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行书院周二班 2021 年第二学期讲义（第三讲）    2021/5/18 

古诗复习： 

《望庐山瀑布》   唐 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望天门山》   唐 李白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望洞庭》唐 刘禹锡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我们课上所学古诗只是浩如烟海的中华诗词中的沧 cāng 海一粟 sù

（九牛一毛）而已。 

 

（粟：谷子，去壳后称为小米） 

 



白话经学： 

《孟子》三则： 《中学》p128 

其中 p134 :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人生道路：有正途   大道 

          有歧途   邪道 

   

贪      贪财             

         贪食 

         贪物质享受 

 

周敦颐 《爱莲说》：予独 dú爱莲之出淤 yū泥 ní而不染 rǎn。濯 zhu

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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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远观而不可亵 xiè玩焉 

 



古文学习 

第一版 

《湖心亭 tíng 看雪》  明 张岱 d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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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亭上，有两人对 duì坐 zuò, 见余，大喜，拉 lā余同饮 yǐn。

余饮 yǐn 三大杯 bēi 而ér 别 bié，问其姓 xìng 氏 shì，是南京人，客

kè居 jū于此。 

及 jí下船，舟 zhōu 子曰：“莫 mò说先生痴 chī，更 gèng 有痴

chī似 sì先生者！” 

 

第二版 

    《湖心亭 tíng 看雪》  明 张岱 dài 

公元 1632 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俱 jù绝 j

úe. 是日傍 bàng 晚 wǎ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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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亭上，有两人对坐, 见余，大喜曰：“湖中焉 yān 得 dé有此

人！”拉 lā余同饮 yǐn。余饮三大杯 bēi 而 er 别 bié，问其姓 xìng

氏 shì，是南京人，客 kè居 jū于此。 

及 jí下船，舟 zhōu 子喃 nán 喃曰：“莫 mò说先生痴 chī，更

gèng 有痴似 sì先生者！” 



第三版 

《湖心亭看雪》  明 张岱 dài 

崇 chóng 祯 zhēn 五年(公元 1632 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

三日，湖中人鸟俱 jù绝 júe. 是日傍晚，余乘一小舟，独往湖心亭看

雪。湖面，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 

到亭上，有两人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 fèi。见余，大喜曰：

“湖中焉 yān 得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杯而别，问其姓氏，

是南京人，客居于此。 

及下船，舟子喃 nán 喃曰：“莫说相 xiàng 公痴 chī，更有痴

似相公者！” 

    第四版 原版 

 《湖心亭看雪》  明 张岱 

《中学生古诗文 61 篇》p210 

 

《爱莲说》跑题： 

《玫瑰说》 

玫瑰花特点： 多刺 很香 不好看。 

玫瑰与月季极易混淆不清。 

从植物分类学角度来区分玫瑰、月季，对于一般从事植物分类的

科技工作者来说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对于一般业余爱好者来说确是

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西方玫瑰在西方与月季通常都被成为 rose，但在传入中国时，西

方月季被翻译为玫瑰。  

中国分类学上所说的玫瑰：一般是指带有浓郁玫瑰花香，一年开

花一次，通常玫瑰大多密生枝刺，花枝被剪下后花朵会很快萎蔫 niā

n，最长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因此，玫瑰不适合于作鲜切花。 

中国所说的月季则与玫瑰有着明显的区别，最主要的区别有以下

几点： 

一年多次开花，绝大多数月季可一年多次开花。 一般月季不具

备浓郁的花香。月季花一般花朵大而鲜艳，枝刺较少。鲜花剪下后保

鲜期长，一般可保存数天或数周。适合于作鲜切花、盆植、城市园林

及道路绿化等。人们日常生活中作为鲜切花馈赠用的“玫瑰”鲜花和

盆栽玫瑰，一般都是月季。    

西方把玫瑰花当作严守秘密的象征。 

 

 



大家一起读《爱莲说》一遍： 

《爱莲 lián 说》p198 

宋  周 zhōu 敦 dūn 颐 yí （公元 1017--1073） 

水陆 lù草木之花，可爱者甚 shèn 蕃 fán。晋陶 táo 渊 yuán 明独 d

ú爱菊 jú。自李唐来，世人甚 shèn 爱牡丹。予独 dú爱莲之出淤 yū泥 n

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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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远观而不可亵 xiè玩焉

yān。 

  予 yú谓 wèi 菊，花之隐 yǐn 逸 yì者也；牡丹，花之富贵 gùi 者也；

莲，花之君子者也。噫！yī菊之爱，陶后鲜 xiǎn 有闻。莲之爱，同予

yú者何人？牡丹之爱，宜 yì乎 hū众 zhòng 矣 yǐ。 

 

日积月累 本周识子作业与上周同（第一批，第二批） 

长江  江月   春江  月明  看不见   不还家  千万里   孤 gū月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江天一色    白云一片   滟 yàn 滟随 súi 波  江上白沙 shā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潮 cháo 水  鸿 hóng 雁 yàn  相 xiāng 思  落 luò月  梦落 luò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明月楼   月照 zhào 花林  斜 xié月沉 chén 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业准备： 

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颜体（楷书）， 其字雄健大气。 

攻读《诗》《书》指 《诗经》，《尚书》，泛指儒家经典，六经，即诗，

书，礼，易，乐，春秋，或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 

诸子百家-----即先秦诸子如孟子，荀子， 庄子 ，老子，墨子等等和

诸子之学说。如儒家，道家，墨家，农家… 

 

本周作业： 

1，请再大声或默读《爱莲说》一遍。（已经会的同学不用读了） 

2,  认识日积月累的字（会读， 不用上传） 

3，请上传《少年李白小传》之第三节或《少年李白小传》之第三章

或《李白年谱节选》之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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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公元 706 年，李白六岁                    

公元 707 年，李白七岁 

公元 708 年，李白八岁 

公元 709 年，李白九岁，  书法家颜真卿生 

公元 710 年，李白十岁，攻读《诗》《书》及诸子百家 



第三章                      

公元 706 年，李白六岁 

公元 707 年，李白七岁 

公元 708 年，李白八岁 

公元 709 年，李白九岁，  书法家颜真卿生 

公元 710 年，李白十岁，攻读《诗》《书》及诸子百家 

 

卷三 

公元 706 年，李白六岁    

公元 707 年，李白七岁 

公元 708 年，李白八岁 

公元 709 年，李白九岁，  书法家颜真卿生 

公元 710 年，李白十岁，攻读《诗》《书》及诸子百家 

 

时事 

李隆基立为太子，时年二十五岁 

 

事略 

《送从侄耑 zhuān 游庐山序》云：“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

心慕之。”当亦在十岁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