“风度”是极重要的两个字。美国总统 大选辩论(biFn lPn, debate)时，评论员往往十分看重辩论者是否从头到尾面带笑容。 也就是说，即使在你激动而义正...
	我自己绝不会因为学生据(jP)理力争而扣(k7u)那个学生的分数。我可能会一 时不高兴，但不会一直不高兴。尤其是当我知道学生是对的时候，反而感谢他 的指正，甚至佩服(pYi fI)他的勇敢。我...
	露出开朗的笑容吧，或许有一天，那位老师也会对你这个不平凡的学生笑 了！

	二、四面楚歌
	公元前202年12月，汉王刘邦的大将韩(hSn)信，设下十面埋伏(mSi fI)， 把西楚霸(bF)王项羽围困在一个叫垓(gAi)下的地方。项羽的人马少，粮 食也快没有了。他想带领一支人马冲出去，但是汉军...
	深冬的夜晚，寒风呼啸(xiFo)，风声里还夹着歌声。歌声是从汉营里 传出来的，唱的却都是楚人的曲子。这是刘邦的谋士张良的计谋。他 教汉兵唱楚歌，用箫(xiAo)伴奏。夜深人静，阵阵歌声...
	项羽听见四面到处是楚歌声，不禁愣(lYng)住了：“完了！难道刘邦 已经打下楚地了吗？怎么汉营里有这么多的楚人呢？”项羽心乱如麻， 身边坐着他深爱着的美女虞姬(yI j4)。营帐(y2ng zhFng)...
	虞姬(yI j1)叫人把乌骓(zhu1)拉走，可是乌骓却怎么也不肯离开。项 羽再也忍不住，长叹一声，唱起了一曲悲凉的歌：
	我的力气拔得起一座大山哪，
	我的气魄(p7)能压倒天下好汉。
	时运不利啊乌骓(zhu1)再也不能奔驰(ch2)，
	乌骓(zhu1)不能奔驰啊这可怎么好？
	虞姬(yI j1)啊，虞姬啊，你可怎么办？
	这首《垓下歌》歌词原文是：
	力拔山兮(x1)气盖世，时不利兮骓(zhu1)不逝(sh4)。
	骓(zhu1)不逝(sh4)兮可奈(nFi)何，虞兮虞兮奈若何(nFi ru7 hR)。
	项羽一连唱了几遍，虞姬也跟着唱 起来。项羽唱着唱着，一行行眼泪从他 的脸上流下来。周围的人也都伤心流 泪，不忍心抬起头看项羽。
	虞姬完全明白项羽的心思，她趁 (chYn)项羽不注意，拔出剑来自杀了。
	虞姬死了，项羽没有了牵挂。他跨 上乌骓，带着剩下的八百人马，冲过汉营，马不停蹄地往南跑去。直 到天亮，汉军才发现项羽已经突围，连忙派出五千骑兵紧紧追赶。项 羽左右冲杀，最...
	乌江亭(t2ng)的亭长摇过一只船来，靠在岸边，请项羽上船。亭长 说：“江东地方虽小，可还有一千多里土地，几十万人口，您还可以在 那边作王。请霸王赶快渡江吧！”
	项羽望着奔腾的江水，苦笑了一下，说：
	“我起兵到现在已经八年，经历过七十多次战斗，从来没打过一次 败仗，号称西楚霸王。今天在这里被围，这是天要亡我，并不是我打 不过他们哪！既然天要亡我，我还渡江干什么？当初...
	他拉过心爱的坐骑乌骓，对乌江亭长说：“这匹马已经驮了我五 年，所向无敌，曾经一天跑过一千里路。我不忍杀掉它，把它送给你 吧。请你好好照顾它！”
	大队汉军追上来了，项羽命令他的将士们都跳下马，拿着短刀与 汉军交战。他们杀死了几百名汉兵，才一个个倒下。
	最后只剩项羽一个人了，他也受了十几处伤。这时，项羽看到了 汉将吕马童，便大声叫道：“这不是我的同乡吕马童吗？我听说刘邦出 重赏要我的人头，我就把这个好处送给你吧！”
	说罢，项羽在乌江边拔剑自杀。当时项羽三十一岁。
	项羽死了。乌江水依然奔流，日夜不停。
	一千多年过去了。当北方的金人攻下北宋首都，宋朝被迫南迁以 后，女诗人李清照(1085——1151)曾以诗来歌颂项羽：
	生当作人杰，死亦(y4)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词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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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英 文，可以查阅课本后的总词汇表（Glossary）。
	一、上半篇课文（从开始到“虞兮虞兮奈若何”）：
	1四面楚歌
	2大将
	3韩信
	4设下
	5十面埋伏
	6围困
	7粮食
	8重重叠叠
	9突围
	10营帐
	11寒风呼啸
	12夹着
	13谋士
	14计谋
	15箫
	16伴奏
	17夜深人静
	18愣住
	19坐骑
	20嘶鸣
	21心乱如麻
	22悲凉
	23时运
	24气魄
	25奔驰

	二、下半篇课文（从“项羽一连唱了几遍”到最后）：
	26趁
	27 牵挂
	28马不停蹄
	29 渡江
	30奔腾
	31 败仗
	32亡
	33 父老
	34 同情
	35 脸面
	36 照顾
	37 同乡
	38重赏
	39说罢
	40 依然
	41 歌颂
	42 人杰
	43 鬼雄
	44 被迫
	45 南迁
	宋朝的后半段——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屈辱(qU rO, humiliation)的朝代。在 北方金人的强烈攻势下，朝廷放弃抵抗，逃到长江南岸，把北宋的半壁江山 白白送给了敌人。可是，人民不愿意逃...

	绝句

	〔宋〕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秦朝灭亡之后，各路义军争夺天下，其中最强的两 支是项羽为首的楚和刘邦为首的汉，项羽号称“西楚霸 王”。一开始，楚军所向无敌。但是项羽不善于用人， 又犯了一系列政略和战略的...
	本诗歌颂的就是这样一位宁折不弯的悲剧(bEi jP, tragedy)英雄。诗成之后的 几百年里，在抵御(d3 yP)侵略(q1n lVY)和反抗暴政的斗争中，人们无数次地引 用本诗的头两句。这两句诗是中华民族的...
	作者李清照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女诗人，她的作品大都造语清新，体物 入微，情致缠绵(chSn miSn)。与本诗的激昂、悲壮大异其趣。
	本诗应作于宋朝南渡之初。那时，奸臣(jiAn chRn)当道，敌寇(k7u)横行， 宋的军民遭遇(zAo yP)到空前的劫难(jiR nFn)。家国之恨，深深地刺激了诗人， 难怪一提起“过江”二字，诗人就热血如焚(f...
	项羽在遭遇(zAo yP)失败之后，虽然有逃回江东的机会，他却选择(xuDn zR)了的 死亡，从而成为受人们同情的悲剧式的英雄。可是，唐朝的诗人杜牧，却有他自 己的看法：打仗，谁能知道是胜还...
	注意，诗的第二句最后一个字“儿”如果念成古音“n2”，整个诗歌就会更好听。


	题乌江亭

	〔唐〕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项羽的悲剧故事，是古来许多诗文的题材。这些作品或者赞叹(zFn tFn)巨鹿之 战的豪壮，或者吟味霸王别姬(j1)的凄(q1)美，或者对他兵败不屈、慷慨(kAng kDi)赴 死推崇备至，或者对他拒纳忠言...
	古人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战争充满了偶然性。再优秀的将领，再高明 的战略，也不能保证每战必胜。只有作忍辱负重(rTn rO fP zh7ng, endure humiliation to carry out a important mission)的韧性的...
	人生何尝不如此！因失败而放弃，在屈辱中沉沦，不是我们应取的生活态 度。现在的人用“卷土重来”这个成语，意思上偏重于“重来”，以致逐渐忘记了 “卷土”的本意。例如在一本相...




	韩信背水立阵
	在垓下决战中设下十面埋伏的汉军大将韩信，带兵打仗的本领非常高强。有 一句成语：“韩信点兵，多多益(y4)善(shFn)”，意思是越多越好，就是从韩信能带很 多兵的故事引申出来的。这里...
	那一年，刘邦派韩信去打赵国。赵国有一个叫井陉(x2ng)口的地方，几十里山 路，非常狭窄(xiS zhDi)，只能通过一辆小车，地势十分险要。汉军的大队人马要攻 打赵国，非从这儿经过不可；而...
	韩信率(shuFi)领汉军开到离井陉(x2ng)口三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
	一天半夜，韩信集合起他的部队，宣布(xuAn bP)兵分两路，准备作战。他派出 两千骑兵，从小路悄悄地绕(rFo)到赵军大营的背后去。接着，他又命令一万人的 主力部队，沿着大路向前行进，到...
	天亮了，赵军远远看见韩信背水为阵，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讥笑韩信不会 打仗：谁会把部队摆在没有退路的河边呢？
	这时，韩信下令打起帅旗，擂响战鼓，亲自带领一小支部队进攻井陉(x2ng)口。 赵军出来迎战，两军拼杀了一阵。韩信的将士故意丢掉了旗和鼓，向后退走，与 河边的大部队会合。
	赵军主将一看韩信的部队都聚集(jP j2)在河边，认为消灭汉军的时机到了，就 指挥自己的主力部队冲出井陉口，向汉军发起进攻。
	韩信下令汉军迎头还击。汉军将士们心里明白，今天要是失败了，就是不被 面前的赵军杀死，也会给身后的河水淹(yAn)死。因此汉军将士个个豁(hu0)出命来， 拼死杀敌，逼(b1)得赵军步步后退。
	赵军主将只得命令赵军退回井陉口的大营。可是他回头一看，只见自己井陉 口山上的大营里，到处高高飘扬着汉军的军旗。他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没了主 意。原来，就在赵军主力全部出动...
	就这样，汉军两面夹(jiA)击，把赵军全部消灭，杀死了赵军主将，大获(hu7)全 胜。

	靠自己和靠父母
	你母亲对我说，她最近在开车送你去地铁车站的时候，你常常在车上以很坏 的态度，抱怨(bFo yuFn)自己上学的路程太远了。她说，若不是因为她在开车，气得 真想给你两记耳光。你的祖母最...
	我当时心想，如果你在车上抱怨时，母亲立刻把车停在路边，赶你下车，由 你自己决定，是回家还是上学。只要这样做一次，你就再也不会在车上抱怨了。 因为你从此就会知道，能有母亲...
	至于你祖母，如果她早上只叫你一回，便不再催(cu1)你起床，而妈妈的车子 也不多等你，使你迟到几次，你也会立刻改正那种屡(lN)催不起的毛病。
	我可以想像，当你站在高速公路边上，或者是突然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四 顾无援(s4 gP wI yuSn)的时候，你会有多么慌乱(huAng luFn)。但是我也相信，这种经验必 使你终生难忘。
	每年秋季开学两个星期之后，美国的大学理当没有人再注册(zhP cY, register)入学 了。可是，许多大学的入学办公室这时候却很忙。因为有许多原来怀着梦想离开 了家门，已经到远方读书的学...
	每年寒假，大学的入学办公室也常常为一种转学生而烦恼(fSn nDo, annoyed)，这些 孩子虽然高中的成绩(chRng j4)特别优秀(y0u xiP)，而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成绩却是最 差的。原因也很简单：他们...
	我常想，今天这些孩子在父母的照顾(zhFo gP)下，各方面都不错。可是当他们 毕业(b4 yY)之后怎么办？我可以说，在学校里成绩好的学生中，只有那些完全自动 自发地学习的人，在社会上才能...
	因此，我今天做了个决定，尽量不问你学校的进度，不叮嘱(d1ng zhO)你做功 课，不催你弹琴，也不叫你起床。我也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让你到曼哈顿(Manhattan) 去上学，不要总是离家太近。...
	记住：父母不能代替你走未来(wYi lSi, future)的路！

	张良拜师
	学习了课文《四面楚歌》，你一定记得那个教汉军士兵唱楚歌的张良 吧？张良是汉王刘邦的谋士(m9u sh4)，他帮助刘邦策划(cY huF)了很多次胜仗。 刘邦曾经称赞张良能“运筹帷幄(wRi w7)之中，...
	张良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出门散步路过一座大桥。他抬头一看，只见 一个老头儿坐在桥的栏杆上。老人看见了他，把自己的一只脚往后一缩(su0)， 那只脚上的鞋掉到桥底下去了。张良见了...
	张良听了有点不高兴。他想，这位老人怎么了？他又不认识我，怎么 这样不客气！不理他。可是又一想，嗨，他是老年人，对老年人应该尊敬 才对。就走到桥下，把鞋捡了起来，送到老爷...
	那老人竟然(j4ng rSn)连接也不接，把脚一伸，说：“给我穿上。”
	张良想，我既然已经把鞋捡上来了，就给他老人家穿上吧。他蹲(dUn)下 来，替老人穿上了鞋子。老人这才微微一笑，站起来走了。
	老人走了一段路，又返回来来对张良说：“小伙子不错呀，我倒乐意教 导教导你。（孺(rI)子可教矣！）五天以后，你一大早到桥上来见我吧！”
	张良听他的口气，知道老人是个有学问的人，连忙跪下答应。
	五天过去了，第六天一早，张良就赶到大桥边，只见老人已经坐在桥 上了。
	老人不高兴地说：“小伙子，和老人约会，怎么可以迟到呢？过五天再 来等我！”说完，站起来就走了。
	五天很快过去了。这一回，鸡刚叫头遍，张良就赶到大桥上。可是， 老人又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了。
	老人皱(zh7u)了皱眉头，说：“你又迟到了，过五天再来吧！”
	又是五天过去了。第五天夜里，张良没到半夜就来到桥头。这次老人 还没来。张良等了一会儿，老人才提着灯笼走来。
	老人见了张良，满意地说：“年轻人就应该这样。”老人从怀里掏出一 部书，交给张良，说：“回去好好地读，将来可以为国家出点力呢。”
	张良再想问他，老人不再多讲，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等到天亮，张良借着晨光，拿出书一看，原来是一部《太公兵法》。 从此，他孜孜不倦(z1 z1 bP juFn)地反复钻研兵法，后来终于成了一个成功的军 事家，帮助刘邦打败秦王朝，建立了汉朝。

	师生之间
	今天下午，你母亲到学校见了你的老师，我原先认为，以你的成绩而言，是 没有必要去的。但是现在看来，你母亲的决定很对。她带回了一些我们没有想到 的信息，也带去了许多老师不知...
	最令我们吃惊的，是你法文老师的评语。当他说，你上课表现不好时，你母 亲不敢相信地连问了两次：“您没搞错吧？”直到老师举出上课时总跟你讲话的 同学Howard的名字时，你母亲才不...
	法文老师还告诉你妈妈，今天为了开家长会，法文课缩短(su0 duDn)到了只有十 五分钟。而你居然讲了十分钟话，还没有打开课本！
	天哪！相信你早就知道，我在大学教课时，最痛恨的就是在下面讲话的学 生。因为他们不但因注意力不集中而成绩总是不好，而且影响了其他同学的听 讲。更糟糕的是他们会弄坏我讲课的...
	你说，你都是在老师闲聊(xiSn liSo)时讲话，而不是在他教正课的时候。你的老 师也说，可能是因为他上课用的方法太轻松，使你把他看成了自己的哥哥而变得 毫无顾忌(hSo wI gP j4)。但是你要...
	记得我初到大学教课时，第一堂课就对学生说：“为了使你们学得多，我可 能会教得很多。但是我尽管教得多，并不表示会考那么多。所以大家不必为考试 担心。重要的是知识，而不是成...
	几乎每个班级只要我这么一讲，秩序(zh4 xP)就突然变坏了。学生们开始聊天， 缺席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我不得不板起脸，宣布随时可能测验(cY yFn)，才将秩序控 制(k7ng zh4)住。每到这种时候，...
	记住，不论他看来像是你的哥哥，或是跳坐到讲台上聊天，老师永远是老 师。你们都应当以他为中心，让他觉得自己说出的每个字、讲出的每个笑话、都 获得了“满堂”的回响。这是他的...

	三、名画长卷——清明上河图
	现今的图画，无论中式还是西式，多数是挂在墙上让人欣赏的，而中 国古代有一种画却不一样。这种画叫作长卷(juFn)。画的主人平时把它卷(juDn) 起来，到赏画时才取出打开。长卷一般画在...
	十二世纪初的北宋画家张择(zR)端(duAn)，在一幅近18英尺的长卷上， 记下了当时都市的生活，这幅画就是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
	轻轻展开“清明上河图”的右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北宋首都郊外安 宁的景色：晨雾中，有几片柳树林，林中可以看见农家的小屋。四周静极 了，只有溪(x1)边小路上，几头早起的毛驴正在...
	卷起“郊外的早晨”，再展开一段，只见路边的屋子、行人越来越多。 一条宽宽的河流出现在眼前，河中间有一条小船，正向上游划去。几条运 粮的大船，互相紧挨着，停靠在岸边的仓库旁
	沿着河岸往前看，几个纤夫正在拉纤，几间小屋快贴到了水面。接着， 画面上出现了一座高大的拱桥。大桥两边的栏杆旁挤满了看风景的人。有 两个人抬着一顶轿子正在桥上走，迎面却过...
	大桥下面的水流很急，有条大船正要穿过桥洞。不料船身歪了，船工 们都紧张地忙碌(lP)起来。有人撑(chEng)船，有人放桅杆，有人观察水流。河 对面另一条船上，一个人在对着他们指指点点...
	卷起“繁忙的大 桥”，一段一段往下 看，最后终于看到长 卷的结尾：“热闹的市 区”。只见首都市区内 的街上，酒楼、旅店、茶馆、肉铺、寺庙、当铺，应有尽有。走在街上的 人，有的...
	《清明上河图》中的人物有一千六百多个，牛、马、骆驼等牲畜(shEng chP)有二百多头，船有二十多条，房屋有三十多座，还有不少车辆和轿子。 画中的人物，大的一寸左右，小的只有黄豆那...
	欣赏这幅长卷时，我们好像跟着画家，清晨从郊外出发，一路来到大 河边。中午时分，走进岸边的一家小饭店，听着河上的喧闹，看着桥上的 风景，美美地吃着午饭。饭后信步走进城里，...

	词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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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英 文，可以查阅课本后的总词汇表（Glossary）。
	一、上半篇课文（从开始到“指挥着大船通过桥洞”）：
	1长卷
	2卷起来
	3绢
	4宽度
	5约
	6不等
	7展开
	8一段
	9张择端
	10 都市
	11举世闻名
	12郊外
	13柳树林
	14晨雾
	15运粮
	16紧挨
	17仓库
	18纤夫
	19拉纤
	20拱桥

	21轿子
	22缰绳
	23忙碌
	24撑船
	25桅杆
	26探出
	27跨到
	28栏杆
	29挥舞

	30指挥
	二、下半篇课文（从“繁忙的大桥”到最后）：
	31市区
	32旅店
	33茶馆
	34寺庙
	35当铺
	36应有尽有
	37驾着
	38骆驼
	39独轮车
	40悠闲
	41溜达
	42商贩
	43游客
	44算命
	45盲人
	46举杯欢饮
	47屋檐
	48问医求药
	49牲畜
	50衣着不同
	51神情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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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唐朝的李白(697——762)，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诗人之一。年轻 时他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历，曾经落脚在洛阳。当时的洛(lu7)阳，就像今天的 纽约(New York City)、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一...
	一个春天的夜晚，不知是谁的笛子，悠(y0u)悠地吹起了古曲“折杨柳”。 古曲描述(miSo shP)的是古时送别亲人的情形：亲人要远行了，家乡的人们
	折(zhR, break)下了杨柳枝为他们送行。柳枝细长，代表人们对亲人的思念。柳 枝插到哪里都能存活，用来祝福亲人走到哪里都能平平安安。东风把乐曲传 到了洛阳城的各个角落，听到笛声的...


	春夜洛阳闻笛
	〔唐〕李白
	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东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李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从年轻时代起，他便周游各 地，其间，数次到洛阳。洛阳当时是海内名城，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李 白与唐代的另一位大诗人杜甫的友谊，就是...
	“折杨柳”是汉朝流传下来的，唐朝时，已经是古曲。古人在送别时， 赠远行者以柳树的枝条。柳丝长，代表长长的思念；柳树移地不死，用以 祝福远行者的平安。诗人身在异乡，耳听“...
	本诗的前两句其实只是一句，后两句也只是一句。单从字面上看，是 两问；实际上是一叹再叹。全诗一气贯穿，余韵不绝，恰如诗中描写的春 夜笛声。
	七言绝句讲究“语近神远”。“语近”是说不堆砌辞藻(du1 q4 c2 zDo)，景是 眼前景，话是口头话。“神远”是说立意深而含蓄(xP)不露，留有不尽的余 味。李白的诗就是这样的典范(diDn fFn)。
	唐朝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杜甫(712——770)和李白一样，被人们认 为是中国最好的诗人。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正住在今天四川省的成都（锦 官城）。诗里诉说着一场好雨给诗人带来的喜...

	春夜喜雨

	〔唐〕杜甫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古人论作文的章法时经常提到的“起承转合”，是讲如何划分文章的段 落，以及各段落之间的联系。律诗八句，两句一段，正好是四段。所以也 可以用起承转合来理解律诗的章法，杜甫的...
	“起”的意思是起头。本诗起得自然，开门见山地点出题中的“春”、“雨”
	二字，笼罩(zhFo)全篇。春天是万物萌发、生长之时。应时的雨，在《诗经》 中被称为“灵雨”——有灵性的雨，仿佛有知觉。
	“承”的意思是承接，是对“起”的引申。本诗承得顺畅。“潜入夜”承 “发生”，“润物”承“好”，更点出题中的“夜”字。“潜”字、“润”字、“细”
	字，绵密工稳，能传春雨之神。
	“转”的意思是转折，以对比增加波澜(lSn)。本诗转得灵动。三、四句 写所闻，五、六句写所见；三，四句直接写雨本身，五，六句则以雨夜的 景色作衬托(chYn tu0)。
	“合”的意思是调和正反，收束全篇。本诗以悬(xuSn)想雨后的清晨作 结，合得颇(p0)见巧思。其中的“重”字，俗而雅，值得玩味，这首诗通篇 不见一“喜”
	字，而喜悦之情充盈(y2ng)全篇，爱人，爱物的仁者之心跃然纸上。
	作文无定法，作诗亦无定法。我们写作时，当然不必拘(jU)泥于古人的 成例，总要别出心裁才好。



	大风歌
	在垓下决战中，西楚霸王项羽全军覆(fP)没。汉王刘邦取得了楚汉之争 的最后胜利，建立起秦朝以后新的的王朝——汉朝。
	在庆祝的酒会上，刘邦问他的大臣们：
	“大家都知道，项羽的军队曾经比我的军队强大得多，他占领的土地也 曾经比我多得多。你们倒说说，我是怎么得到成功，而项羽又是怎么会失 败的？”
	有大臣站起来说：“您派将士打仗，打胜了就大大奖励他们，所以大家 肯为您出力；项羽对人猜疑、妒嫉(j2 dP)，不记人家的功劳，所以败给了您。” 别的大臣也点头表示同意。
	刘邦笑着摇了摇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知道，成功和失 败，全在于用人。人坐在营帐里决定作战计划，却算得准千里之外的胜利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远远...
	后来，刘邦又回到他自己的家乡，邀(yAo)请故乡的老朋友们一起喝酒。
	刘邦和大家痛痛快快地大吃大喝好几天。刘邦想起自己过去怎样战胜 了项羽，又想到今后怎样才能保卫自己的疆(jiAng)土，十分感慨，唱起一首 《大风歌》来：
	大风起啊云飞扬。
	我的威力镇住了四海啊回到故乡。
	可是哪儿去找勇士啊为我守卫四方！
	大风歌原文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 故乡，安得猛(mTng)士兮守四方。

	忧患意识
	我从中国收到你母亲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我，自从我离家以后，每天晚上 你必定像我一样检查门窗。夜里，楼下有一点声响，你也会立刻注意到，好像听 觉突然变得敏锐(m3n ru4)了。
	你的听力真是增加了吗？当然不是。那是你增加了关心的程度，你关心、你 警(j3ng)醒。甚至可以说：你有了忧患意识(y0u huFn y4 sh2)！
	什么是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就是对生活中可能发生的灾难(zAi nFn)的警(j3ng)觉。往大处想，可 以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前途的担忧(dAn y0u, worry)。往小处看，可以是学生对考试的 担心、居民对安全的警戒(j3ng jiY)。
	我十三岁那年的寒假，有一天跟朋友去爬山。回家以后，刚吃过晚饭，家里 就失火了。转眼间火舌冲出了屋顶。当救火队赶到时，我的家己经烧成平地。
	我逃出了火场，眉毛都已经烧掉。我呆立在人群间，却发现手上还握着一样 东西，那是白天从山上摘回来的小橘(jI)子。
	这么多年来，那失火的一幕(mP)总在我眼前浮(fI)现，就像昨天发生的那样清 晰(x1)，甚至连那天爬山的情形，也都历历在目。我常想，如果没有失火，那一天 只不过是我人生中一个普通的日...
	忧患意识(y0u huFn y4 sh2)能使涣散(huFn sFn)的人心振(zhYn)作起来，能使淡忘的记忆 清晰起来，能使迟钝(ch2 dPn)的感觉敏锐起来。只要我们细细观察，就可以看出有 忧患意识的人，与缺乏(quE fS)忧...
	你或许要问，我说这一大番道理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我希望随着年 龄的增长，你能对自己未来求学的方向，乃(nDi)至人生的目标有忧患意识，不再 一切等待父母师长的安排。
	你会发觉，当你有了忧患意识之后，自己的许多潜力(qiDn l4, potential)都能得到发 挥，你也能看得更深、更广，计划得更长远！
	《清明上河图》细部欣赏

	粮仓边的船只
	河旁靠粮仓(cAng)的岸边，停靠着五、六艘粮船。先到的船已经卸(xiY)了 货，船身高高地露在水面上。刚来的船满载(zFi)着粮食，吃水很深，水面已 经接近了船帮，船身几乎都淹(yAn)没在水里...

	骆驼队的妙处
	《清明上河图》左端有一座高耸的城楼。城楼连着城墙，城楼下面是城 门。画家对城墙和城楼的处理非常高明。试想一幅长长的画卷上，突然出 现一道高大的城墙，画面就被截(jiR)断了。但...

	重新来过（上）
	我常觉得你不是不够聪明，而是不够傻。今天茱丽叶音乐院Eisner教授对你演 奏(yDn z7u)的评语，印证了我的话。
	Eisner教授说，他发现你有非常好的乐感和记忆力。什么曲子只要听一遍，你 就能模仿(m9 fDng)得很像。但是你却不在乐理上用功。所以，如果没有老师的指点， 你拿到一本较深的乐谱(yuY pO)，...
	这句话或许是你一时不能理解的。同样的评语，也曾发生在我身上。经过了 很长的时间，我才懂得它的意思。
	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学篆刻(zhuFn kY, seal cutting)，王教授看着我交上的作业时，一面 为我修改，一面感慨(gDn kDi)地说：“你刻得不错，就是不够用功！”当时我很纳闷 (nF mYn)，心想：您既然说我...
	第二年，我在美术系展出作品，王教授看到我所画的“桃花源”图，笑着 说：“画中的桃花林感觉很好。问题是，那树枝属(shO)不属于桃树呢？”我又心 想：既然知道是桃花林，又说画得好...
	又过了几年，我在公园开第一次国画个人展，王教授在看我的一幅书法 (calligraphy)作品时，频频(p2n p2n)点头说：“字写得很好，但是练得不够！”
	前后三次，他几乎讲的是同一类的话。我终于理解了那话中的意思。
	也就是说，凭(p2ng)我的聪明，确实可以创作(chuFng zu7)出看起来不差的东西。 但是，正由于过度倚仗(y3 zhFng)聪明，缺乏平实的努力，使我的作品在骨子里不够 坚实。就像是在那篆(zhuFn)刻之中...
	（编者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大片国土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当 时夏衍先生写了《野草》一文，以激励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长期抗战 的斗志。）
	四、野草
	夏 衍
	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的气力最大？有的说“象”，有的说“狮”，
	有人开玩笑似的说：是“金刚”。金刚有多少气力，当然大家都不知道。
	结果，这一切答案完全不对，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 一粒种子所可以显现出来的力，简直是超越一切。
	你看见过被压在石块下面的一颗小草的生成吗？它为着向往阳 光，为着达成它生命的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 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
	没有一个人把小草叫作“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 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 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它。它是一...
	如果不落在肥土里而落在石块下，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 叹气，它相信有了阻力才有磨炼。这正是那些在生命开始的一瞬间， 就带着斗志而来的坚韧的野草。


	词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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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英 文，可以查阅课本后的总词汇表（Glossary）。
	1占领
	2帝国主义
	3激励
	4长期抗战
	5斗志
	6金刚
	7答案
	8显现
	9简直
	10超越一切
	11向往
	12达成
	13生命
	14意志
	15狭
	16必定
	17 曲曲折折
	18顽强不屈
	19 透
	20不可抗拒
	21阻止
	22掀翻
	23大力士
	24力量
	25的确
	26 一般人
	27存在
	28 丝毫
	29阻挡
	30 弹性
	31能屈能伸
	32韧性
	33目的
	34肥土

	35悲观
	36 叹气
	37阻力
	38 磨炼
	39 一瞬间
	40 坚韧
	在青海高原下面的玉门关外，守卫西北边疆的将士们身经百战，黄沙 把铜做的盔甲都磨破了。可是，只要敌人还没有被打败，我们就不会回家！


	从军行

	〔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本诗是写战争的。雪山云暗，遥望孤城，黄沙百战，金甲为穿，读者 如身临其境，感受到战争的严酷(ySn kP)和壮烈(zhuFng liY)。“不破楼兰终不还” 一句，从字面上看，是将士们战斗到底的誓...
	战争的正义性是不可以不加分辨(biFn)的。正义战争中的英雄主义也是 应该予以歌颂的。但是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战争是巨大的悲剧。古代如此， 今天依然如此。
	王昌龄是极优秀的诗人。以题材论，他最擅(shFn)长边塞诗；以诗体论， 他的七言绝句冠绝(guFn juR, the best)一时。
	绝句和律诗统称为“近体诗”。“近体”二字是相对于唐之前的“古体” 而言。近体诗讲究平仄(zY)，这是古、近体之间的最基本的区别之一。
	平仄讲的是声调，而声调是汉语的重要特点。西方语言，譬如英语， 音节有长短，词内有重音，但音节和词没有固定的声调。汉语则不同，字 音有四声的分别。古代的四声是“平、上、去...




	对 联
	到中国去旅游的时候，你或许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建 着一座亭子，亭子的两根柱子上，有人用漂亮的书法，从上到下各写着一行字数 相同的字。读一读（先读右边的...
	联”，左边的一句叫作“下联”。比如，在一座亭子的柱子上写着这样的一副 楹联，你能想像出它周围是什么样的风景吗？
	在传统中国人家里的柱子上，也能看到楹联。从楹联的内容上，往往可以看 出屋子的主人是怎样的人。看下面这副楹联：
	楹联写的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可以看出，屋子的主人是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读书人(scholar)。
	过春节的时候，中国人喜欢在大门的两侧贴上一副“春联”。春联往往是写 在红纸上，贴在大门外，春联的内容，往往表达春天来临的喜悦心情和对新年新 生活的向往。比如：
	“爆竹声中辞旧岁，梅花香里迎新春。”人们燃起爆竹，送走过去的一年；梅 花散发着阵阵香气，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重新来过（下）
	我大学毕业不久，有一次台湾当代名家画展(Famous Art Exhibition)邀请我去参加展 出。能和张大千、林玉山等大师的画一同展出，那是十分光荣的事。就在那次画 展上，张德文教授也来参展。他...
	张教授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震撼(zhYn hFn)。我回家之后不断地想：“还是过 去画的样子”，这是说，那已经成为我的风格特色，还是表示我没有新的突破？ 我开始想到，自己成名较早，大...
	书法名师曹秋圃(pO)先生从小写一手好字。他十八岁就当老师，教别人写字。 可是曹先生在三十二岁的时候，自觉不足，真正下苦功夫重新练字。
	画家林玉山教授从日本留学三年回国，才二十二岁，担任两个书画社的指导 老师。他却在连连获奖之后，自觉不足，再去日本深造。
	就在那次名家画展之后不久，我也辞去(quit)了台湾的工作，来美国留学。
	在你的演奏会中，当大家高呼Bravo时，我就会回想到自己的大学时代。
	我常对你说：你是“山中无大木、小草也为尊(zUn)”。我曾和你讨论过俄国钢 琴大师哈洛维茨(Horowitz)的演奏。大师高龄八十有多，直挺挺地坐着，面部和身体 的表情不多。他的十指似乎轻...
	如果说，他快速的音阶(y1n jiE, scale)表现得像是一颗颗圆熟完美的葡萄，你所表 现的却像是葡萄果酱(jiFng)。
	年轻人！我相信Eisner教授对你的感觉。站定脚步！从头开始！你会发现，在 那华丽的音符和看来熟练(shI liFn)的技巧背后，还有太多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当你退回到起点，沿着以前走过的路再走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过去自己 只顾一味向前冲，根本没有看见那路边还有许多珍宝。当你再走到和今天同样的 位置(zh4)时，你可能已经是极为富...


	五、王羲之妙写春联
	过新年时，写一副春联贴在大门上，送旧迎新，是中国的老传统。 这里有一个古代书法家王羲之写春联的传说。
	有一年，王羲之从山东老家搬到浙江居住。那时，正好是新年快 到了，于是王羲之书写了一副春联，让家人贴在大门两侧。他写的是：
	不料，因为王羲之是举世闻名的书法家，他写的春联刚一贴出， 当天夜晚就被人趁夜揭(jiE)走了。家人告诉王羲之后，王羲之并不生 气，又提笔写了一副，让家人贴出去。这一副写的是：
	谁知天亮一看，又被人揭走了。可这天已是除夕，第二天就是大 年初一。眼看左邻右舍家家户户门前都挂上了春联，唯独自己家门前 空空落落，急得王夫人直催丈夫想个办法。
	王羲之想了想，微微一笑，又提笔写了一副。写完后，他让家人 先将对联剪去一截(jiR)，把上半截先张贴于门上：
	这副对联的意思是：幸运的事不会连续到来，不幸的事却会接二 连三地发生。夜间，果然又有人前来偷揭对联。可是，他见这副对联 写得太不吉利，只好叹口气，趁着夜色溜走了。
	大年初一早晨天刚亮，王羲之就亲自出门，将昨天剪下的下半截 对联，分别贴好。这时，已有不少人前来欣赏大书法家门前的春联， 大家一看，对联变成：
	对联的意思变成了：虽说幸运的事不会连续到来，今天它们却要 一起来了；即使不幸的事会接二连三地发生，昨夜它们都已经发生过 了。众人看了，齐声喝彩，拍手称妙。

	词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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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英 文，可以查阅课本后的总词汇表（Glossary）。
	1王羲之
	2春联
	3传说
	4一副
	5贴
	6送旧迎新
	7老传统
	8搬
	9浙江
	10两侧
	11新景
	12举世闻名
	13趁夜
	14揭
	15福降大地
	16春满人间
	17除夕
	18大年初一
	19左邻右舍
	20家家户户
	21催
	22剪去

	23一截
	24福无双至
	25祸不单行
	26连续
	27不吉利
	28今朝
	29喝彩
	30拍手称妙
	唐朝时候，中国西北方常常受到外族的侵犯(q1n fFn)。于是，国家在军事 要塞(yFo sFi, fort)玉门关以外，还修了城堡，派将士到那里去守卫。远离故乡， 守卫在寒冷的边疆是艰苦的，可是这重...
	塞外远远的黄河，像是飞上了白云之间。身边万丈高山之中，是孤独 (gU dI)的城堡。一支羌笛(qiAng d2)，在吹奏着“折杨柳”。你可知道，这里是连 春风都吹不到的地方啊。
	黄河本是从高处流下来的，可是诗人的想像却让他吟出了“黄河远上 白云间”这样奇特美丽的诗句，一千多年来为许许多多中国人所喜爱。


	出塞

	〔唐〕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是杰出的诗人，与王昌龄、高适齐名。一天，三位诗人在旗亭 聚会，亭中恰好有几个歌伎(j4)演唱流行歌曲。唐朝是中国文学最辉煌的时 代，流行歌曲的词大都是名家的诗，雅(yD)得很...
	三位诗人一面围炉饮酒，一面悄声约定：“咱们哥儿仨都是有名气的诗 人，平日分不出谁高谁低，现在咱们留神听她们唱的歌词儿，唱谁的诗多， 谁就是老大。”一连听了几首，不是王昌...
	本诗一共四句，句句精妙。其中三句，即第一句和第三、四句，更是 千古流传的名句。不知为什么，王之涣的诗只传下来六首，令后人激赏之 外，更感到深深的遗憾(y2 hFn)。



	细柳营
	汉朝的第一个皇帝是刘邦，又称汉高祖。汉朝的第三个皇帝叫刘恒， 又称汉文帝。汉文帝晚年的时候，中国北方的匈奴大举侵(q1n)入汉朝边境。 长城烽火台上时常燃(rSn)起烽火，远远近近的...
	不久，文帝去这三个地方去看望将士。他先到灞上和棘门。文帝的先 遣(qiDn)部队一到那里，守军连忙把营门大开，将军带着士兵骑着马出来迎 接。汉文帝的车驾在军营里飞快地奔驰(ch2)，毫...
	最后，汉文帝来到周亚夫将军守卫的细柳。细柳军营的前哨一见远远 有一队人马开来，立即报告周亚夫。军营里将士们，弓上弦，刀出鞘(qiFo)， 完全是准备战斗的样子。
	汉文帝的先遣(qiDn)部队到达了营门。守营的岗哨立即拦住，不让进去。
	先遣的官员大声吆喝说：“快放我们进去通报，皇上马上驾到！”
	营门的守将毫不慌张地回答说：“军中我们只听将军的命令。将军没有 下令，不能放你们进去。”
	官员正要同守将争执，文帝的车驾到了。没想到，守将把文帝的车驾 也拦住了。他说：“我没有见过皇上，请皇上出示天子的符(fI)节。”
	文帝只好让随从拿出天子的符节，进营向周亚夫传话。周亚夫这才下 令打开营门，放文帝的车驾进来。
	文帝的车驾进门后，细柳营的守将又告诉他们：“将军规定，军营内车 马不准奔驰。”
	文帝只好吩咐放松缰(jiAng)绳，让马车慢慢地行进。
	快到营部，文帝远远望见周亚夫全身披戴着盔(ku1)甲，威风凛凛(l3n l3n) 地站在营帐外面。文帝到了跟前，他向文帝拱手致敬，一边说：“军装在身 之士不跪拜，请允许我以军礼相见。”
	汉文帝听了，大为震动。马上站起来扶着车前的横木答礼。
	文帝看望了将士，离开细柳营后，随从的大臣们都抱怨说，周亚夫对 皇上太不礼貌了。可是，文帝却对周亚夫赞不绝口。他说：“这才是真正的 将军哪！灞上和棘门那两个地方的军队，就...
	文帝临终的时候，叮嘱他的儿子说：“假如国家发生了紧急的事故，周 亚夫是真正能担当重任的将军！”后来，人们称军纪严明的军营为“细柳营”。

	快乐是什么
	“快乐是什么？”
	“快乐是无忧无虑(carefree)、没有负担(load)！”这是你给我的答案。
	但是我却要说：“快乐很可能正是在有忧有虑、有负担之间所能享有的一种 欣悦(x1n yuY, happiness)，如果真的无忧无虑，只怕反而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了！”
	记得我在你的这个年龄，常常会想，只要我进了大学，没有了大学入学考试 的压力，该有多快乐！但是我成了大学生，又羡慕(xiFn mP)那些大学毕业(b4 yY)后进 入社会的人。他们不用应付功课...
	所以我也常想“快乐是什么？”我认为，快乐就像安宁(An n2ng)的感觉。如果 把我放在完全隔(gR)音的房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不见得会感觉宁静。甚至 因为从体内会有一种嗡嗡的声音进...
	反倒是置身(zh4 shEn)于林野之间，听着鸟语、虫鸣、竹声、松涛(tAo)，能给我 宁静的感觉。同样的道理，如果连一点让我费心的东西都没有，我固然会有短暂 (duDn zFn)的快乐，接着却可能发觉...
	有人研究过：什么工作最快乐。结论是：能够从头到尾都参与(participate)的工 作最快乐。比如，你自己造一座房子，从设计(shY j4, design)、选料、施(sh1)工到装潢 (zhuAng huSng, decorate)。当房子终...
	可是你想想，从造房子的设计、选料、施(sh1)工和装潢(huSng)，从项目的构思、 人事安排和联系运作，到孩子的哺育和教导，有哪一样是既无忧无虑，又没有负 担的呢？
	所以说，快乐是要付代价的！要获得，更得付出。快乐，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先建立目标，并完成它。而就在这完成的过程中，在走入困境(kPn j4ng)与突破万难 之间，我们享有了真正的快乐。
	快乐就是完成理想、完成生命，就是由无到有的创造。快乐是从这一站到下 一站的旅程。快乐就是积极的生活！
	六、说“对仗”
	（趣味对话）
	甲：学了两个学期古诗了，你有没有听过“对仗(zhFng)”这两个字？
	乙：你说对着打仗？这和古诗有什么关系？
	甲：瞧你说到哪里去了！“对仗”，就是前后两句字数相同的诗，在相 对应的位置上，安排词性相同、但意思不同的字、词。你看，我 们这学期学的宋朝女诗人李清照写的《绝句》中，有...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这就是对仗。
	乙： 让我来看看。这两句诗都是五个字。第一个字，“生”和“死”， 都是动词；第二个字，“当”和“亦”，都是虚词；第三个字，“作 ”和“为”，都是动词，第四个字，“人”和“...
	甲：杜甫的《春夜喜雨》中的两句：
	野径 云 俱黑
	江船 火 独明
	也是对仗。
	乙：“江船”对“野径”，“火”对“云”，“独明” 对“俱黑”。不错， 全对上了。我想起来了，我们刚学过的古诗“观猎”中：
	草枯 鹰眼 疾
	雪尽 马蹄 轻
	也是对仗。
	甲：是啊！ 我们上学期学过的古诗里，有两句七字句，也是对仗，你 说得上来吗？
	乙： 让我想想——哦，想起来了，应该是这两句：
	沾衣 欲湿 杏花雨
	吹面 不寒 杨柳风
	甲：不错！不错！如果严格地照古音来念的话，对仗的词语声调也是 不同的。
	乙：嗨，真有意思！词性相同，意思不同，声调也不同，变中有不变， 不变中有变，真是妙极了！
	甲：有一首歌谣，简单地说出了对仗的规律。你听着：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松。
	平平仄(zY)仄(zY)平平仄(zY)，仄仄平平仄仄平。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乙：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松。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怎么样？
	甲：嗨，你的记性真好！
	乙：过奖过奖。我们才学过的对联，应该也是对仗吧？
	甲：那是，要不怎么叫对联呢？只是对联字数的变化比诗里更多。你 还领悟得真快呀！
	乙：哪里哪里，这是你教得好啊！



	词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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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英 文，可以查阅课本后的总词汇表（Glossary）。
	1对仗
	2安排
	3相对应
	4位置
	5词性
	6相同
	7规律
	8动词
	9虚词
	10声调
	11赤日
	12歌谣
	13苍松
	14记性
	15过奖
	16领悟
	中国的北部边疆是一片大草原。战斗之间的围猎(wRi liY, hunting)，给边疆将 士的生活增添了些许生趣。北风呼呼地吹着，风声中夹着弓箭声。那是将 军带着人马打猎来了！ 原上的草，低矮枯...

	观猎

	〔唐〕王维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盛唐是诗人辈出、佳作如林的时代。即使在那时，像本诗这样章法， 句法、字法俱臻(zhEn)绝妙的作品，也不多见。
	本诗起句突兀，如平地波澜。写的是将军出猎，却从风声、弓声入手，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如果说第一句张力十足，第二句就是沉稳之极。倘 若把读诗比作观剧，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激昂...
	围猎的过程一带而过，五、六两句已是写回程。“新丰”的典故暗指饮 酒，写将军的豪气；“细柳”的典故，把将军比作汉朝名将周亚夫。贴切的 用事，也为诗本身增加了色彩。六句之后...



	歇后语
	谜语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比如： "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road? --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前面一句是谜面，后面一句是谜底。中文里有一种表达方式， 也有这样两个部分，叫作“歇(xiE)后语”...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肉包子，你一定吃过吧？想像一下，如果你手里拿着一个肉包子。这 时，来了一条饿狗，对着你汪汪叫，好像要扑上来咬你的样子。你一着急， 用力扔出肉包子，向狗打过去！这个肉包子...
	生活中，你听到过“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个歇后语吗？请看下 面一个例子：
	泥菩萨(n2 pI sF)过江——自身难保
	你会游泳吗？如果你不仅会游泳，而且游得很好，那么，如果你遇到 一条江，江上没有桥，江边也没有船，而你又急需过江的话，你可能会扑 通一声跳到江里，游泳到对岸去。你不但自己...
	佛教(Buddhism)的偶像(idols)菩萨(pI sF)多半是用泥做成的。泥做的菩萨叫 作“泥菩萨”。想像一下，有一个泥菩萨也急需过江，江上没有桥，江边也 没有船，它决定像你一样，跳到江里游过去...
	请看“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生活中应用的一个例子：
	八十岁照镜子——老样子
	在中文里，“老”字除了“old”的意思之外，还有“same”的意思。想像 一下，一位八十岁的老人照镜子，镜子里当然是一个老人的样子。可是，如 果把这里“老”字“old”的意思换成“same...
	下面三个歇后语，你看得懂吗？请选其中的一个，照上面的例子画成 一个漫画小品。
	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画蛇添(tiAn)足——多此一举
	狗抓老鼠——多管闲事

	在风雨中成长
	我们全家经过长久计划的环河游，却遇上了难得一见的风雨。虽然我们由 甲板移入船篷(pRng)内，还是被斜斜(xiR xiR)飘入的雨水淋湿了。
	我知道你有些失望。或许你会想，如果是上个星期，风和日丽，去了该多 好。或者，何不等到下个月，另挑个日子再去。
	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一家人，什么叫Family Ties。如果是上星期，在没有 你母亲同行的情况下，我们去游河。当看到美丽的景色时，你会不会想，如果 妈妈也能看到该多好？
	而如果我们推迟到下个月，纽约的天气转入寒冷的深秋。在观赏自由女神 (Statue of Liberty)海湾的景色时，你会不会担心，海上来的寒风，会使八十岁的祖母受 凉？如此说来，我宁愿我们一家...
	况且(kuFng qiT)，风雨中的景色何尝(hR chSng)不美呢？
	当密雨像是轻纱般在河面上飘过，远远的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屋顶的尖 端(duAn)隐入(y3n rP)浓云时，岂(q3)不是比晴朗的日子更有味道吗？
	当自由女神生着铜绿的身躯(qU)被雨水淋透(l2n t7u)了，在灰暗天空的衬托(chYn tu0)下，不是更显得明艳(yFn)吗？
	你要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总是风和日丽的。但是有些人在凄(q1)风 苦雨里，却能咀嚼(jO jiSo)出另外一种美。只有这种人才最经得起打击，才称得上 真正懂得人生的情趣。
	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日瓦戈医生(Dr. Zhivago)”。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当日 瓦戈医生家破人亡，只身逃往西伯利亚(Siberia)的途(tI)中。日瓦戈医生在拥挤不 堪(kAn)的车内拉开小车窗，静静欣...
	当我初到美国的时候，正逢冬天。有一次在露天等车，突然下起了大雪。 我便学日瓦戈医生的苦中作乐，静静欣赏附近的枯树在雪中的变化，看着小鸟 们如何不断抖(d8u)动翅膀、扑落雪花的...
	所以，我爱今天这样的风雨，也希望你爱它，因为我们都是要经历风霜雨 雪，才能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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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学
	[清] 彭端淑
	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 也。昏与庸，可限(xiFn)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juFn)者， 自立者也。
	天下的事情有难和易的分别吗？其实是没有的。你去做了，那么，即使再 难的事情也很容易。不去做，再易的事情也会很难。人们从事学习，有难和易 的分别吗？其实也是没有的。你去学...
	四川的偏僻地方，有两个和尚，一个贫穷，一个富有。有一天，穷和尚对 富和尚说：“我想要到南海普陀山去朝圣(chSo shYng, pilgrimage)，你看怎么样？”富和 尚说：“你靠什么去呢？”穷和...
	我的天资(z1)愚笨 (yI bYn)，赶不上别人聪明；我的才能平凡，也赶不上别人 有才学。但是，我每天不停地学习，长久坚持而不偷懒(lDn)，到了成功的境地 时，就不会觉得自己的愚笨和平凡了...
	所以啊，聪明和有才学，看起来可靠，其实不 可靠。那些自认为聪明而有才学，但并不认真学习 的人，一定会自己毁了自己。愚笨和平凡，看起来 好像是一种限制(xiFn zh4. limit)，其实是限...

	词 汇
	1为( in“为学”)
	2乎
	3之( in “为之”)
	4亦
	5矣
	6蜀
	7鄙
	8之( in “蜀之鄙”)
	9僧
	10贫
	11富
	12语( in “贫者语于富者曰”)
	13吾
	14欲
	15之( in “吾欲之南海”)
	16子( in “子恃何而往”)
	17恃
	18钵
	19犹未能
	20越( in “越明年”)
	21惭

	22焉
	24资( in “吾资之昏”)
	25逮( in “不逮人也”)
	26旦
	27怠
	28迄
	29成( in“迄乎成”)
	30其( in “其昏与庸”)
	31敏
	32倍( in“倍人也”)
	33摒弃
	34异
	35岂
	36常( in “岂有常哉”)
	37是( in “是故聪与敏”)
	38 故( in “是故聪与敏”)
	39 限
	40 倦
	李白写了春、夏、秋、冬四首《子夜吴歌》，这里选的是秋歌。秋天的夜 空中，明月高挂。长安城里的女子，要为他们正在边疆征战的丈夫寄送冬衣了。 千家万户正趁着月光，用木杵(chO)把...


	子夜吴歌
	〔唐〕李白
	chSng An y2 piFn yuY wFn hP dDo y1 shEng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qiU fEng chu1 bI j4n z8ng sh4 yP guAn q2ng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hR r4 p2ng hI lO liSng rRn bF yuDn zhEng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子夜歌”，是乐府古题，因为源于江苏一带的民歌，所以又叫“子夜吴歌”。
	“子夜”，是晋(j4n)朝时一个女子的名字，据说她是最初的“子夜歌”的作者。
	“乐府”是古代的政府机构，最早设立于汉武帝时。乐府负责收集民间的歌 谣，一方面可以借此了解百姓的风俗、哀乐、好恶(hFo wP)，进而考察施政的得失， 另一方面这些歌谣配以音乐，可...
	秋夜中的京城，家家户户都在为远征玉门关外的士兵准备寒衣，每一个妻子 都在思念从军的丈夫。她们盼望着战争的胜利，盼望着丈夫早日归来。
	李白此诗，颇有民歌风味，写景写情，纯用白描，不假藻饰(zDo sh4)，深挚感人。
	岑参(cRn shEn, 715-770)是一位边塞诗人，曾经长年带兵征战在边疆。他的诗，善于 描写边疆的风景和军人的生活。这首诗把我们带到了一千多年前中国西北边疆的重 镇酒泉。寒冷的夜晚，太守(...



	酒泉太守席上醉后歌
	〔唐〕岑参
	酒泉太守能剑舞，
	高堂置酒夜击鼓。
	胡笳一曲断人肠，
	座上相看泪如雨！
	本诗撷(xiR)取了边疆军旅生活的一个生动剪影。寒夜中，高堂上，军鼓激昂(Sng)， 胡笳(hI jiA)凄切(q1 qiY)，太守持剑而舞。可以想见，太守酒已半酣(hAn)，座中宾客亦已微 醺(xUn)。酣畅淋漓的...
	悲伤是比欢乐更深刻、更持久的情感，因而也更需要以某种方式宣泄出来。音 乐、诗歌等艺术作品就提供了这种方式。在悲伤的宣泄(xuAn xiY)中，心灵得以净化，感 情得以升华。也许可以说...
	近体诗通常用平声押韵，本诗这样以仄声押韵，是少有的特例。仄声韵使本诗 的调子更加豪迈慷慨，增加了感染力。
	岑参以边塞诗著称于世，作诗常有奇句。他的七言古诗比他的近体诗更见精采。




	“难易”及其他
	一、难易
	有很多事情，人人都知道很难。一碰到难做的事情就非常谨慎(j3n shYn, cautious)、 非常勤恳(q2n kTn, diligent )、小心翼(y4)翼地去做，结果得到很大的成功，难事竟然变 成容易的了。
	有很多事情，看起来很容易，以为随随便便就可以应付(fP)，结果竟然弄糟 (zAo)了，连做的人自己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结果，容易的事竟然变难了。所以事 情的难与不难，要看你怎样去做，...
	二、效率(xiFo lM, efficiency)
	脱下外衣，随手把它挂起来，是只费(fYi)一次的事。假使脱下外衣，扔到 床上，等有空的时候，再挂起来，那就要费两次的事，而且破坏了房间的整洁 (jiR)。看完了书，随手放回原处，比放...
	三、感谢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别人对我们有十件好处，都很容易忘记。而别人对我 们一次不好，我们就记在心里，甚至永远不忘。
	就是连对父母也是这样。父母养育(yDng yP) 我们，照顾(zhFo gP) 我们，不知道 费了多少心血，我们都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如果父母说我们一句或管教一 番(fAn)，我们听了就不高兴，还可能发脾(...
	如果我们能反过来，忘记别人对我们不好的地方，而记住他对我们的好 处，常存感恩(En)的念头，我们的心就充满了喜乐。
	打 工
	你在信中告诉我，暑假(shO jiF)打工以来，你已经赚(zhuFn)了五百美金，真是 让我高兴。不只是因为你赚了钱，更是由于其中所具有的意义。
	首先，我相信当你拿到第一笔工资(salary)时，心里一定是非常兴奋的，因为 那是你十五年来，靠自己劳动赚取的第一笔钱。这表示在你向这个世界索取了 十多年之后，开始能够回馈(hu2 kPi, pa...
	你要知道，一个生命真正地被肯定，不是在他的消耗(xiAo hFo, consume)期，而是 在他的贡献(g7ng xiFn)期。我们甚至可以说，无论一个人有再大的学问或本领，如 果他成年之后就远离社会，不用...
	所以，今天你拿到的工资，也是社会对你所作出的贡献的回报。我相信， 当你拿着自己辛苦(x1n kO)赚得的钱时，会觉得那特别重，也特别轻。特别重，是 因为它是你早起晚睡、奔波劳累的成...
	至于你这暑假打工最让我高兴的，是你工作的性质。虽然那只是帮助别人 电脑编程(biAn chRng, computer programing)，输入(shU rP, input)数据(shP jP)，但必然使你电脑编程 和打字输入的能力增加。学生...
	在美国十年，我也确实发现，那些学法律(fD lM,law)的大学生在律师楼(law firm)打 工，学商(shAng, business)的大学生在会计师(kuFi j4 sh1, accountant)事务所打工，那些想学医 的中学生在医院、药房、...


	黄鹤楼的传说
	很久以前，有位姓辛(x1n)的老人在中国湖北省长江边的一座山上开了一 个小酒店。有一天，有位衣衫破旧的老道(old Taoist)，来店里向辛老伯讨酒喝。 辛老伯慷慨(kAng kDi)地答应了。
	没想到，从那天起，老道每天都来讨酒喝。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有 一天，老道又来到酒店，辛(x1n)老伯一见，便站起身来要给他拿酒。老道拦 住他说：“今天我不喝酒，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老道拾起脚边的一块橘(jI)子皮，在小店的墙上画起来，不一会就画好 了一只鹤(hY, crane)。由于橘子皮是黄色的，所以这只鹤(hY)也是黄色的。画完 以后，老道对辛老伯说：“只要你一拍手，...
	第二天，酒店里来了客人。辛老伯想起了老道的话，拍了几下手，黄 鹤果然真的一跃(yuY)而下，在酒店里翩翩(piAn piAn)起舞。黄鹤舞完之后，又跳 回到墙上。客人看着非常有趣，消息很快便...
	光阴似箭，转眼十年过去了。有一天，那位老道又来到酒店。他问辛 老伯说：“不知这十年来你所赚的钱，够不够我当年的酒钱？”辛老伯急忙 说：“非常感谢，我现在很富有。”老道一...
	辛老伯为了纪念老道和他的黄鹤，在酒店旁盖 起了一座高楼，起名“黄鹤楼”。

	龙
	你听过这样一首歌吗：“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古老的 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chuSn)人……”龙的传说，在中国已经有几千 年的历史了。最早的汉字甲骨文里，...
	由于龙很神奇，本领很大，它一直是皇帝权力(quSn l4, power)的象征 (xiFng zhEng, symbol)，与皇帝相关的事物也都离不开龙。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皇帝的身体 叫“龙体”，皇帝穿的衣服叫“...
	在民间，老百姓认为龙是主宰(zhO zDi, control)大海的。在农业社会里，“海龙王” 主管着农民最需要的东西——雨水，所以龙是吉祥(j2 xiSng)的象征。在喜庆的日子 里，人们兴高采烈地舞龙灯...
	现在，龙作为很多权力的象征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龙仍然是吉祥的象 征，也是炎黄子孙的象征。因此，中国人至今还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退路
	今天当我知道，你把花一个多月才编写完成的电脑程序(chRng xP, program)借给了 同学，自己却没有拷贝(kDo bYi, copy)留底，我真是吃惊极了！我发现你犯(fFn)了一 个严重的错误，就是不为自己留...
	当时，天色已经转暗，我们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撤退(chY tu4)。大家几乎是跑 着穿越密林。每当遇到岔路口，我立刻用小树枝或者石块记号指出方向，使全 队能及时退到安全地点。而我这个...
	谈到拷贝(copy)，使我又想起复印机(fP y4n j1)。如果你做个统计(t8ng j4)，就会发现， 人们复印的东西，实际上大部份都没有绝对的必要。他们送出各种申请(shEng q3ng, application)表格(biDo gR, forms)...
	退路就是这么简单，它只是退一步想，做一个相反的假设。比如跳伞时带 一份备用伞、飞机上准备逃生器、高楼设置(shY zh4)防火梯。虽然没有人希望用这 些东西，即使用，也不见得百分之...
	我有一个朋友，带着他画的心血之作，坐飞机出国展览(zhDn lDn)。临行前他 交给妻子一套作品的幻灯片(huF dEng piFn, slides)，说：“如果飞机失事，请你将这些幻 灯片制版(zh4 bDn)印刷(y4n shuA)出...
	希望这几句话能引起你的思考，由此了解到：退路不仅是为活着的时候， 也是为死了之后。不仅是为有限的生命，也是为千古的事业！


	二、汉字字体沿革
	词 汇
	1字体
	2沿革
	3答案
	4存活
	5商朝
	6裂
	7猜测
	8青铜器
	9模具
	10浇铸
	11圆而肥
	12保卫和平
	13篆书
	14统一
	15尤其
	16印章
	17颇
	18短暂
	19文件
	20弯曲
	21转折

	22拆
	24初步
	25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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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成熟
	29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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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紧凑
	34 定型
	35印刷业
	36基础
	37技术
	38限于
	39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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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规律
	42 留条
	崔颢(cu1 hFo, ?—754)是唐朝一位重要的诗人，我们学过他的诗《长干曲》（“君 家何处住……”）。他写的这首诗《黄鹤楼》，使得李白都自感难以超越。诗人 漂泊(piAo b9, wander aimlessly)在外...


	黄鹤楼
	〔唐〕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Yellow Crane Tower
	这是一首很有名气的诗，有人甚至说，这首诗是唐人七律的“压卷之作”。如此 评价是否公允，姑且置之不论，诗写得确实是好。写作近体诗，忌讳(j4 hu4)字的重复使 用。这是因为近体诗字...
	与本诗作者约略同时的大诗人李白对本诗十分推崇(ch9ng)。传说，李白登临黄鹤 楼时，本欲题诗一首，沉吟间忽见壁上题写的崔颢此诗，叹服之余，自觉无法超过， 遂搁笔而去。李白一生数...
	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李白曾作两首七律仿效崔颢此诗。第一首题名“鹦鹉洲”：
	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
	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
	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单看这首诗，写得并不坏，但与崔颢的诗合看，就觉得模仿的痕迹太重。第二 首题名“登金陵凤凰台”，李白终于放开了手脚：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后人认为李白此篇与崔颢原诗互有高下，真成敌手。
	由欣赏进而吸收别人的长处，由模仿进而作出自己的创造，李白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好榜样。
	月光下的花园里，我（诗人李白）在花间，独自一人饮(y3n)着酒。一人饮酒 多寂寞(j4 m7)呀，我举杯抬头，邀(yAo)请明月。回过身，还有自己的影子呢！这样， 月亮、我，和影子，就成了三人...


	月下独酌
	〔唐〕李白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本诗分为两段。头一段八句，两句一转。作者在花间独自饮酒，读者准备 听他诉说自己的寂寞(j4 m7)。谁知，他居然有伴儿，还不止一个！无奈，月和影 毕竟不是真的伴儿。但是，有伴儿总...
	第二段换韵，平声换作仄声，情绪更加亢奋。现在，月和影已经可以与作 者交流感情了。这时，作者还保留着几分清醒。写到最后一句，那酒劲儿可真 上来了……
	写孤独的诗有许多，没有人能写得像李白这 般飘逸(y4)；写寂寞的诗有许多，没有人能写得像 李白这般潇洒。
	李白、杜甫齐名，世称“李杜”，代表唐诗的 最高成就。杜甫的诗高妙之极，但是他协(xiR)律、 用事、对仗，有理路可以探究；遣(qiDn)词、造句、 结篇，有踪迹可以追寻。杜诗难学，总还...




	“草圣”张旭
	唐朝的大书法家张旭(xP)，写得一手漂亮的草书，人们都叫他“草圣”。
	最初，张旭写出来的草书，不是让人认不清，就是神态不足。后来，他去 看一个当时有名的舞女公孙大娘舞剑(jiFn)。击鼓 (j1 gO) 人有节奏(jiR z7u, rhythm) 的动作 和舞剑人优美动人的舞姿，给...
	有一次，一个大官过生日，派人请张旭到家里去写对联，正碰上他在喝 酒。张旭(xP)随手写了“喝酒成仙(xiAn)，击鼓舞剑”八个字，交给来人带回去。 那个大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问手下...
	有个人回答说：“张旭有个怪脾(p2)气，他写字先要喝酒，酒喝得越多，字 就写得越好。写字的时候，旁边要有人击鼓，台下要有人舞剑，这样才能写出 拿手的草体字来。我猜他写的八个字...
	那个大官听了，就亲自把张旭请到自己家里来作客。他陪着张旭喝酒，叫 人在一旁击鼓、舞剑助兴。酒喝了大半坛(tSn)子后，张旭有些醉了，突然，他 大声喊：“拿笔来！”
	旁边的人早把笔、墨、纸、砚(yFn)准备 好了。张旭拿起笔，乘着酒兴，在鼓声、舞 剑和喝彩声中，很快就写好了一副对联。
	天才是什么
	最近常有人赞美你是天才，我听了只是摇头苦笑。因为若没有父母盯着你 练琴，你就不会去弹。没有我把石膏像(sh2 gAo xiFng)放在你面前，并递上纸笔，你 就不会去画。没有我逼(b1)你作文，...
	所以虽然你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杰出(jiR chU, outstanding)，我却私下(s1 xiF, privately)对 你母亲说，你只是聪明过人，仍然算不上是天才。除非你有那种内在的、自行 激发的能力，主动地、不断试...
	中国有句话：“苦心孤诣(gU y4)”，非常适合用来形容天才做事的态度。天才 所追求的目标，常常难为外人所了解。他们做事的方法，也常常难为外人所接 受。他们更常常因为孤诣(gU y4)而孤...
	但是若不能忍耐(rTn nFi)孤独，又如何能站到顶峰呢？顶峰上只有一点点大， 容不下许多人站。站在顶峰上不仅遭遇到的风大，而且旁边是没有扶持(fI ch2)的。 受不了风寒与孤独的人，就无法...
	爱迪生(Edison)小时候，曾经被学校老师怀疑(huSi y2)为低能儿。唐代诗人李贺 (hY)，由于早晚不停地写作，连他的母亲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只怕要呕(8u)出血来才 能停止。
	我说这些话，是想告诉你，你虽然是一个学什么像什么，甚至能青出于蓝 的人，但是不论你的文章、绘画、弹琴目前有多么好，只要那不是出于你内在 学习冲动而获得的成就，便不算一回事
	年轻人！如果有一天，我不准你写作、不准你弹琴、不准你绘画，甚至不准 你念书，而你却千方百计地自己去追求。如果有一天，你工作繁(fSn)重、拖着疲 惫(p2 bYi)饥饿的身子回来，你却仍...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集中营(nF cu4 j2 zh0ng y2ng, Nazi Concentration Camp)里，有些犹太(y9u tFi, Jewish)艺术家，明明知道自己即将被推进煤气室(Gas Chamber)，却伸出他们骨瘦如柴 的臂膀(b4 bDng)，以自己...
	当你被我硬是塞上纸笔，画出一幅好画时，我要问：在你心底可有他们那 种“生死与之”的创作原动力？如果没有，你就不可能成为天才！


	刘德昇写行书
	汉朝的时候，有一位书法家，叫刘德(dR)昇(shEng)。刘德昇从小就爱动脑筋， 碰到什么不懂的事，就反复琢磨(zhu9 mo)，一直到弄懂为止。
	上学以后，老师先教他写楷(kDi)书，又教他写草书。他练了一段时间，感到 楷书太死板，写起来太慢。草书又太潦(liSo)草，不容易认清楚。能不能把这两 种字体结合起来呢？刘德昇又琢磨(zh...
	从此，他常常把一个字的楷书体和草书体放在一起比较，然后挥笔书写， 试着寻找既不潦草又不死板的写法。
	有一次，刘德昇和父母亲一起吃饭。吃着吃着，他慢慢放下碗，用筷子在 桌子上划起来，一边划，一边嘴里还小声念着什么。
	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问他：“孩子，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刘德昇回答说：“我没有病，我是在琢磨(zu9 mo)一种新的字体呢！”
	父亲听了，对他说：“你有雄心(xi9ng x1n, ambition)，当然很好。不过，你年纪还 小，应该多练习写字，等把字写好了，再 去琢磨新的字体也不晚。”
	刘德昇听了父亲的话，坚持不懈地练 习书法的基本功，并且不忘探求(tFn qiI) 新字 体的写法。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写出 一种既写得快又看得清楚的字，就是“行
	书”。
	真实的生活
	今天下午，我带你去拜访艺术家夏阳，你立即被他那破旧的老屋、五花八门 的收藏、千奇百怪的发明所吸引。
	你看到夏阳如何把运货的推车，改装成上下电动的画椅，把电话、收音机、 录音机、幻灯机，和控制(k7ng zh4)画架升降(shEng jiFng)的开关全部装在上面，使他能 够坐在椅子上“呼风唤雨”。
	你也看到夏阳如何用木板和纸盒涂上黑墨(m7)，制成观景式照相机，拍出效 果(xiFo gu8, effect)绝佳(juR jiA)的照片。你更看到他自制的简易洗衣机。而那许多发明的 材料，居然多半是用街上捡来...
	问题是，那是一个想像的世界吗？
	其实，夏阳的世界比什么世界都真实。那是一位坚持理想的艺术家，为了坚 持自己的画风(painting style)而不断奋斗的世界。那破旧老屋里的一桌、一椅，都是他 攀登(pAn dEng)艺术顶峰的路上，...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鱼缸里，养的是十分便宜的、一块钱可以买到十 多条的小鱼。虽然那些鱼一点也不华丽，但是在艺术家的眼中，却能从平凡见到 真趣。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炉子，又老又旧，可是他为我们烧水沏(q4)出来的， 却是上好的乌龙茶。
	在那看似简陋(jDn l7u, shabby)之中，他有着最精致(j1ng zh4, delicate)的一面。和他相比， 这世上不是有着许多富豪(fP hSo)人家，养着几十万元一条的红龙金鱼，喝着数千 元一两的茗茶，却过着最...
	所以我说，夏阳在他破旧小屋中，展现给我们一个最最真实而感人的世界。 我们何尝不能说，他与梵(fSn)高、高更(Gauguin)的世界一样的伟大。
	是的，在人类(lYi)历史上，真正享(xiDng)有不朽(xiO)名声的艺术家是极少数。而 无数有理想、有抱负(bFo fP, aspiration)，甚至宁死不屈(qU)的艺术家，像战场上的无名 英雄一般，执着地向前进。
	记得吗？当我临走时，问夏阳在纽约二十年的岁月，觉得如何？有没有什么 遗憾(y2 hFn, regret)？他说：“很好！”
	当我问他的人生哲学(zhR xuR)时，他笑答：“题目太大了！只觉得我们要为中 国做的，实在太多！”
	让我们仔细想想他说的话，并用他那真真实实的生活，来检讨(jiDn tDo, exam)一 下自己，扪(mRn)心自问：我们有没有生活得比他更真？


	三、王羲之的故事
	词 汇
	1王羲之
	2书圣
	3石碑
	4竖
	5观赏
	6优美
	7姿态
	8拜访
	9院子
	10道人
	11让进屋
	12引
	13抄
	14道德经
	15满口答应
	16比比画画
	17灵活
	18转动自然
	19伸屈有力
	20体态
	21运笔

	22信步
	24收拾
	25欣赏
	26夕阳
	27简陋
	28装饰

	29露着
	30焦虑
	31神色
	32同情
	33题字
	34 砚台
	35龙飞凤舞
	36潦草
	37担心
	38怀疑
	39集市
	40 出高价
	41 购买
	42 抢购一空
	孩子长大了，总是要离开母亲去独自闯荡(chuDng dFng)世界。古时候外出，没有火 车和汽车，更没有飞机。出去不容易，回来就更不容易了。诗中写一位母亲给临(l2n) 行的儿子缝衣服。母亲是...


	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Song of the Parting Son
	The thread in mother's hand -
	A gown for parting son.
	Sewn stitch by stitch, alas!
	For fear of cold he'll stand.
	Such kindness of warm sun
	Can't be repaid by grass.
	这是一首歌颂母爱的千古名篇。“游子吟”也是乐府古题。
	母爱无处不在、无微不至，也因而常被儿女忽略，视若无睹(sh4 ru7 wI dO)。等 到告别了母亲，远离了家乡，儿女对那无私的爱才终于有了深切的体会。诗人从 “游子”的视角描写母爱，实在...
	诗中写到的母亲为儿女缝制衣衫，直到数十年前，还是最平常的事情。诗人 所在的唐朝，当然更没有今天这样的成衣工业。在为即将离家远游的儿子准备衣 物时，母亲不能确定爱子何日归...
	孟郊的诗以“奇崛险怪”著称，而这一首却平实浅近，自然流畅。情愈深， 语愈浅，恐怕是文学的通则。诗人直抒胸臆(y4)，成就了感人至深的母亲的颂歌。 母爱易地皆然、亘古如新，此作...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中国传统(t8ng)上称受过良(liSng)好教育的人为“文人”。中国的文人在书房 里写字、绘(hu4)画，离不开笔、墨、纸、砚(yFn)这四样东西，人们通常称之为
	“文房四宝”。
	笔
	中国的传统书写工具是毛笔。早在战国时，毛笔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中国 的书法和绘画艺术，都是与毛笔的使用分不开的。
	毛笔的笔头用以写字画画的毛，称为“笔毫(hSo)”。毛笔的种类很多。从笔 毫的原料上来分，有兔毛笔、羊毛笔、鼠毛笔、狼尾笔、胎发（胎儿的头发） 笔等等。
	有的笔用来画画。画画的笔有画山水的山水笔，画花卉(hu4)的花卉笔，画 人物的人物笔，甚至还有专门画花卉叶筋(j1n)的叶筋笔，画人物衣纹的衣纹笔， 等等。
	有的笔用来写字。写字的笔根据笔毫的硬度分为硬毫笔、软毫笔、兼(jiAn) 毫笔。最好的硬毫笔是用野兔脖子后面的毛做的，叫作紫毫（因颜色黑紫而得 名），次好的硬毫笔是用黄鼠狼尾尖...
	兼(jiAn)毫笔是用硬毫和软毫合在一起做成的，笔头的中间用硬毫，外面 用软毫，刚柔(r9u)相济，价格也比硬毫便宜。

	墨
	墨是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用的黑色颜料。和现代常用的液(yY)体颜料不同， 墨是固(gP)体的。普通的墨是圆柱体(cylinder)的，也有方、椭(tu8)圆、或者其他形 状的墨。墨的原料主要是松烟，还有...

	纸
	中国绘画和书法主要采用一种叫作宣(xuAn)纸的纸。宣纸多为白色或米黄 色，摸起来柔软舒服。但它又很韧(rYn)，不容易撕(s1)破。宣纸也不容易腐(fO)烂 和被虫咬，比较能吸墨，画出画来层次...
	宣纸虽然好，但是价格昂(Sng)贵，所以一般练习时多用毛边纸。这种纸本 来是用于印书，但因为纸质好，有人买了来练字。毛边纸所用原料，以竹为主。

	砚(yFn)
	砚又称为砚台，是磨墨用的。最早的时候，人们用浸湿了的笔直接蘸(zhFn) 墨写字。这样既不方便，又无法写大字，于是便想到了先在坚硬的东西上加上 水把墨磨成汁，然后蘸着墨汁写字。...
	磨墨的时候，先在砚台里加一些清水，水不宜过多。然后把墨拿正了，放 在砚台里研(ySn)磨。研磨的时候，用力要适中，动作要平稳。渐渐地，砚台里 的清水就成了墨汁。
	古代的文房中，除笔、墨、纸、砚这四种主要文具外，还有一些配套(pYi tFo) 的其他器具，如笔架、笔筒、镇(zhYn)纸等等，也是文具家族中必不可少的。


	不必在乎
	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你练琴的时候，我很少坐在旁边。甚至可以说， 我是故意地避开。
	我发现，在你练琴的时候，要是我在别的房间，你会一小节、一小节 地反复练习，磨那些细微的地方。但是只要我一走近，你为了表现，往往 立刻加快速度与力量，弹出华丽(huS l4)的段落。
	这使我想起读中学时到公园里参加写生(nature sketch)比赛。当有人围在我 身边看，我为了让画面显得漂亮，以得到人们的赞美，也有操(cAo)之过急的 毛病。我在不该渲染(xuAn rDn)的时候渲染，...
	渐渐地我知道了，围观者是不值得放在心上的。他们如果不内行 (professional)，那品头论足的话本来就没有价值。即使他们说得有理，也只能作 个参考。毕竟作画的是我，而不是他啊！
	是的，人有趋群性(qU qIn x4ng)，听到别人鼓掌，常在没弄清楚什么事情之 前，也便跟着鼓掌。可是，如果我们处处听别人的，哪里还有自己？
	即使是自己，也不能完全听自己的。这句话听来矛盾(mSo dPn)，其实有大 道理。这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有天生的弱点(ru7 diDn)，比如缺乏(quE fS)耐心(nFi x1n, patience)、爱拖延(tUo ySn)、懒散(lDn sDn)。...
	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每次作文总是虎头蛇尾，写不到三百字，就草 草结束，成绩自然不好。而坐在我后面一位同学，却回回拿高分。有一天 我把他的作文拿过来细细看了一遍，才发觉写...
	我试着耐下心，一面写，一面告诉自己“别急”。当我拿着发回的作文 簿，看着那可爱的“A+”和美好的评语时，心想：原来写好文章不难，就是 别急！
	对！就是别急——不要急着在人前表现自己。更不要因为心急，而破 坏了自己应有的计划。如果你想造一座五十层的大楼，需要打五层以上的 地基(d4 j1, foundation)。如果你只想造一座五层的...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想造五十层的大楼，你必须知道：当别人的五层 楼完工时，你的地基可能还没有打好。如果因为羡慕(xiFn mP)别人已经造起了 五层楼，或被那五层楼落成的鞭炮声扰(rDo)得...
	“如果处处都在乎别人，哪里还有自己？”
	“如果不能克服(kY fI)自己天生的弱点，如何战胜别人？”
	请深思！

	四、趵突泉（节选）
	老舍
	词 汇
	1趵突泉
	2千佛山
	3大明湖
	4济南
	5名胜
	6一溪活水
	7清浅
	8鲜洁
	9泉池
	10泉口
	11偏西
	12一年四季
	13昼夜不停
	14翻滚
	15立定
	16呆呆的
	17正眼
	18纯洁
	19鲜明
	20冒
	21活泼
	22疲乏
	23退缩
	24水藻
	25飘荡
	26神秘
	27境界
	28一串水泡
	29中途
	30歪

	31珍珠
	32明珠
	33斜放
	34姿态
	35碎了
	36攒得
	37整齐
	38珠花
	“词”是中国诗歌的一种。“词”和我们学过的“诗”最明显的不同，在 于每行的字数不一样。另外，词最初的时候是供人演唱的，有“歌词”的意 思。古人写歌，先有曲子，再配上词。...
	然而，光唱着好听还不够，还得让人听得懂才行。中国字本身也是有 音调的，如果在曲调走高的地方，填进了一个音调走低的字，那么，意思 就不对了。所以，词里文字音调的高低，就要...
	白居易这首词的词牌名称和词的内容是有联系的，而多数词的词牌名 称和内容没有直接的联系。
	Tune: "Fair South Recalled"
	Fair Southern Shore
	With scenes I much adore;
	At sunrise riverside flowers more red than fire,
	In spring green river waves grow as blue as sapphire,
	Which I can't but admire.
	现代歌曲的创作，大体是先有歌词，再配音乐。而词则是先有音乐， 再按音乐配词。所以，作词又称为“填词”。
	填词所依据的音乐（曲谱）的名字叫作“词牌”。同一词牌的词，各个 句子的长短分别相同，平仄、用韵的方式也相同。
	许多词，词牌之外另有题目，更多的词只有词牌。题目总与词的内容 有关，词牌通常与内容无关。当然，也有例外，譬如本篇。
	白居易是大诗人。这首词和他的许多诗一样，明白如话，平易近人。 江南是白居易的旧游之地。看来，江南在他脑海中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色 彩。江花胜火，江水如蓝，江南的春天如此绚(x...




	忆老舍（两篇）
	老舍是中国现代的著名作家。下面两篇回忆老舍的文字，是两位不同 的作者写的。

	说中文和吃饺子
	1946年，老舍来美访问。6月4日，他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讲演，听众 多数是那里学中文的学生。在他前面演讲的人用的都是英语。老舍在站起 来演讲以前，先用中国话问：“我是用英文讲...
	后来有一天，我在另一位中国朋友家里遇见老舍。老舍见到我就说：“你 从耶鲁(Yale)来，你们那儿好，连外国人都说中国话。”那天女主人包饺子。大家吃 饺子的时候，老舍说：“吃饺子...
	“一位太太买了一斤面粉，一斤白菜，一斤肉，做了三个一尺多长的饺 子。她把两个大饺子从厨房拿出来给她丈夫和客人，一人一个。她丈夫一 看饺子这么大，就说：‘天哪！’太太说：...
	老舍喜欢说以夸张(kuA zhAng)为笑料的笑话，比如说：“有人做了一个很 大的包子，放在地上，大家趴在地上吃。吃了很久也吃不到馅儿(xiFn'r, filling)。 忽然有人在包子里发现一座石碑(bEi)，...
	老舍喜欢相声，他也编过相声，但编得不成功。有一次，他对我说：“人
	家说相声的那些段子，都是经过千锤(chu2)百炼，演过多少次，什么时候有 什么效果，都是可以预料(yP liFo)的。我编的那些不行，我以为人家会笑的呢， 说出来人家不笑，可见编相声也不容...

	写字的乐趣
	老舍写作永远是用毛笔书写，一点一画，写得非常整齐，涂改(tI gDi)的 地方，也是用笔以方块涂掉。抗日战争中，老舍流亡到后方。有一次，我 请老舍给我写一幅字，老舍高兴地给写了一条...
	中国字难认，更难写。不设法(shY fD)改掉它，教育便永不 易发展。不过，这是后话，暂且(zFn qiT)不言。且说写中国字也 有些好处：拿起毛笔，便另有滋味(z1 wYi)，与钢笔大不相同。钢 笔随便...
	老舍签(qiAn)名下未盖印章(y4n zhAng)，只是在下面有两行小字：“签字可靠， 没有图章。”
	冯玉祥将军知道了这件事，特地买来一枚印章，装在精致的盒中，送 给老舍。老舍视作珍宝，一直珍藏着。
	泪脸和笑脸
	为了赶印自己的新画册(cY)，昨天从一大早开始，我忙了十几个小时，把将 要放入画册的画，全部拍好了照片。我打算晚间在自己家的暗房(dark room)里把胶 卷(jiAo juDn, film)冲洗成底片(negatives)...
	当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房里，我将显影(xiDn y3ng, develop)好的底片取出来， 放在定影液(fixing bath)中，就匆匆忙忙地打开灯。
	灯光下我一眼看到，定影盘的盖子忘了盖，正在定影的底片，全部暴露(bFo lP)在灯光下！我立即把灯熄灭(x1 miY)。可是我知道已经迟了：这短短的一秒钟，已 经把我前面十几个小时的工作，...
	那时已经是深夜三点钟。我走回画室，将摄影机重新架好。因为印刷厂正等 着画册的底片，我不得不重拍。
	我心里焦(jiAo)急，却又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能急，因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步骤 (bP zh7u)出错，就会影响整个进度。我的身体是疲惫(p2 bYi)的，却不敢对镜头打一 个呵欠(hA qian)。因为即使一小滴口...
	或许前面十几个小时架好的灯光、量好的角度、和已经熟练的技巧，是我能 缩短(su0 duDn)工作时间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那背水一战，非赢不可的态度， 使我不再像白天那样拍拍停停，而...
	当然，即使是现在，当我想起那一盒完全走光的底片，还是满怀遗憾(y2 hFn, regret)。然而，谁让自己不小心？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补救的也已经补救了，把那 个失误当作教训，把前面的工作...
	我想看看那走光的结果，就把走光的底片也送去店里冲。你知道吗？当我把 冲好的走光片拿出来时，旁边其他的摄影家都笑着说：“走光了！”
	“你们怎么知道，这不是底片质量问题，而是走光了？”我故意问他们。
	“因为我们都干过这种事！”大家又哄笑了起来。
	这些笑的人，都是纽约的专业摄影家，他们不是也曾经像我昨晚那样，抱着 头，坐在暗房里流下豆大的汗珠吗？
	几乎大部分看来满盘赢的人，都可能遭遇(zAo yP)过满盘皆输(jiE shU)的场面。 几乎每张成功的笑脸背后，都有失败的泪脸。
	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能擦干眼泪，爬起来，继续战斗，否则就是真正的 输(shU)家了。

	五、七子之歌（澳门）
	闻一多
	清朝后期，西方殖(zh2)民主义(colonialism)凭(p2ng)着船 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把中国的国土占为己 有。诗人闻一多借用《诗经》中七个孩子和一个母 亲的故事，把西方列强(liY qiSng)占领...


	澳门
	你可知“妈港(Macau)”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词 汇
	1澳门
	2闻一多
	3殖民主义
	4凭着
	5船坚炮利
	6占为己有
	7诗经
	8西方列强
	9占领
	10城市
	11地区
	12祖国
	13催人泪下
	14组诗
	15共有
	16代表
	17掠去
	18肉体
	19依然
	20保管
	21灵魂
	22梦寐不忘
	23乳名
	辛弃疾(x1n q4 j2)是中国历史上抵抗(d3 kFng)外敌的英雄，更是著名的词人。 辛弃疾曾经屡(lN)战屡(lN)败，但是他屡败屡战，从来没有放弃(q4)。一个秋天 的夜晚，晚年的辛弃疾在回家的路上，独...
	这首词的内容和词牌名《清平乐》没有联系。

	独宿博山王氏庵
	Tune: "Pure, Serene Music"
	Passing One Lonely Night at Boshan
	(Unable to do what he wanted to do, the poet lived in the countryside of Jiangxi. He passed one lonely night in a convent at Boshan and dreamed of the lost land occupied by Jurchen invaders.)
	Around the bed run hungry rats;
	In lamplight to and fro fly bats.
	On pine-shaded roof the wind and shower rattle;
	The window paper scraps are heard to prattle.
	I roam from north to south, from place to place,
	And come back with grey hair and wrinkled face.
	I woke up in thin quilt on autumn night;
	The boundless land I dreamed of still remains in sight.
	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词人。他年轻时即投身于抗御(yP)异族侵略的战 斗，戎(r9ng)马半生，几起几落，而抗敌之志未尝稍减。本词大约作于他晚 年被谗(chSn)罢官之时。
	诗人半夜梦醒。饥鼠绕床，蝙蝠翻灯，急雨掠过屋上的瓦片，残破的 窗纸被风吹得簌(sP)簌作响。秋夜是如此的寒冷，晚景是如此的凄凉！换了 别人，肯定会因寒冷而瑟缩(sY su0)，多半会为...

	洗衣歌
	闻一多
	洗衣是美国华侨最普遍的职业，因此留学生常常被人问道：“你爸爸是洗衣裳的吗？”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洗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yPn)衣要熨(yPn)得平！
	我洗得净悲哀(bEi Ai)的湿(sh1)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zu4 Y)的黑汗衣，
	贪(tAn)心的油腻(n4)和欲(yP)火的灰，……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铜是那样臭(ch7u)，血是那样腥(x1ng)，
	脏了的东西你不能不洗，
	洗过了的东西还是得脏，
	你忍耐(rTn nFi)的人们理它不理？
	替他们洗！替他们洗！
	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jiFn)，
	肯下贱(jiFn)的只有唐人不成？
	你们的牧师(mP sh1, pastor)他告诉我说：
	耶稣(yE sU, Jesus)的爸爸做木匠(jiFng)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肥皂(fRi zFo)白水耍(shuD)不出花头来，
	洗衣裳原比不上造兵舰(jiFn)。
	我也说这有什么大出息——
	流一身血汗洗别人的汗？
	你们肯干？你们肯干？
	年去年来一滴思乡的泪，
	半夜三更一盏洗衣的灯……
	下贱不下贱你们不要管，
	看那里不干净那里不平，
	问支那人，问支那人。
	我洗得净悲哀(bEi Ai)的湿(sh1)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zu4 Y)的黑汗衣，
	贪(tAn)心的油腻(n4)和欲(yP)火的灰，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洗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yPn)衣要熨(yPn)得平！



	愈烧愈发
	记得我十三岁那年，家里失火夷(y2)为平地的时候，许多朋友都安慰(wYi) 我说：“从头来！越烧越发达(flourishing)！”后来我总是想到这句话，不懂为什 么烧光了财产(cSi chDn, property)，反而能...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一次又一次地见到了这种收拾残局(sh0u sh2 cSn jI, clear up the mess)，重建江山的人。我曾经见过一位姓刘的日本华侨(qiSo)，当他逃 往日本的时候，失去了偌(ru7)大的家...
	可是二十多年后，他已经是拥有多家餐馆，营业额达千万美元的富商。 他前半生失去的财富，不但补回，而且更多了。
	我也认识一位曾经一败涂地的企业家(q3 yY jiA, entrepreneur)，后来卖铅笔文具等 办公用具，又给朋友的公司做事，一步步再度站到企业界的高峰。
	当然我更看到了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从战败的废墟(fYi xU)中重建，居然 有了仅次于美国的经济成就。世人甚至怀疑：“到底是谁打输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
	我终于了解，失败所摧毁(cu1 hu3)的往往只是表面的东西，如同烽火击垮 的往往只是建筑物的上方。那失败者坚强的意志、建筑物地下的基础、工 业家所有的技术、企业家所有的理念，是很...
	于是，当那些老工厂因眷恋(juFn liFn)旧设备而停止不前的时候，重起炉灶 的人却能推平废墟，做全新的计划。他们很艰苦，但是艰苦激发他们更强 的意志与潜能。他们面对着一片空白，但这...
	在你未来的人生中，可能会遭遇失败。请你在心灰意冷，满头冒出豆 大的汗珠时，咀嚼(jO juR)我的这段话！

	六、唐、宋、元、明、清（趣味对话）
	词 汇
	1讨厌
	2历史
	3惹
	4准确
	5朝代
	6糊涂
	7学深学透
	8轻松
	9泄气
	10窍门
	11秦始皇
	12商朝
	13楚霸王
	14赢
	15大名鼎鼎
	16隋朝
	17顺口
	18清朝
	19管用
	20互相
	“诗”、“词”、“曲(qO)”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三种形式。“曲”和音乐的联 系，比“词”更紧密，所以在用字的音韵上有更严格的要求。“曲”和“词”
	一样，是根据现有的曲调来填字的。在中国诗歌的历史上，有“唐诗，宋 词，元曲”这样的说法，意思是，“诗”的顶峰在唐朝，“词”的顶峰在宋 朝，“曲”的顶峰在元朝。
	我们这里介绍的这首元曲，作者在前三句中一口气排列(liY)九样事物， 绘(hu4)出画一般的场景，最后一句点明自己的主题。

	秋 思
	Tune: "Clear Sky Over The Sand"
	Autumn
	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 fly evening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Westward declines the sun,
	Far, 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broken one.
	在谈论中国诗歌的历史时，人们常把唐诗、宋词、元曲并称。
	曲像词一样，是歌词。词有词牌，曲有曲牌，都是乐谱。有些曲牌与 词牌相同或相似，反映了音乐的传承。与词牌类似，曲牌规定了曲的字数、 平仄、韵脚。曲允许在曲牌规定的字数之外...
	汉语的四声，本来就有音乐性。近世中国歌曲的作者，似乎不再顾及 汉语的声调性，这是很可惜的。
	曲是对杂剧和散曲的统称，散曲又分为小令和套数。这里介绍的这首 小令，是有名的佳作。作者为元曲四大家之一。头三句罗列九个不同的事 物，无一动词，而形象鲜活，一幅苍凉的秋景...


	印章
	在《忆老舍》中，提到在抗日战争期间，作家老舍流亡到重庆，因为没有 图章，为朋友写完横幅(hRng fI)后特地说明“签字可靠，没有图章”。而他的另一 位朋友冯先生得知此事，“特地买...
	当你欣赏中国的书法或绘画作品时，你可曾注意到，几乎每一幅作品上， 都印着至少一方红色的印章(y4n zhAng)。这些印章有大有小，有方有圆。上面有的 刻着人名，有的刻着书房名，有的刻...
	中国最早的印章，据说出现在东周时期。那时大都是官印，系在腰带上， 用来表示这个人的官位。战国以后，印章在民间流传开来，人们在上面刻上 吉祥(j2 xiSng) 的话，当作吉祥物。唐朝以...
	印章上面刻的，多半都是人名。从前中国人除了名以外，还有字、号、别 号等，连带的印章也就多了。举例说吧，著名画家齐白石，他的父亲和祖父给 他取了三个名字，老师又给他取了一...
	到中国旅(lN)游的外国人，也常常喜欢刻一枚小小的印章。在给朋友的书信 中，或者在赠(zYng)给朋友的书画中，盖上一个鲜红的印章，往往能给朋友带去 一份意外的惊喜。

	手足之情
	从今天清晨五点零六分开始，你在人生的旅程上，又多了一个伴侣， 那就是你的妹妹。
	她有七磅(bFng)十一盎司(Fng s1)重，身长二十一英寸半，你母亲说，她长 得跟你初生时有些像。我却认为太小，还看不出来。但是无论外表相似与 否，她和你是同胞兄妹，流着同一支的血液，...
	中国人称兄弟姐妹为“手足”，正比喻(yP)了其间密切的关系。手足同样 由身躯伸出，他们靠着同一心脏压缩出的血液而生存。他们彼此扶持、荣辱 与共。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获得的朋友...
	记得你小时候，每当我们问你希不希望再添个弟弟或妹妹，你都大声 抗议，说小娃娃会吵闹，大一点则会弄乱你的东西、砸坏你的玩具。那时 候我确实也认为多一个孩子，会分享你的一切...
	但是今天，当你似乎有些忧心地问我“妹妹出生时，脐带绕在了脖子 上，会不会有不良影响”时，我突然领悟了。
	手足固然可能从父母那里，分享了原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物质，但是他 们也彼此给予了关爱与帮助。他们是父母逝去时，站在送葬行列中，与你 同样伤恸(t7ng)的人。他们也是当你父母都离去...
	有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每年感恩节，我特别急着赶回乡下的老家。 我平常回去看到的只是父母，唯有感恩节时，能见到所有的兄弟姐妹，大 家打打闹闹，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
	有一位在台湾的大陆老兵对我说：“人人都返乡了，但是我没有回去， 父母死了！回去看谁？”
	有一天你会发现，手足不但是父母生命的延伸 (ySn shEn, extend)、童年记忆 的延伸，甚至是故乡的延伸！

	第一单元 古诗总汇
	塞下曲
	〔唐〕卢纶
	林暗草惊风，
	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
	没在石棱中。
	春怨
	〔唐〕金昌绪
	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绝句
	〔宋〕僧·志安
	古木荫中系短篷，
	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商歌
	〔宋〕罗与之
	东风满天地，
	贫家独无春。
	负薪花下过，
	燕语似讥人。
	鹿柴
	〔唐〕王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反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长干曲
	〔唐〕崔颢
	君家何处住？
	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
	或恐是同乡。
	家临九江水，
	来去九江侧。
	同是长干人，
	生小不相识。
	题西林壁
	〔宋〕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第二单元 古诗总汇
	石头城
	〔唐〕刘禹锡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头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来。

	绝句
	〔宋〕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题乌江亭
	〔唐〕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春夜洛阳闻笛
	〔唐〕李白
	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东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春夜喜雨
	〔唐〕杜甫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
	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
	花重锦官城。

	从军行
	〔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出塞
	〔唐〕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观猎
	〔唐〕王维
	风劲角弓鸣，
	将军猎渭城。
	草枯鹰眼疾，
	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
	还归细柳营。
	回看射雕处，
	千里暮云平。


	第三单元 古诗总汇
	游子吟
	〔唐〕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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