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行书院周二班 2021 年第二学期讲义（第八讲）    2021/6/22 

成语学习： 

世 shì       外 wài       桃 táo       源 yuán     

Utopia  ------  乌 wū       托 tuō       邦 bāng 

 

世外桃源 ------中国   vs    乌托邦（乌有之乡）--------古希 xī腊 là 

 

老子  《道 dào 德 dé经 jīng》 vs 柏拉图 Plato （古希腊 《理想国》）     

陶 táo 渊 yuán 明《桃花源记》   vs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英国，《乌托邦》） 

      

桃花源在哪里？    江西庐山附近   《望庐山瀑布》 

乌托邦在哪里？    南半球的一个小岛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 年-----1535 年） 

1606 年----荷兰航海家发现澳洲 

1642 年----荷兰航海家发现新西兰 



 

《桃花源记》白话版 

1600 年前的晋朝，湖南常 cháng 德 dé有一位渔 yú民，以捕 bǔ

鱼为生，有一天，他划 huá船沿 yán 着一条小溪 xī前行，划 huá着划

着，忘 wàng 记划了多远，忽 hū然眼前出现了一片桃 táo 花林，在小

溪的两岸àn 有数百步长的范 fàn 围 wéi 全 quán 部 bù都 dōu 是桃花，

没有别 bié的杂 zá树，地上盛 shèng 开着各种野 yě花，桃花花瓣 bàn

落 luò满一地。捕 bǔ鱼人被这美丽的景 jǐng 色吸 xī引，继 jì续 xù前

行，想探 tàn 个究 jiū竟 jìng。 

在桃花林的尽 jìn 头，出现了一座小山，山前有一小洞 dòng，洞

口处有光。渔夫下了船，从洞口向里走，洞口的入口处非常狭 xiá窄

zhǎi，仅 jǐn 能通过一个人，在狭 xiá小的洞口中前行了数十步后，突

tū然眼前豁 huò然 rán 开朗 lǎng，一片平原 yuán，一排 pái 排房舍 shè，

有良田，有湖泊 pō，有桑 sāng 树，有竹林，有鸡鸣，有犬吠 fèi。。。

生活在这世外桃源的人们一个个都是那么的自由 yoú自在 zài。 



《桃花源记》节选 p162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 bǔ鱼为业。缘 yuán 溪 xī行，忘路之远近。

忽逢 féng 桃花林，夹 jiā岸数百步，中无杂 zá树，芳 fāng 草鲜美，落

luò英缤 bīng 纷 fēn。渔人甚 shèn 异 yì之，复前行，欲 yù穷 qiōng 其

林。 

林尽 jìn 水源 yuán，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 fǎng 佛 fú若有光。

便舍 shě船，从口入。 

初极 jí狭 xiá，才通人。复 fù行数十步，豁 huò然 rán 开朗 lǎng。

土地平旷 kuàng，屋舍 shè俨 yǎn 然，有良田、美池 chí、桑 sāng 竹

之属 shǔ。阡 qiān 陌 mò交通，鸡犬 quǎn 相闻 wén。其中往来种 zhò

ng 作，男女衣着 zhuó，悉 xī如外人。黄发垂 chúi 髫 tiáo，并怡 yí然

自乐。 

 

 



《桃花源记》完整版 p162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 bǔ鱼为业。缘 yuán 溪行，忘路之远近。忽

逢桃花林，夹 jiā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

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 shě船，从

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 huò然开朗。土地平旷 kuà

ng，屋舍 shè俨 yǎn 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shǔ。阡 qiān 陌 m

ò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 zhuó，悉 xī如外人。黄

发垂髫 tiáo，并怡 yí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 yāo 还家，设酒杀鸡

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 xián 来问讯 xùn。自云先世避 bì秦时乱，

率妻子邑 yì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 yān，遂 sùi 与外人间 jiàn 隔 gé。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wǎn。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 yù

云：“不足为 wèi 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 jùn 下，诣 yì太守，

说如此。太守即遣 qiǎn 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 sùi 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 jì，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

遂 sùi 无问津 jīn 者。 

 

我读《桃花源记》请同学们读诗 

 



绕口令练习： 

坡 pō上立着一只鹅é，      

坡 pō下就 jiù是一条河。 

宽 kuān 宽的河，肥 féi 肥的鹅， 

鹅要过 guò河，河要渡 dù鹅， 

不知是鹅过 guò河，还是河渡 dù鹅？ 

 

请连线（做出三个即好）： 

《桃花源记》                             夏 

《湖心亭看雪》                           商 

《孟子三则》                             周 

《庄子一则》                             秦 

《列子一则》                             汉 

《爱莲说》                               三国 

《春江花月夜》                           两晋南北朝 

《答谢中书书》                           隋 

《黄鹤楼》                               唐 

《望庐山瀑布》                           五代十国 

《观沧海》                               宋 

《蒹 jiān 葭 jiā》                           元 

《望天门山》                             明 

《天净沙-秋思》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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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小传》导读： 

1,  登进士第 

 

2,   《巴 bā女词》 （民歌） 

李白  

巴水急如箭 jiàn，巴船去若 ruò飞。 

十月三千里，郎 láng 行几岁归 guī。 

 

本周作业： 

请上传《少年李白小传》之第八节或《少年李白小传》之第八章或《李

白年谱节选》之卷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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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公元 721 年，开元九年，李白二十一岁，读书匡山。 

 

参考 

王维年二十一岁，登 dēng 进士第 dì。 

 



公元 722 年，开元十年, 李白二十二岁，读书匡山。 

公元 723 年，开元十一年，李白二十三岁，读书匡山。 

 

参考 

崔颢 hào 登进士第。 

 

公元 724 年，开元十二年，李白二十四岁，离家远游。 

再游成都，峨é眉，然后买舟 zhōu 东下，至渝（yú）州。 

学习渝州一带 dài 民歌，作《巴 bā女词》 

 

《巴 bā女词》 

李白  

巴水急 jí如箭 jiàn，巴船去若 ruò飞。 

十月三千里，郎 láng 行几岁归 guī。 

 

第八章 

公元 721 年，开元九年，辛酉 yǒu，李白二十一岁,读书匡山。 

 

参考 

王维年二十一岁，登进士第 dì。 

 

公元 722 年，开元十年, 壬 rén 戌 xū，李白二十二岁，读书匡山。 



时事 

十月，波斯国（今伊朗）遣 qiǎn 使献 xiàn 狮子。 

 

公元 723 年，开元十一年，癸 gǔi 亥 hài，李白二十三岁，读书匡山。 

 

参考 

崔颢 hào 登进士第。 

 

公元 724 年，开元十二年，甲子，李白二十四岁，离家远游。 

再游成都，峨眉，然后买舟东下，至渝（yú）州。（渝今天四川重庆

市的简称） 

学习渝州一带民歌，作《巴女词》 

 

《巴女词》 

李白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 

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 

 

卷八 

公元 721 年，开元九年，辛酉 yǒu，李白二十一岁，读书匡山。 

参考 

王维年二十一岁，登进士第。 



公元 722 年，开元十年，壬戌 xū，李白二十二岁，读书匡山。 

 

时事 

十月，波斯国遣使献狮子。 

 

公元 723 年，开元十一年，癸 gǔi 亥 hài，李白二十三岁，读书匡山。 

 

参考 

崔颢 hào 登进士第。 

 

公元 724 年，开元十二年，甲子，李白二十四岁， 

离家远游，（见《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为士生则桑 sāng 弧 hú蓬 p

éng 矢 shǐ，射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

亲远游。”） 

再游成都，峨眉，然后买舟东下，至渝 yú州。 

学习渝州一带民歌，作《巴女词》 

 

《巴女词》 

李白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 

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