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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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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一轮教育改革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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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主题,分别从“豁达”“谦逊”“立志”“忠义”“读书”“游记”“善

谏”“自强”“亲情”“自然”“孝顺”“建筑”方面呈现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丛书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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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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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阅读的同

时,会被与之相关的逸事趣闻所吸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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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其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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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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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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教师指导学生复习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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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不同年级学生的学

习能力和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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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豁达———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主题解读

豁达是一种胸襟,一种气度,更是一种修养。豁达的人,能屈能伸,知进知退,经得

起挫折与失败的考验。
从欧阳修的“读苏轼书,不觉出汗,快哉快哉! 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之地也”到

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不显示出一种超然的豁达。豁达是楚庄王绝缨

之宴上的宽宏大量,是韩信胯下之辱后的宽容忍让,是勾践降奴之后的坦然自若,是一

位老者在家传之宝被鉴定为赝品之后的淡然一笑。
美国的戴尔·卡耐基曾说:“只要不把自己看得太重,一个人就很快乐。”“宠辱不

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我们要学会坦然面对人生中的挫

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舞台,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演好自己的角色,创造出属于自

己的精彩。中考中关于豁达、豪放、豪迈的文言文阅读比较多见。比如2016年江苏省

南通市中考《烟艇记》的阅读,2014年牡丹江市中考《郗超与谢玄不善》的阅读,这些文

章都表现了主人公豁达超脱、悠闲恬静的生活态度。在解答这类中考文言文阅读时我

们要抓住“豁达超脱”“无拘无束”“豪放大方”“超然脱俗”“淡泊清幽”这几个关键词作

为文章主旨即可。

  阅读训练

【阅读示例1】

东坡食汤饼①

吕周辅言: 东坡先生与黄门公② 南迁③ 相遇于梧、藤间④。 道旁有鬻⑤ 汤饼

者,共买食之。 觕⑥恶不可食
∙

。 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 徐谓
∙

黄门曰: “九
三郎⑦,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 秦少游闻

∙
之,曰: “此先生‘饮酒但饮湿⑧ ’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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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汤饼:面条。②黄门公:即苏轼的弟弟苏辙。③南迁:贬谪到

南方。④相遇于梧、藤间:绍圣四年苏轼贬海南,苏辙贬雷州,南行途中两人相

遇于梧州、藤州之间。⑤鬻:卖。⑥觕:通“粗”。⑦九三郎:苏轼对弟弟的称

呼。⑧饮酒但饮湿:只管饮酒,莫管它的味道。

1.解释文中加点的词。
(1)觕恶不可食

∙
(    ) (2)徐谓

∙
黄门曰(    )

(3)秦少游闻
∙

之(    )
2.与例句中加点词用法相同的一项(  )。

例句: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
∙

A.录毕,走送之
∙      B.缘溪行,忘路之

∙
远近

C.吾妻之
∙

美我者,私我也 D.辍耕之
∙

垄上

3.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
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

 
4.从苏东坡的言行中.你可以看出他是个        的人。

“寺”态 炎 凉

苏东坡游莫干山时,到一座寺庙中小坐一会儿。寺中的主持见来了个陌生

人,就淡淡地说:“坐。”又对小和尚喊:“茶。”两人落座交谈后,主持发现对方谈

吐不凡,就请客人进厢房叙谈。入室后,主持客气地说:“请坐!”又叫小和尚:
“敬茶!”再一打听,方知来者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主持连忙作揖打躬地引他进

客厅,连声地说:“请上坐!”并吩咐小和尚:“敬香茶!”苏东坡临走时,主持请他

题副对联。苏东坡胸有成竹,含笑挥毫,顷刻书就:
坐,请坐,请上坐

茶,敬茶,敬香茶

【阅读示例2】

韩魏公知北都

韩魏公①知北都,有中外亲②献玉盏一只,云
∙

耕者入坏冢③而得
∙

,表里无纤瑕可

指,真绝宝也。 特设一桌,致玉盏其上,且将用之酌酒,遍劝坐客。 俄为吏将误触台

倒,玉盏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将伏地待罪。 公神色不动,笑谓坐客曰: “物破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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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谓吏将曰: “非故也,何罪之有?”

【注释】 ①韩魏公:韩琦,北宋名臣。②中外亲:指表亲。③冢:坟墓。

1.解释文中加点的词。
云
∙

耕者入冢而得
∙
(    )(    )

2.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
非故也,何罪之有?  

3.本文表现了韩魏公        的品质。

韩琦做宰相的时候建了一座“昼锦堂”,欧阳修为这座楼写记,有“仕宦至将

相,富贵归故乡”的句子,韩琦得到后很是喜爱。过了几天,欧阳修又派人拿着另

一篇记文来,说:“上次的文章有不当的地方,可以用这一篇换掉。”韩琦再三把

玩欣赏,发觉在“仕宦”“富贵”后面各添了一个“而”字,加上这两个字,文章的意

思更加通畅了。前辈们写文章不轻率,竟到了这种地步。

【阅读示例3】

不 计 人 过

吕蒙正① 相公,不喜计人过。 初参知政事② 入朝堂,有朝士③ 于帘内指之曰:
“是小子亦参政耶?”蒙正佯

∙
为不闻而过之。 其同列怒,令诘其官位姓名,蒙正遂止

之。 罢朝,同列犹不能平,悔不穷
∙

问。 蒙正曰: “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固不

如无知也。 不问之何损?”时人皆服其量。
(选自《涑水见闻》)

【注释】 ①吕蒙正:宋代政治家。②参知政事:官名,副宰相。③朝士:
朝中官员。

1.解释文中加点的词。
(1)蒙正佯

∙
为不闻而过之(    )

(2)悔不穷
∙

问(    )
2.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

其同列怒,令诘其官位姓名,蒙正遂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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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吕蒙正的言行中,你得到什么启示?
 

无吃瓜之福

吕蒙正未中功名前一贫如洗,一日两餐都成问题,但他却勤奋好学,整天埋

头苦读经书。吕蒙正会算八字,有时在苦读之余,也为人算八字赚些小银子。时

值六月大暑天气,口干舌燥,吕蒙正看见路边一老人摆着西瓜摊。吕蒙正看见瓜

直流口水,心想,与妻恩爱多年,妻子都未曾吃过一口西瓜,何不用银子买个西

瓜,一可解饥止渴,二可让妻子尝尝西瓜味。主意拿定后,便掏钱买了一个西瓜,
然后走到河边洗净,一切为二。谁知,一不小心,一半西瓜落入水里,随水漂走。
吕蒙正望着漂走的西瓜,摇了摇头,叹道:我吕蒙正福浅命薄,无瓣瓜之福呀!
叹毕,把另一半西瓜放在布袋里,自言自语道:“这半个西瓜带回让娘子吃,就说

那一半西瓜我吃了。”

【阅读示例4】

于令仪不责盗

曹州于令仪者,市井①人也,长厚不忤物,晚年家颇富裕。 一夕,盗入其家,诸子

禽
∙

之,乃邻舍人子也。 令仪曰: “汝素
∙

寡悔②,何苦而为盗耶?”曰: “迫于贫耳!”问其

所欲
∙

,曰: “得十千足以衣食。”于令仪如其所言与之。 既去,复呼之,盗大恐。 谓

曰: “尔贫甚,夜负十千③ 以归,恐为人所诘。 留之,至明使去。”盗大感惭,卒
∙

为

良民。
(选自《渑水燕谈录》)

【注释】 ①市井:指做生意。②寡悔:很少做对不起自己的事。③十千:
指十贯铜钱。

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诸子禽

∙
之 禽:通“擒”,抓获  

B.汝素
∙

寡悔 素:一向,平时

C.问其所欲
∙ 

欲:欲望

D.卒
∙

为良民 卒: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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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
尔贫甚,夜负十千以归,恐为人所诘。

 

3.请简要概括于令仪的性格特点。
 

《渑水燕谈录》一书中对“虹桥”的记载是最早的。据《卷八事志》记载,青州

太守夏竦见城中的桥梁常被大水冲坏,便想办法改建。这时,他正好遇到了一个

关押在监牢的残废士兵,这个人有超常的智慧。此人取来数十根大木,相贯为

桥,无柱的虹桥就这样造出来了。这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的“虹桥”
之一。

【阅读示例5】

不 责 童 婢

唐临性宽①仁,多恕。 尝欲吊丧②,令家童归取白衫,童乃误持余衣,惧未敢进。
临察之,谓曰: “今日气逆③,不宜哀泣,向

∙
取白衫且止④。”又令煮药,不精⑤,潜

∙
觉其

故,乃谓曰: “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也。
阳城尝绝粮,遣奴求米。 奴以米易

∙
酒,醉卧于路。 城迎之,奴未醒,乃负以归。

及奴觉,谢罪。 城曰: “寒而饮,何害也!”
(选自《古今谭概》)

【注释】 ①宽:宽厚。②吊丧:哀悼死者。③气逆:天气不顺。④止:停

止。⑤精:好。

1.解释文中加点的词。
(1)向
∙

取白衫且止(    )
(2)潜
∙

觉其故(    )
(3)奴以米易

∙
酒(    )

2.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
终不扬其过也。  

3.你赞同唐临、阳城的做法吗?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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