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行书院周二文化课讲义（第七讲）   辛丑年（2021/3/16）   

本周作业 1， 历史年表填空（请凌岳同学汇总所有女生作业，子瑜

同学汇总所有男生作业，批改后上传。） 

 

《中学生必备古诗文 61 首》一书之大纲 

                 夏                     470 年   

无 

商                     554 年 

无   

 

《诗经》----------   周                     790 年   

有：诗 1,  guān 关 jū雎 ,  2,  jiān 蒹 jiā葭 

书 1，《lún____ yǔ____》   

2，《____, zhuàn____》  

3, 《mèng _____ ______》  

4,《zhuāng _____ ______》  

5, 《lǐ_____ jì______》 

6, 《liè ____ zǐ ____》  

7,《zhàn _____ guó ____ cè》        

秦                      15 年 

无  

 



《汉乐府》-------   汉（两汉：西汉，东汉） 426 年  

有：诗 十五 cóng 从 jūn 军 zhēng 征 

                  

三国                 60 年     

有：诗  guān 观 cāng 沧 hǎi 海 

    文： 《____ ____ biǎo_____》  

       

两晋南北朝          324 年 

 有: 诗 1, yǐn 饮 jiǔ 酒  2, 木兰 cí辞  

文: 1, táo ____ ____ yuán ____ jì ____ 

   2,《dá____ xiè____ ____ ____ _____》 

   3，《____ xiá ____》 

 

隋                     37 年   

 无 

唐诗（唐音）    唐                     289 年  

有： 1，《宋杜少府之任蜀州》--- 作者： 王勃 

     2，《登幽州台歌》-------------- 作者：陈子昂 

     3,《次北固山下》--------------- 作者：王湾 

     4,《使至塞上》------------------  作者：王维 

     5,《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作者：李白 

     6，《行路难》  



     7，《黄鹤楼》---------------------- 作者：崔颢 hào 

      8,《望岳》--------------------------------作者：杜甫 

      9，《春望》 

     10，《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1，《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作者：岑参 

     12,《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作者：刘禹锡 

     13,《卖炭翁》 ----------------------------作者：白居易 

     14，《钱塘湖春行》 

     15，《雁门太守行》-----------------------作者：李贺 

     16,《赤壁》----------------------------------作者：杜牧 

     17,《泊秦淮》 

     18,《夜雨寄北》----------------------------作者：李商隐 

     19,《无题》 

文：1,《____ _____》 

2，《loù ____ ____ míng _____》 

3,《____ ____ tán ____ jì ____》 

 

 

                 五代十国（五代）      52 年 

有：相见欢   

  

 



宋诗 宋词         宋                  319 年 

有：1，《渔家傲》 ------------------------------- 作者：范仲淹 

2,《浣溪沙》---------------------------------- 作者：晏殊 

3,《登飞来峰》--------------------------------作者：王安石 

4，《江城子》-----------------------------------作者：苏轼 

5,《水调歌头》 

6，《渔家傲》-----------------------------------作者：李清照 

7,《游山西村》---------------------------------作者：陆游 

8,《南乡子》------------------------------------作者：辛弃疾 

9,《破阵子》 

10，《过零丁洋》-------------------------------作者：文天祥 

 

文：1，《yuè ____ ____ lóu ____  jì____》 

    2，《zùi ____ wēng ____ ting _____ jì ____》 

    3, 《ài ____ lián _____ _____》 

    4, 《记承天寺夜游》 

                  

元                   97 年 

有：1，《天净沙。秋思》-----------------------作者：马致远 

    2，《山坡羊。潼关怀古》-----------------作者：张养浩 

  

          



 明                   276 年  

无：？？？  

文：1，《送东阳马生序》 

    2，《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清                   267 年 

有：诗 1，gōng 龚 zì自 zhēn 珍 :《己亥杂诗》 

     2，qiū秋 jǐn 瑾：《满江红》 

   文：   《____ ____ ____ shòu _____》         

民国                  37 年  

无  

                新中国                72 年   

无 

 

作业点评：亦铭   100+20 严谨 

          佳晨   100+20 积极 

          天悦   100+20 从容 

          宜南   100+20 阳光 

          凌岳   100+20 认真 

          子瑜   100+20 乐观 

          天乐   100+20 自信 

          奕康   100+20 善学 



话说西红柿（番 fān 茄 qié）： 

 

 

西红柿树（番茄树） 瀑布西红柿 与柿子不同（柿子树） 

 



本周女同学作业 2，：做一道有西红柿的菜（只用西红柿也可，西红

柿和其它食物搭配也可，凉菜也可，热菜也可，但要给自己做的菜写

个菜名），发给佳晨，由佳晨汇总一起上传。 

 

古诗学习（教材 p40） 

《黄鹤 hè楼》 

崔 cūi 颢 hào〔唐〕 

昔人已乘 chéng 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 fù返 fǎn，白云千载 zǎi 空悠悠 yōu。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 qī萋鹦 yīng 鹉 wǔ洲 zhōu。 

日暮 mù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chóu。 

 

本周男同学作业 2，：自己高声读《黄鹤楼》三遍，不用提交了。 

 

古诗复习：识别图片背诗  

1，《庭中有奇树》   

2，《春夜洛城闻笛》   

3，《渡荆门送别》 

4，《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苏轼 〔宋〕 

5，《晚春》 韩愈〔唐〕      

6，《夜雨寄北》李商隐 〔唐代〕 

7，《天净沙。秋思》马致远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