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行书院周二班 2021 年第二学期讲义（第七讲）    2021/6/15 

云南大象的迁徙 xǐ 

近日，云南 15 头野生亚洲象不停地向北迁徙的事件引发了社会

关注，从今年的 4 月份开始，15 头原本生活在西双版纳州的亚洲象

从墨江县北迁，一路经过玉溪市、元江县、石屏县等地…这群大象为

什么北迁？最终将去哪里？  

 

 

 

 

 

 

 

《李白小传》或《李白年谱 pǔ》导 dǎo 读 dú 

 

 

 

 

 

 

 

 



诗中之地理，请找出带地理知识 (湖名 河名 山名 地名 关名 塔名 

道名 村名 国名……)的诗。 

 

文章改写 

改写《湖心亭看雪》 

    公元 1632 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余乘 chéng 一小舟，

独 dú往 wǎng 湖心亭看雪。湖面，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 

请用下面词语替换文章中的相应词语，写出小散文《tekapo 看雪》 

公元 2020 年八月  基督城   车  tekapo 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给文章起名字（不超过八个字） 

            《                  》 

北冥 míng 有鱼，其名为鲲 kūn。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

而为鸟，其名为鹏 péng。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

yì若垂天之云。 

             《                    》 

 予独 dú爱莲之出淤 yū泥 ní而不染 rǎn，濯 zhuó清涟 lián 而不

妖 yāo，中通外直，不蔓 màn 不枝，香远益 yì清，亭 tíng 亭净 jìng

植 zhí， 



请用文中的四个字给这篇古文起名字 

           《              》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

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

跃。 

 

古文学习： 

注释：   1，善 shàn：擅长 ， 好 

2，峨é峨兮： 山高大的样子 

3，若：好像 

4，泰山：在今中国山东省泰安市 

5，洋洋：河宽广的样子 

6,  兮：语气助词，如今啊 

 

《某 mǒu 某一则》 

    亦铭善 shàn 鼓 gǔ琴 qiń，张老师善听。亦铭鼓琴，志在高山。

张老师曰：“善哉 zāi，峨é峨兮 xī若 ruò泰 tài 山！”志在流水，张老

师曰：“善哉，洋 yáng 洋兮若江河！”亦铭所念 niàn，张老师必得之。 

 

 

 

 



改写《某 mǒu 某一则》为《列子一则》 

      

亦铭-------伯牙   张老师-------钟子期 

              

 《列子一则》 

伯牙善 shàn 鼓 gǔ琴 qiń，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

钟子期曰：“善哉 zāi，峨é峨兮 xī若 ruò泰 tài 山！”志在流水，钟子

期曰：“善哉，洋 yáng 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 niàn，钟子期必得之。 

 

填空 

伯牙______________, 钟子期-________。伯牙鼓琴，___________。

钟子期曰：“_________，峨é峨兮 xī____泰 tài 山！”____________，

钟子期曰：“善哉，洋 yáng 洋兮_____江河！”伯牙________，钟子期

__________。 

 

原版见《中学生》教材 p145 

 

 

绕口令练习： 

坡上立着一只鹅，坡下就是一条河。 

宽宽的河，肥肥的鹅，鹅要过河，河要渡鹅， 

不知是鹅过河，还是河渡鹅？ 



千古名篇精读： 

《春江花月夜》 

唐  张若 ruò虚 xū 

春江潮 cháo 水连 lián 海平，海上明月共 gòng 潮 cháo 生。 

滟 yàn 滟 yàn 随 suí波千万里，何 hé处 chù春江无月明！ 

江流 liú宛 wǎn 转 zhuǎn 绕 rào 芳 fāng 甸 diàn，月照 zhào 花林皆 jiē

似 sì霰 xiàn， 

空里流霜 shuāng 不觉 jué飞，汀 tīng 上白沙 shā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 xiān 尘， 皎 jiǎo 皎空中孤 gū月轮 lún。 

江畔 pàn 何 hé人初 chū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 zhào 人？ 

人生代 daì代无穷 qiōng 已 yǐ， 江月年年只相似 sì。 

不知江月待 daì何人， 但见长江送 sòng 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 yōu 悠， 青枫 fēng 浦 pǔ上不胜愁 chóu。 

谁家今夜扁 piān 舟子？ 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 pái 徊 huái， 应照离人妆 zhuāng 镜 jìng 台。 

玉户帘 lián 中卷 juǎn 不去， 捣 dǎo 衣砧 zhēn 上拂 fú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 wén， 愿逐 zhú月华流照君 jūn。 

鸿 hóng 雁 yàn 长飞光不度 dù， 鱼龙潜 qiǎn 跃 yuè水成文。 

昨夜闲 xián 潭 tán 梦 mèng 落 luò花， 可怜 lián 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 yù尽 jìn， 江潭 tán 落月复西斜 xiá。 

斜 xié月沉沉藏 cáng 海雾 wù， 碣 jié石潇 xiāo 湘 xiāng 无限 xiàn 路。 

不知乘 chéng 月几人归 gūi， 落月摇 yáo 情满 mǎn 江树。 



本学期的期末考试： 

同学们合唱《春江花月夜》 

本周作业： 

请上传《少年李白小传》之第七节或《少年李白小传》之第七章或《李

白年谱节选》之卷七（任选其一）。 

附：知行书院周二班 2021 年第二学期课后精读： 

初级版：《少年李白小传》 

中级版：《少年李白小传》 

高级版：《李白年谱节选》 

 

第七节 

公元 719 年，开元七年，李白十九岁，仍在匡 kuāng 山读书。 

公元 720 年，开元八年，李白二十岁。 

春，初游成都，作《登锦城散 sàn 花楼》诗。又游峨é眉山，作

《游峨眉山》诗。 

《登锦城散 sàn 花楼》 

李白  

日照 zhào 锦 jǐn 城头，朝 cháo 光散 sàn 花楼。 

金窗夹 jiā绣 xiù户，珠箔 bó悬 xuán 银钩 goū。 

飞梯 tī绿云中，极 jí目散 sàn 我忧。 

暮 mù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 

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第七章 

公元 719 年，开元七年，己未，李白十九岁，仍在匡 kuāng 山读

书。 

公元 720 年，开元八年，庚 gēng 申 shēn，李白二十岁。 

春，初游成都，作《登锦城散 sàn 花楼》诗。又游峨é眉山，作

《游峨眉山》诗。 

 

《登锦城散花楼》 

李白  

日照锦城头，朝 cháo 光散 sàn 花楼。 

金窗夹绣户，珠箔 bó悬银钩。 

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 

暮 mù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 

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时事 

印度僧人善无畏等人来华。 

突厥 jué寇 koù凉州，杀人掠羊马数万而去。 

 

 

 

 



卷七 

公元 719 年，开元七年，己未，李白十九岁，仍在匡山读书。 

 

公元 720 年，开元八年，庚申，李白二十岁。 

春，初游成都，作《登锦城散 sàn 花楼》诗。谒 yè 苏颋 tǐng，

颋甚 shèn 赞其才，复励之以学。（见《上安州裴 péi 长史书》）：“前

礼部尚书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 cì，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

liáo 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若广之以学，可以

相如比肩也。” 

又游峨眉山，作《游峨眉山》诗。 

 

《登锦城散 sàn 花楼》 

李白  

日照锦城头，朝 cháo 光散 sàn 花楼。 

金窗夹绣户，珠箔 bó悬银钩。 

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 

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 

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登峨眉山》 

李白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 miǎo 难匹。 

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 

青冥 míng 倚天开，彩错疑画出。 

泠 líng 然紫霞赏，果得锦囊 náng 术。 

云间吟琼 qióng 箫，石上弄 nòng 宝瑟 sè。 

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 

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 

倘逢骑羊子，携 xié手凌白日。 

 

时事 

印度僧人善无畏等人来华。 

突厥 jué寇 kòu 凉州，杀人掠羊马数万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