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行书院周二班 2021 年第二学期讲义（第四讲）    2021/5/25 

古诗复习： 

 

 

 

 

 

 

 

 

绝句    唐  杜甫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 lù上青天。 

窗含西岭 lǐng 千秋雪，门泊 bó东吴万里船。 

快乐赏析 p47： 

这首小诗是杜甫重 chóng 返 fǎn 成都后在他的草堂中写的。 

窗外是几棵绿绿的杨柳，黄莺 yīng在枝叶间跳 tiào跃yùe歌唱，

天空中，一行白鹭在自由地飞翔 xiáng。远处的山上可以看见茫 má

ng 茫积雪，门前的大江里停泊 bó着许多远方来的商 shāng 船。 

整 zhěng 首诗形 xíng 成了一个动静交融 róng，有声有色的画

面，诗中描 miáo 写的清新活泼 pō，生机勃 bó勃的景象，表现了诗

人开阔 kuò的胸 xiōng 怀和闲 xián 适 shì愉 yú快的心情。 



原版： 

这首描写自然景色的小诗是诗人重返成都后在他的草堂中写的，

窗外是几棵葱翠的杨柳，黄莺在枝叶间跳跃歌唱，清湛湛的天空上，

一行白鹭在自由地飞翔，好像要飞到青天之上。远处的山上还残存着

未融的雪，门前的大江里停泊着远方来的船。整首诗形成一个动静交

融，有声有色的画面，以诗人的感情为线索，构成统一的意境。诗中

描写的清新活泼，生机勃勃的景象，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怀和闲适愉

快的心情。 

 

经学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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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yín，贫贱 jiàn 不

能移，威 wēi 武不能屈 qū，此之谓 wèi 大丈夫。 

 

古文学习：《答谢中书书》p168   （读： 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 dǐ，两岸石壁 bì，

五色交辉 huī。青林翠 cuì竹，四时俱 jù备 bèi。晓 xiǎo 雾 wù将 jiā

ng 歇 xiē，猿 yuán 鸟乱 luàn 鸣，夕日欲 yù颓 túi，沉 chén 鳞 lín 竞

jìng 跃 yuè。实是欲 yù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 yù其奇

者。 



不带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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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 yù其奇者。 

 

补充作业：给古文《答谢中书书》配图（下载图片或自己画均可），

请按自己负责的句子接龙，此事请佳晨同学统筹协调。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 

高峰入云------天乐天悦 

清流见底------ 凌岳 

两岸石壁，-------子瑜子轩 

五色交辉。-------子瑜子轩 

青林翠竹，-------宜南 

四时俱备。------- 不用 

晓雾将歇，-------奕康亦铭 

猿鸟乱鸣，-------奕康亦铭 

夕日欲颓，-------张老师 

沉鳞竞跃，-------佳晨 

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 yù其奇者。 

注：1, “康乐”是人名，即南朝诗人谢灵运 。2, “与 yù”：欣赏 



《爱莲说》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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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分形容词： 

疏 shū朗 lǎng  

秀 xiù润 rùn 

苍 cāng 古 gǔ  

怪 guài 异 yì   

雄 xióng 奇 qí  

 

例： 

海格雷公园中多树，其姿 zī态 taì各异 yì，有的疏朗，有的秀润，

有的苍古，有的怪异，有的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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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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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春江花月夜》 

唐  张若虚 

春江潮 cháo 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 cháo 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滟滟 yàn 随 suí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江流宛 wǎn 转绕芳甸 diàn，月照花林皆 jiē似霰 xià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空里流霜 shuāng 不觉 jué飞，汀 tīng 上白沙看不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祝融号火星车顺利发回遥测信号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火星成

功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胡喆、杨璐、陈席元）红色火星上首

次有了中国印迹！科研团队根据祝融号火星车发回遥测信号确认，5 月

15 日 7 时 18 分，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

预选着陆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火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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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一遍《春江花月夜》前四句，会的同学不用了。 

3，请上传《少年李白小传》之第四节或《少年李白小传》之第四章

或《李白年谱节选》之卷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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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公元 711 年，李白十一岁 

公元 712 年，李白十二岁 

公元 713 年, 李白十三岁。 

 

按：唐朝自建立以来已经百年，天下太平，国泰 taì民安。 

杜甫生 

曹霸 bà以画马得名 

 

第四章 

公元 711 年，李白十一岁 

公元 712 年，李白十二岁 

公元 713 年，李白十三岁。 



按：唐朝自建立以来已经百年，天下太平，国泰 taì民安。   

杜甫生 

曹霸 bà以画马得名 

 

卷四 

年代 

公元 711 年，景云二年，辛亥，李白十一岁 

公元 712 年，唐玄宗先天元年，壬 rén 子， 李白十二岁 

公元 713 年，李白十三岁。  

 

按 

杜甫生。 

曹霸 bà以画马得名 

 

时事：   

三月，制曰：“自我朝建国，已将百年，天下和平，其来已久。。。。。。” 

八月，睿 rùi 宗禅 shàn 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玄宗。隆基，睿宗第三

子。武后垂拱元年生于东都洛阳，垂拱三年，封楚王，长寿二年改封

临淄 zī郡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