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行书院周二班 2021 年第二学期讲义（第六讲）    2021/6/9 

《李白小传》或《李白年谱 pǔ》导 dǎo 读 dú 

 

盛 shèng 唐文化吸 xī引 yǐn 了大批 pī日本遣 qiǎn 唐使 shǐ(日本

大批 pī留 liú学生)来中国留 liú学，其中十九岁的阿ā倍 bèi 仲 zhòng

麻 má吕 lǔ慕 mù中国之风，因 yīn 留 liú不去，改 gǎi 姓名为朝 cháo

衡 héng，亦 yì即晁 cháo 衡 héng。在长安（今陕 shǎn 西省 shěng 西

安市）学习中国文化，后一直留 liú在中国，阿ā倍 bèi 仲 zhòng 麻 má

吕 lǔ后来与李白，王维成为好朋友。 

    日本留 liú学生到大唐留 liú学热 rè潮 cháo持 chí续 xù了两百多年。 

    有趣 qù的是大约 1300 年后的清朝 cháo 末 mò年到民国初 chū年,

大批 pī中国留 liú学生东渡 dù日本，这一次是衰 shuāi 败 bài 的中国

向强 qiáng 盛 shèng 的日本学习了。 

注：上图中的长安即今之西安。 



旧诗复习 

《绝句》p46 

唐 杜甫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望天门山》p42 

唐  李白 

天门中断楚 chǔ江开，碧 bì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àn 青山相对出，孤 gū帆 fān 一片日边来。 

 

《惠崇春江晚景》p102 

宋  苏轼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泊船瓜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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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净沙·秋思》 p108 

元 马致远 

枯藤 téng 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黄鹤楼》 p39 

唐 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新诗初见 

 

《酬 chóu 乐天扬州初逢 féng 席上见赠 zèng》 p54 

唐 刘禹 yǔ锡 xī 

巴山楚水凄 qī凉地，二十三年弃 qì置 zhì身。  

怀旧空吟闻笛 dí赋 fù，到乡翻 fān 似烂 làn 柯 kē人。  

沉舟侧畔 pàn 千帆 fān 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 zàn 凭 píng 杯酒长精神。 

 

 



我读你答，（请说出下面文字出自哪篇文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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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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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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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ìng 植 zh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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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公元 714 年，李白十四岁。 公元 715 年，李白十五岁。 

少年李白不仅喜爱击剑，武术等运动，也热爱诗词文章的创作。

作五律《初月》《雨后望月》《对雨》《晓晴》等诗。 



地理点滴 

气候的基本要素 sù包括 kuò气温 wēn、降 jiàng 水和光照 zhào 等方

面。 

气温 

光照 

降水： 由东南沿海地区往西北内陆地区递减。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十

分辽阔，使得我国年降水量的地区差异十分显著。 

 

 

 

 

 

 

 

 

 

 

 

 

 

 

请问同学，中国北方干 gān 旱 hàn 缺 quē水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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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写汉字：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请同学根据提示读诗。 

 

本周作业： 

1，今日听君歌一曲:  请仔细欣赏佳晨自编曲谱的《春江花月夜》，

将四个版本认真听一下，并进行比较，选出你最喜欢的版本，老师会

在下堂课课上提问。 

2，请上传《少年李白小传》之第六节或《少年李白小传》之第六章

或《李白年谱节选》之卷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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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1305 年以前，即公元 716 年， 李白十六岁。 

1304 年以前，即公元 717 年，李白十七岁 

时事 

日本大批 pī留 liú学生来中国留 liú学，学习中国文化。 

参 cān 考 kǎo 

杜甫六岁。 



公元 718 年，李白十八岁。 

李白在匡 kuāng 山读书，匡 kuāng 山在今四川省成都 dū市彰 zhāng

明县北三十里，又名戴 dài 天山。 

 

第六章 

1305 年以前，即公元 716 年， 李白十六岁。 

1304 年以前，即公元 717 年，李白十七岁 

 

时事 

二月，国家免河南河北灾 zāi 区岁租。 

 

日本大批留学生来中国留学，其中十九岁的阿倍仲麻吕慕 mù中国之

风，改姓名为朝 cháo 衡 héng，亦即晁 cháo 衡，在长安（今陕西省

西安市）学习中国文化，后一直留在中国，阿倍仲麻吕后来与李白，

王维成为好朋友。 

 

参考 

杜甫六岁， 常观公孙大娘舞剑。 

 

公元 718 年，李白十八岁。 

李白在匡 kuāng 山读书，匡山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彰明县北三十里，又

名戴天山。（杜甫寄李白诗：“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卷六 

公元 716 年，开元四年，丙辰， 李白十六岁。 

 

时事 

七月，吐蕃请和。 

十二月，姚崇辞相位，荐宋璟 jǐng 代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才

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 jiàn。（司马光《资

治通鉴》）中说，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 

 

公元 717 年，开元五年，丁巳，李白十七岁。 

 

时事 

二月，免河南河北灾区岁租。 

日本遣唐使来华，其偏使阿倍仲麻吕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

为朝 cháo 衡，亦即晁 cháo 衡。 

参考 

杜甫六岁， 常观公孙大娘舞剑。 

 

公元 718 年，开元六年，戊午，李白十八岁。 

隐居匡 kuāng 山读书，匡山在成都府彰明县北三十里，亦名戴天山。

（杜甫寄李白诗：“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往来旁郡 jùn，游江油，剑阁等地。又游梓 zǐ州，学纵横术。 



参考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作于此年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李白 

犬吠 fèi 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ǎi，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 yǐ两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