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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全国所有中小学生统一使用部编版语

文教材。教材主编温儒敏教授在被采访时表示，部编版语文教材的

显著特色是更加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中古诗词数量增

加，题材多样。从小学一年级教材开始就有古诗文，整个小学 6 个

年级 12 册共选古诗文 129 篇，占所有选篇的 30% 左右，比原有人教

版教材增加 50 多篇，平均每个年级 20 篇左右。除了大幅提高古诗

词选用篇目数量之外，还增设专题栏目，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语

文园地”环节专门设置了“日积月累”栏目，增加了古诗积累，安

排了成语、歇后语等内容，处处融入传统文化的元素。在课文选择

方面，为传承优秀中华文化，选文倾向于经典作品，减少了一些未

经“沉淀”的时文，外国选文的比例也有所降低，优秀文言文比例相

应提升，从先秦诸子、两汉赋论到唐宋古文、明清小品，皆有收录。

可以说，文言诗文既是当前小学语文教学及考试的重点，也

是拓宽学生视野、培养人文美学素养的重要举措。但是，对小学生

来说，文言文学习却面临几大拦路虎。

1. 读不懂文言文，从而对文言文产生畏惧心理

文言文作为我国古代的书面语言，其最大的特点在于行文简

练。这一方面是因为文言文中大多是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和多音节

词比较少，这和现代汉语的表述方式恰好相反；另一方面是因为文

言文句子中省去主语、谓语、宾语、介词的情况很常见。再加上历

代名家多注重锤炼语言，讲究“微言大义”，所以，很多小学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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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言文觉得像是在看天书，读不懂，更不会做与文言文相关

的题目。长此以往，小学生就会对文言文产生畏惧心理，甚至

会对文言文感到厌倦。

2. 不能坚持学下去，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对文

言文的学习更是如此。小学生对文言文本就有畏惧心理，在老

师和家长的监督与严格要求下，他们可能会耐下心来学习，但

是学习文言文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对字词的理解、语感的

培养、典故的积累与运用都是建立在持续学习的基础上的。如

何让小学生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地学习文言文，这对老师和家

长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3. 文言文辅导难度大，家长难以提供有效帮助

文言文是对古代生活的记录，内容包罗万象，小到饮食、

节气，大到官制、礼节，都与当前的社会现实差距巨大。由于

时间远隔，古今词义变化大，在缺乏相关知识背景的情况下，

极易产生误用。比如，有些家长或许会将“久假不归”理解为“长

期请假不归”。可以说，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细致的考据功

夫，大部分家长在辅导孩子学习文言文时是很吃力的。

为了帮助小学生克服文言文学习的三大“拦路虎”，华东

理工大学出版社携手全国小学语文名师陈金铭推出一套《小古

文分级阅读》（1~6 年级）。每天 10 分钟，文言文变轻松，让孩

子从此爱上文言文。这套图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1. 精选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典籍

本套书从我国古代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典籍中精选

一部分适合小学生阅读的文质兼美的文章，这些文章蕴含着丰

富的历史知识、睿智的人生经验，闪耀着智者的人性光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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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锦绣，有助于小学生系统学习，透彻理解。

2. 小学文言文分级阅读

我们根据小学生对文言文的接受能力和语言发展水平进行严

格分级。我们这套图书包括 1~6 年级，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

初级适合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精选浅显的小古文和童蒙读物，

以好读易懂为主；中级适合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精选文质兼

美的古典选文，以吟诵理解为主；高级适合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

生，精选思想较为深刻的文言文，以探究发现和思考为主。

3. 专业资深的编写团队

本套书由著名小学语文教育专家陈金铭老师亲自把关，26

位资深教授领衔，87 位全国一线语文名师参与，国家级课题专

家、特级教师亲自审稿。专业资深的编写团队经过两年多的打

磨，把这套内容优质的图书呈现在读者面前。

4. 好听故事激发学习兴趣

编者在本套书中的每一篇文言选文后，精心选编了一个与

文言选文内容相关的故事。爱听故事是孩子的天性，本书通过

精彩故事的讲述，激发小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帮助他们更

好地理解文言文的内容。

5. 课后小练习及时巩固

每篇文言选文后面精选三道选择题。选择题的形式可以提

高学生的兴趣，降低题目难度，减轻学生的负担，同时也想让

学生更乐于接受并记住这些与选文相关的知识。

小学阶段是人一生中记忆力的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小

学生大量阅读优秀的文言文，走近圣贤，不仅可以提高文言文

阅读水平，还可以有效培养孩子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增长

智慧，陶冶情操，提高文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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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南朝时期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民间基

本上认为它是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写，也有称是由刘义

庆组织门客编写的。《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

记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全书

共有一千二百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

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其内容

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逸事。书中所

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

于传闻，不一定和事实相符。

《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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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GU WEN FEN JI YUE DU

小古文分级阅读

徐孺子赏月

选  文

徐孺子年九岁，尝①月下戏②，人语之曰③：“若④令月中无

物，当极明邪（yé）?”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tónɡ）

子，无此必不明。”

——《世说新语·言语篇》

古文今译

徐孺子九岁的时候，曾经在月光下玩耍，有人对他说：“如果月

亮中什么东西都没有，应该是极其明亮的吧 ?”徐孺子说：“不是这

样的。譬如人的眼睛有瞳仁，如果没有这东西，眼睛一定不明亮。”

这段话可以看出徐孺子的回答很智慧。月亮当中有其他东西，

才衬托出月亮更光明；人的眼睛中有瞳仁，眼睛才更明亮。小小年

纪就懂得事物之间相互衬托的关系，非常难得。

故事会

徐  孺  子

徐孺子不仅聪明好学，还非常懂事理。

一次，父亲带他到一个朋友家做客。他敲了几下门，不见主

人来迎接。徐孺子从门缝里一看，只见主人正在院子里，挥着

注释：① 尝：曾经。  ② 戏：玩耍、嬉戏。  ③ 曰：说。

④ 若：如果。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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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上册）

斧头砍树呢！徐孺子大声呼喊，主人才听到，连忙放下斧头去开

门迎接客人。

徐孺子看到那棵大树枝叶繁茂，就问：“大伯，这么好的树，

您为什么要砍了它呢？”主人说：“这院子方方正正，就像个‘口’

字，这大树就是‘木’，‘口’中加‘木’就是‘困’字，不吉

利呀！”

徐孺子还是觉得大树砍了太可惜了，他想要保住大树，就暗

暗地想主意。忽然，他说：“大伯，这大树不能砍啊！砍了就更不

吉利了！”父亲生气地阻止他：“小孩子不要胡说！”于是徐孺子

贴着主人的耳朵说了一番话，主人听后，连忙说：“对，对，这树

不能砍，不能砍！”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问徐孺子：“你跟他说了什么，让他竟改

变了主意？”徐孺子说：“我对他说，要是砍了树，院子里只剩下

人，不就成了‘囚’字吗？”父亲听了十分欣慰，没想到自己的

儿子这么聪明！

习  题

1.	“尝月下戏”中“尝”的意思是（	 	 ）。

	 A. 尝尝　　　　　　B. 曾经　　　　　　C. 将近	

2.“口”中加“木”是一个什么字？（	 	 ）

	 A. 因　　　　　　　B. 困　　　　　　　C. 叶		

3.	 主人为什么要把院子中的树砍掉？（	 	 ）

	 A. 他不喜欢　　　　B. 他不需要　　　　C. 他觉得不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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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GU WEN FEN JI YUE DU

小古文分级阅读

杨  氏  之  子

选  文

孔①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②。”儿应声答曰：“未闻③孔

雀是夫子④家禽⑤。”

——《世说新语·言语篇》

古文今译

孔坦指着杨梅说：“这是你家的水果。”杨家的小孩马上回答：

“我可没听说过孔雀是先生您家的鸟。”

孔坦来杨家做客，和杨家小孩开玩笑。因为杨梅中有“杨”字，

所以就说杨梅是杨家的水果。杨家小孩的回答很巧妙，巧妙在哪里

呢？孔坦在姓氏上做文章，杨家小孩也在姓氏上做文章，由“孔”

姓想到了孔雀。更妙的是，他没有直接说“孔雀是先生您家的鸟”，

而是采用了否定的方式，既体现了自己的礼貌，又婉转地表达了“孔

雀不是您家的鸟，那杨梅也不是我家的水果”。这个姓杨的孩子不仅

非常有礼貌，还机智幽默，思维敏捷。

故事会

晏 子 使 楚

晏子来到了楚国，楚王安排酒席招待晏子。

正当他们吃得高兴的时候，有两个武士押着一个囚犯从堂下

注释：① 孔：文中指孔坦。  ② 果：水果。  ③ 未闻：没有听说过。

④ 夫子：对长者的尊称。  ⑤ 禽：鸟。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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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上册）

走过。楚王看见了问他们：“那个囚犯犯了什么罪？他是哪里人？”

武士回答说： “他犯了盗窃罪，是齐国人。”楚王笑嘻嘻地对晏子

说：“齐国人怎么这样没出息，干这种事？”楚国的大臣们听了，

都得意扬扬地笑起来，以为这一下可让晏子丢尽脸了。

哪知晏子面不改色，站起来说：“大王怎么不知道呢？淮河以

南的柑橘，又大又甜。可是橘树一种到淮河以北，就只能结又小

又苦的橘子，还不是因为水土不同吗？同样的道理，齐国人在齐

国能安居乐业，好好地劳动，一到楚国，就做起盗贼来了，莫非

楚国的水土使得老百姓善于偷窃吗？”

楚王听了，只好赔不是，说：“我原来想取笑大夫，没想到反

让大夫取笑了。”

习  题

1.	“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中“禽”的意思是（	 	 ）。

	 A. 鸟　　　　　　　B. 鸡　　　　　　　C. 鸭

2.	 楚王安排武士押齐国犯人在堂下走过的目的是（	 	 ）。

	 A. 楚王善于审案　　B. 没有什么目的　　C. 想取笑晏子

3.	 	晏子出使楚国回国后，如果你想给晏子写一段颁奖词，下列哪一

项最合适？（	 	 ）

	 A. 巧妙回击，维护了自己和国家的尊严				

	 B. 身材矮小，志向远大			

	 C. 知识丰富，学识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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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GU WEN FEN JI YUE DU

小古文分级阅读

顾  荣  施  炙

选  文

顾荣在洛阳 ，尝①应人请，觉行炙②人有欲炙之色，因 

辍（chuò）③己施焉。同坐嗤（chī）④之。荣曰：“岂有终日执⑤之，

而不知其味者乎 ?”

——《世说新语·德行篇》

古文今译

顾荣在洛阳的时候，曾经应友人的邀请去参加宴会，在宴席上，

他发觉端送烤肉的人露出想尝尝烤肉味道的神色，于是便停下来，

把自己的那一份烤肉送给他。同席的人都笑话顾荣。顾荣说：“哪有

整天做烤肉，却不知它滋味的人呢 ?”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顾荣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后来顾荣遭

遇战乱，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都有一个人帮助他，那个人就是当

初接受他烤肉的人，这真是“善有善报”啊！

故事会

一 饭 千 金

韩信是淮阴人，父母死得早，家境贫穷。他虽然用功读书、

拼命习武，然而他不会种田，也不会做买卖，又不能去当官。

注释：① 尝：曾经。  ② 炙： 烤肉。  ③ 辍：中止，停止。

④ 嗤：讥笑。  ⑤ 执：拿。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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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上册）

迫不得已，他只好到别人家吃“白食”。为此，他常常遭到别

人的冷眼。

韩信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来到淮水边钓鱼，用钓到的鱼换

饭吃，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淮水边上有个老奶奶为人家洗衣

服，她看见韩信忍饥挨饿挺可怜，就把自己带的饭分一半给他吃。

天天如此，从未间断，韩信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发达了，一定要

重重报答这位老人家。

后来，韩信果然发达了，被封为“淮阴侯”。他对当年帮过

他的老奶奶十分感激。于是，他派人四处寻找，找到老奶奶后送

给她一千两金子。这就是成语“一饭千金”的来历。

习  题

1.“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中“炙”的意思是（	 	 ）。

	 A. 烤肉　　　　　　　B. 热　　　　　　C. 火

2.	“一饭千金”的近义词是（	 	 ）。

	 A. 忘恩负义　　　　　B. 过河拆桥　　　　　C. 一饭之恩	

3.	 读了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懂得一个什么道理？（	 	 ）

	 A. 失意的时候不要气馁				

	 B. 接受别人的恩惠要懂得报答			

	 C. 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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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古文分级阅读

覆巢之下无完卵

选  文

  儿徐①进曰：“大人②岂见覆巢③之下，复有完④卵乎 ?”

——《世说新语·言语篇》

古文今译

两个儿子从容向前，对父亲说：“父亲难道见过倾覆的鸟窝下，

还有完好的鸟蛋吗 ?”

选文的故事讲的是曹操准备南征刘备和孙权的时候，孔融劝曹

操不要南征，曹操没有听他的，孔融便在背后发了几句牢骚，这几

句话却被传到和他向来不和的御史大夫那里。于是御史大夫就添油

加醋地向曹操禀告，曹操大怒，下令处死孔融一家。孔融向来抓他

的人求情，希望他们能放过自己的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这两个孩

子非常聪慧，他们对父亲说了选文中的那番话，意思是，父亲被抓了，

孩子也不能幸免于难。“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成语就出自这里。

故事会

孔     融

《三字经》里的“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讲的

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相信大家对这个故事都耳熟能详了。孔融

注释：① 徐：慢慢地，从容地。  ② 大人：对父亲的敬称。

③ 覆：倾覆。  ④ 完：完整。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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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上册）

除了是一个懂得礼让的人，还非常的聪明机智，能言善辩。

孔融十岁那年，跟着父亲到京城洛阳。当时，有一个很有名

的人叫李元礼。他是洛阳的司隶校尉，相当于洛阳地方的军区首

长，地位相当高。他很有学问，很多读书人都想拜访他。但是，

来拜访的人太多了，常常让李元礼应接不暇，因此李元礼决定只

接见亲戚朋友或者当时的名士。

十岁的孔融也想一睹李元礼的风采，于是来到李府门前，告

诉守门人说：“我是李君的亲戚。”守门人就带他去见了主人。

李元礼接见了孔融，问他：“请问我和你有什么亲戚关系呢？”

孔融大方地解释说：“我的祖先孔子曾经向您的祖先老子请教过礼

节。您的祖先是我的祖先的老师，因而我们应该是世交了。”李

元礼和他的宾客听了孔融的话，对他的聪明机智都赞不绝口。

不久，太中大夫陈韪（wéi）也来到李元礼的家中，有宾客

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却不以为然，讥讽地说：“小时候聪明，长

大了未必出众。”孔融听到后，立刻反驳说：“那我想您小时候一

定是很聪明吧。”陈韪被他一反问，羞得满脸通红，半天也说不

出话来。

习  题

1.	“复有完卵乎”中“完”的意思是（	 	 ）。

	 A. 完整　　　　　　　B. 完成　　　　　　　C. 结束

2.	 下列哪个词语可以表现少年孔融的性格？（	 	 ）

	 A. 谨言慎行　　　　　B. 唯唯诺诺　　　　　C. 能言善辩	

3.	“大夫”	的“大”在故事中的读音是（	 	 ）。

	 A.	dā　　　　　　　　B.	dài　　　　　　　　C.	d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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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古文分级阅读

汗  不  敢  出

选  文

毓（yù）面有汗，帝问：“卿①面何以②汗？毓对曰：“战战

惶惶，汗出如浆。”复③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

栗栗，汗不敢出。”

——《世说新语·言语篇》

古文今译

钟毓的脸上出了很多汗，魏文帝曹丕问道：“你脸上为什么出那

么多汗呀 ?”钟毓回答：“我胆战心惊，感到惶恐不安，所以汗出如

水浆。”魏文帝又问钟毓的弟弟钟会：“你为什么没有出汗呢 ?”钟会

回答：“我心惊肉跳，颤抖恐惧，连汗水也不敢出了。”

文中的钟毓、钟会兄弟俩是当时出了名的小神童，名气大得连

皇帝都知道了，皇帝还特地召见了他们。面对皇帝的打趣，他们都

机智地应对了过去。看来，古代的少年真不简单啊！

故事会

先 见 之 明

钟毓的弟弟钟会从小就才华横溢，但他却越来越骄横。钟毓

看清了弟弟的野心，暗暗为弟弟和钟氏家族担忧。在钟毓忧愁

难解之时，钟会又被封为镇西将军，开始准备攻打蜀国。

注释：① 卿：你。  ② 何以：为什么。 ③ 复：又。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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