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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　　　　

　 前言

　　中华文明是人类伟大的文化宝库，文言文是进入这个宝库的密码。

新一轮教育改革中，语文的学科地位得到提升，而文言文成了语文学习的重点和

难点！

“文言文阅读难度大！”

“文言文阅读考点多！”

“文言文阅读规律少！”

长期以来，很多同学望文言文而兴叹。文言文阅读一直是初中语文教学的“软

肋”。

古人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我们总结了国内一些名师指导学生

学习文言文的成功经验，组织在文言文教学方面有丰富经验和独特心得的老师们编写

了这套“趣学文言”图书。

本书一共分为１３个主题，分别从“坚持”“真诚”“爱国”“勇敢”“人才”“节操”“挫

折”“识人”“坚韧”“宽容”“科举”等方面呈现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用文化的热度激活文言文的生命因子

你把文言文当成工具时，它是“死”的，但你把它当成富有魅力的文化时，它就“活”

了，还会和你交流。本书提倡的文言文阅读首先从文化内涵入手，发掘文言文中蕴藏

的人生智慧和哲学，让古人的思想与今天的人产生互动和共鸣，从而让学习者感受到

文化的温度。一旦同学们被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和折服，就会静下心来钻研，至于那些

有关文言文的知识，我相信聪明的同学们一定能找到破解的密钥。

二、 用有趣的故事丰富文言文的内涵，感染学习者的情怀，激发兴趣

本书对阅读示例中的每一篇文言文都进行了内涵和外延的挖掘，你在读文言文的

同时，会被与之相关的轶闻趣事所吸引，这些在时光的隧道里游荡了千百年的故事，或

幽默，或奇险，或感人，或寓意深远……想想千百年前的古人，竟是那般的飘逸、好玩、

有情，我们这些读着简体字白话文的人也会觉得文言文也是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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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认可是无声的捷径。对文言文有兴趣、有亲切感的同学，怎么

会学不好文言文呢？

　　三、 在突出文化素养和兴趣的同时，本书也将帮你提高文言文答题水平，大幅提升

语文成绩

每篇文言文后面，我们都设置了阅读训练，每个主题后面我们都精心选编了经典

中考真题进行演练。既注重学科主干知识的延展性和联系性探究，又通过精心设计练

习，加强学生对中考核心考点的理解，突出能力训练，提升学生运用知识和综合解决问

题的能力，避免了平常训练的无序性、盲目性、片面性，是同学们复习应试的密钥，也是

语文教师指导复习的得力助手。

本书中的选文来自先秦到晚清的各类文化典籍，主题设置上参考了课标的要求及

教材的内容安排，避免了和教材内容的重复，难易程度上，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年级学生

的学习水平，是同学们亲近文言文、品味传统文化、提高语文成绩的良师益友。

祝你进步！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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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坚持!!!守得云开见月明

!!主题解读

雄鹰在忍受了艰难的试飞后"坚持搏击长空"最终飞翔自如#种子在度过漫长的黑
暗后"坚持冲破土壤"最终享受阳光沐浴$因为坚持"所以成功$

%滴水能把石穿透&"不管做任何事都要有恒心"有毅力"不要轻言放弃$虽然说努
力和坚持并不一定就会取得胜利"但放弃便一定会失败$

陈涉在田埂上日复一日地耕作仍旧坚持%鸿鹄之志&"柳宗元被贬柳州仍坚持%以
俟夫观人风者得焉&的期待$坚持"是一遍遍地重复着腻烦而又平凡的内容#是一遍遍
地反复着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是日复一日地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前进$

!!阅读训练

!阅读示例!"

读山海经#其十
"晋#陶渊明

!!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注释"!! 微!小"!" 干戚!干#盾"戚#斧"!# 化去!刑天已被杀死#化为异物"

!$ 徒!徒然#白白地"!% 在昔心!过去的壮志雄心"!& 讵!岂"

"#用文中的语句回答%精卫&与%刑天&如此刚毅的缘由'

!



!!$!!!!

$#赏析%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一联的妙处$

!
%#体会%猛志固常在&中的%固&字的表达效果$

!

刑天是中国上古神话中最具反抗精神的人物#刑天为炎帝近臣#自炎帝败于
阪泉#刑天一直伴随左右#居于南方"但刑天不甘心失败#他一人手执利斧和盾
牌#直杀到黄帝的宫门之前"黄帝亲自披挂出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刑天终于不
敌#被黄帝斩下了头颅"黄帝把它的头颅埋在常羊山里"刑天虽断了头#却仍不泯
志"没了头颅的刑天又突然再次站起#把胸前的两个乳头当作一双眼睛#把肚脐当
作嘴巴#左手握盾#右手持斧#向着天空猛劈狠砍#战斗不止#与黄帝再决雌雄"

东晋诗人陶渊明亦深受感动#遂作$读山海经%诗"刑天与黄帝的争斗#乃是
炎黄战斗的延续"刑天部落虽然失败#但刑天那种不屈不挠&绝不服输的顽强战
斗精神#在后世人们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常为后人称颂"刑天#象征着一
种永不妥协的精神"

!阅读示例""

薛 谭 学 讴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
!

$饯行于郊衢"$
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

!
$求反$终身不敢言归%

&选自'列子(汤问)*

!注释"!! 讴!歌唱"!" 郊衢'!"(!郊外的大道边"衢#大路#四通八达的路"

"#解释文中加点的字$
(")秦青弗止

!
(!!!!) ($)薛谭乃谢

!
(!!!!)

$#下列对加点字的注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薛谭学讴于
!
秦青(对"向)!!未穷青之

!
技(助词"的)

'#自谓尽之
!

(代词"代技艺) 遂
!
辞归(于是)

(#秦青弗
!
止(不) 饯行于

!
郊衢(在)

)#薛谭乃
!
谢(于是) 求反

!
(反对)

%#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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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

!
($)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
*#本文对你有什么启示'

!

薛谭是春秋时著名的歌唱家#同期还有俞伯牙"有一次#俞伯牙为了练习作
一首描写海洋上狂风暴雨的曲子#冥思苦想了很久"写了好多篇#都不满意#最
后求助于方子春老师")我可以把作曲的秘诀告诉你"*方老师说#)但我要到城
里办点事#等半月之后回来告诉你"*俞伯牙每天弹琴&爬山#或在海滩上散步"

一天下午#俞伯牙从海滨散步回家#忽然乌云密布#狂风呼啸#闪电直窜#雷
声隆隆#倾盆大雨往海面上直泼"雷声&雨声&风声&浪声#还有山上的松涛声#混
成一片#猛烈地震撼着大地"

俞伯牙听到了宏伟的大自然的交响乐#于是他兴奋地跑回房中#调好琴弦#
叮咚地弹着#旋律正像室外奔腾翻滚的海涛#从他的脑中涌泻出来"等到风平浪
静#一支描写海上急风暴雨的乐曲完成了"

当俞伯牙弹完自己作的曲子时#才发现老师已站在身后#他站起来紧握老师
的手#激动地说!)我知道作曲的秘诀了#亲身体验#精心观察#才能写出感情丰
富的乐曲来啊+*

!阅读示例#"

桓荣勤学不倦

桓荣!初
!
遭仓卒"$与族人桓元卿同饥厄

!
$而荣诵读不辍$元卿嗤

!
荣曰+,但自苦

气力$何时复施用乎-.荣笑而不应%及
!
荣为太常#$元卿恨曰+,我农家子$岂意学

之为利若是哉/.

!注释"!! 桓荣!东汉人"!" 仓卒!匆忙#此指社会动乱"!# 太常!官职名称#负
责祭祀礼乐及选拔人才"

"#解释文中加点的字$



!!*!!!!

(")桓荣初
!
遭仓卒(!!!!) ($)与族人桓元卿同饥厄

!
(!!!!)

(%)元卿嗤
!
荣曰(!!!!) (*)及

!
荣为太常(!!!!)

$#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
(")而荣诵读不辍$

!
($)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

!
%#本文给你的启示是什么'

!

桓荣是齐桓公的后代#其祖先迁居龙亢#到桓荣这里已六代"桓荣少年时在
长安学习$欧阳尚书%#拜九江人朱普为师#他家中贫困#常靠佣工养活自己#精力
不倦#十五年没有回家探视#到王莽篡位时才回去"恰逢朱普去世#桓荣到九江
郡奔丧#自己背着土为老师筑坟#于是留下来教学#徒众达几百人"公元$%年#
王莽失败#当时天下大乱#桓荣抱着经书与学生一道逃入山谷之中#虽然常饥饿#
但讲经论卷不止#后来又在江淮一带教学"

!阅读示例$"

承宫樵薪苦学

承宫!$琅邪"姑幕人%少孤$年八岁$为人牧
!
猪%乡里徐子盛明'春秋)经$授诸

生数百人%宫过其庐下$见诸生讲诵$好
!
之$因

!
忘其猪而听经%猪主怪其不还$行求索%

见而欲笞之%门下生#共禁$乃止%因留宫门下%樵薪$执苦%$数十年间$遂通其经%

!注释"!! 承宫!东汉人"!" 琅邪!古郡名#在今山东境内"!# 门下生!指学舍
里的学生"!$ 樵薪!砍柴"!% 执苦!干苦活"

"#解释文中加点的字$
(")为人牧

!
猪(!!!!) ($)好

!
之(!!!!)

(%)因
!
忘其猪而听经(!!!!)

$#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
(")猪主怪其不还"行求索$

!



!!+!!!!

!

!
!
主
题
1
!
坚
持!!!

守
得
云
开
见
月
明

($)樵薪执苦"数十年间"遂通其经$

!
%#结合文章内容"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承宫的特点$

!

南齐有一个读书人叫江泌#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他白天要做工#只有晚上
有时间读书#但家贫买不起灯"一天晚上#家里的人全部睡着以后#江泌一个人
坐在屋子里#突然#他看到窗外的月光好亮#江泌心想!)这么亮的月光#我可以
用它来看些书#就不愁没钱点灯看书了"*可是#月亮会慢慢移动#江泌就拿着书
随着月光一边移动一边看书#直到月光不见为止"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江
泌的学问越来越好#终于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大学问家+ 后来#大家就用)随月
读书*来形容一个人用功读书#不怕辛苦的精神"

!阅读示例%"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

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
怠!$辄

!
以水沃面0食不给

!
$啖
!
粥而读%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乃至被谗

!
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常
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注释"!! 昏怠!昏沉困倦"

"#解释文中加点的字$
(")辄

!
以水沃面(!!!!) ($)食不给

!
(!!!!)

(%)啖
!
粥而读(!!!!) (*)乃至被谗

!
受贬(!!!!)

$#对%每以天下为己任&翻译正确的一项是(!!)$

&#每天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
'#常常把治理国家大事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
(#常常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应尽的任务
)#每天把治理国家大事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

%#你认为本文表现了范仲淹哪些高尚的品质'

!



!!,!!!!

*#读了本文后"试写出和%天下为己任&意义相近的一句名言$

!

历朝历代中#当数范仲淹为绍兴做出的政绩是最值得赞颂的"
到任后不久#范仲淹看到一些贫寒子弟#有天赋读书却不能实现愿望"于

是#他在州府所在地卧龙山西侧'如今的府山(#创办州学,,,稽山书院#学生学
费&聘请名师学者的费用#都是从他每月的俸禄里面拿出来的"范仲淹积极兴办
义学#吸收贫困子弟入学#老百姓感念他的善举#就在学校门口挂上了)范公义
学*的匾额"

!!中考真题演练

一$ %莆田中考&比较阅读甲$乙文段'完成!($题) %!&分&

!甲"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
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
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1王屋何- 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
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

!!
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

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 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

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
有子存焉0子又生孙$孙又生子0子又有子$子又有孙0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
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

!
以应%

!乙"鲁公治!园$欲凿池$父曰+,无地置
!
土%.公遂

!
止%或曰+,土可垒山%.公善

之$欲行%妻曰+,不畏小儿女颠踬"耶-.公复止%或曰+,筑径通之$设栏护之$又
何忧焉-.公从之$又欲行%家人有止之者曰+,园成必添仆妇$下房不足$甚可虑
也%.公犹夷#不能决$事又寝$%

!注释"!! 治!修建"!" 颠踬!被东西绊倒"!# 犹夷!迟疑不决的样子"!
$ 寝!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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