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行书院周二班 2021 年第二学期讲义（第二讲）    2021/5/11 

古诗复习： 

《江上渔者》 p91 

宋  范仲淹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泊船瓜州》p95 

宋  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题西林壁》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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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衢道中》p108 

宋  曾几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  

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p119 

宋  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春日》p121 

宋  朱熹 xī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乡村四月》p128 

宋  翁卷 juàn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我们课上所学宋诗只是浩如烟海的宋诗中的沧 cāng 海一粟 sù而已。 

（粟：谷子，去壳后称为小米） 

 

国花--------“中国的国花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在 2019 年的全国投

票中，牡 mǔ丹 dān 花的得票率高达 79.91%，目前我国的国花候选有

两套方案，一是将牡丹花作为我国的国花，二是将牡丹、荷花、菊花、

梅花四种花都立为国花，但目前尚未经过全国人大决定。” 



 

牡 mǔ丹 dān ，素 sù有“花中之王”的美誉 yù 

 

银蕨 júe  毛利语 koru--------新西兰国旗之争 

 

 

湖南：荷 hé花      湖北：梅 méi 花    山东：牡 mǔ丹 dān 花   

福建：水仙花       浙江：兰 lán 花        江苏：茉 mò莉 lì花   

贵州：杜 dù鹃 juān 花      辽宁：天女花     广东：木棉花 

 



   

  杜 dù鹃 juān（花）                  牡 mǔ丹 dān（花） 

        

  梅 méi 花                          茉 mò莉 lì花 

                 

 

 

 

 

 

 

 

 

 

 



上堂课：借 jiè物写人    虚 xū写物实 shí写人     隐 yǐn 喻 yù 

这堂课：借 jiè声写。。。 

《鸟鸣涧》-------借声写静  

唐  王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枫桥夜泊》-------借声写愁 

唐  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送友人》--------借声写情 

唐  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爱莲说》学习准备： 

水中花  陆 lù上花  草和花     莲花  菊 jú花  牡丹花  

陶渊明 --- 晋 -----爱菊， 《爱莲说》  “晋陶渊明独 dú爱菊”    

          “菊之爱，陶后鲜有闻” 

周敦 dūn 颐 yí — 宋 --爱莲  “予独爱莲之出淤 yū泥 ní而不染 rǎn” 

“莲之爱，同予 yú者何人？”     

成语：出淤 yū泥而不染 rǎn（一尘不染） 

菊之爱  莲之爱  牡丹之爱  = 爱菊花   爱莲花   爱牡丹花 

予 yú = 我 = 余 yú = 吾 wú 

拟 nǐ人（模 mó仿 fǎng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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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 dú（一个人）vs 众 zhòng （很多人） 

听写：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 （菊 莲 牡丹 花）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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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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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补充问题： 

1，请问同学们识字读书(发蒙或启蒙)的年龄？ 

2，武则天是唐朝的女皇帝？ 

3，同学们喜爱什么花？ 

 

歌曲： 

《茉 mò莉 lì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芬 fēn 芳 fā美丽满 mǎn 枝 zhī桠 yá 

又香又白人人夸 kuā 

让我来将 jiāng 你摘 zhāi 下 

送 sòng 给 gěi 别 bié人家 

茉莉花呀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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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二节或《少年李白小传》之第二章

或《李白年谱节选》之卷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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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公元 702 年，李白二岁，公元 703 年，即 1318 年前，李白三岁， 

公元 704 年，李白四岁，公元 705 年，李白五岁，始读书识字。 

 

第二章 

公元 702 年，李白二岁，公元 703 年，即 1318 年前，李白三岁， 

公元 704 年，李白四岁，公元 705 年，李白五岁，始读书识字。 

 

卷二 

长安二年，李白两岁 

长安三年，李白三岁 

长安四年，李白四岁 

公元 705 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李白五岁，发蒙读书。见《上安州裴

péi 长 zhǎng 史书》：“五岁诵 sòng 六甲”，六甲即古代小学识字课。 

 

时事 

九月，中宗祀 sì天地于明堂，明堂之建，始于高宗，武后继作，成于

中宗，地在东都洛阳 。（明堂即如今北京之天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