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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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 录

《史记》

指鹿为马 …………………………………… 2

卧薪尝胆 …………………………………… 4

负荆请罪 …………………………………… 6

四面楚歌 …………………………………… 8

一败涂地 …………………………………… 10

狭路相逢 …………………………………… 12

李广射虎 …………………………………… 14

琴挑文君 …………………………………… 16

士为知己者死 ……………………………… 18

一鸣惊人 …………………………………… 20

脱颖而出 …………………………………… 22

完璧归赵 …………………………………… 24

众人皆醉我独醒 …………………………… 26

河海不择细流 ……………………………… 28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 30

一字千金 …………………………………… 32

桃李不言 …………………………………… 34

周公吐哺 …………………………………… 36

风萧萧兮易水寒 …………………………… 38

仓廪实而知礼节 …………………………… 40



·2·

《资治通鉴》

孙庞斗智 …………………………………… 44

韩非之死 …………………………………… 46

轻虑浅谋 …………………………………… 48

沐猴而冠 …………………………………… 50

约法三章 …………………………………… 52

匡衡修身箴言 ……………………………… 54

刮目相待 …………………………………… 56

乐不思蜀 …………………………………… 58

不可一世的王敦 …………………………… 60

择善而从 …………………………………… 62

山中宰相陶弘景 …………………………… 64

亡国之君陈叔宝 …………………………… 66

贤德皇后长孙氏 …………………………… 68

一代贤相房玄龄 …………………………… 70

糟糠之妻不下堂 …………………………… 72

刚正不阿狄仁杰 …………………………… 74

口蜜腹剑李林甫 …………………………… 76

中兴名将郭子仪 …………………………… 78

药王孙思邈 ………………………………… 80

后汉高祖刘知远 …………………………… 82



·3·

《诗经》

桃夭 ………………………………………… 86
鹊巢 ………………………………………… 88
蒹葭 ………………………………………… 90
燕燕 ………………………………………… 92
击鼓 ………………………………………… 94
君子于役 …………………………………… 96
氓 …………………………………………… 98
鹿鸣 ……………………………………… 100
木瓜 ……………………………………… 102
无衣 ……………………………………… 104
相鼠 ……………………………………… 106
采薇 ……………………………………… 108
关雎 ……………………………………… 110
静女 ……………………………………… 112
硕人 ……………………………………… 114
黍离 ……………………………………… 116
采葛 ……………………………………… 118
子衿 ……………………………………… 120
伐檀 ……………………………………… 122
鹤鸣 ……………………………………… 124

参考答案 ………………………………… 127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

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史记》全书

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

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

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

各种典章制度，包括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

财用）。《史记》被列为“二十五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

《后汉书》《三国志》合称为“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

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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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GU WEN FEN JI YUE DU

小古文分级阅读

指  鹿  为  马

选  文

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①，持鹿献于二世，曰：

“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yé）？谓鹿为马。”问左右②，

左右或③默，或言马以阿（ē）顺④赵高。

——《史记·秦始皇本纪》

古文今译

赵高想要作乱，害怕群臣不肯服从他，就预先做了一个试验，

把一头鹿献给秦二世，说：“这是一匹马。”二世笑着说：“丞相错

了吧？把鹿说成了马。”赵高问左右大臣，左右大臣有的人缄默不

语，有的人把鹿说成马，以此来阿谀迎合赵高。

这个故事就是成语“指鹿为马”的由来。秦二世时，丞相赵高

野心勃勃，日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可朝中大臣有多少人听他摆布，

有多少人反对他，他心中没底儿。于是他就想了这样一个办法来试探。

结果，迫于他的权势，大多数人都屈服了。

故事会

恶 有 恶 报

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恶人赵高也得到了应有

 注释： ① 设验：设法试探。  ② 左右：身边的人。  ③ 或：有

的人。  ④ 阿顺：阿谀奉承。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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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上册）

的惩罚。

秦二世胡亥死后，赵高匆匆赶到现场，摘下了胡亥身上的玉

玺佩上，大步走上殿去，仗着自己也有着嬴姓赵氏的血统，准备

宣布登基。但是文武百官都不配合，以无声的反抗粉碎了他的皇

帝梦。此时赵高彻底绝望，只得临时改变主意，将玉玺传给了王

室成员子婴。由于秦国的力量已大为削弱，子婴只得取消帝号，

称秦王。

子婴早在当公子期间，就已耳闻目睹了赵高的种种罪行。

被赵高推上王位后，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子婴不

愿再像胡亥一样被杀，就和自己的贴身宦官韩谈商定了斩除赵

高的计划。

赵高要子婴斋戒五日后正式继承王位。等到期限到了，赵高

便派人来请子婴接手王印，举行仪式。可子婴推说有病，不肯

前往。赵高无奈，只得亲自去请。等赵高一到，宦官韩谈眼疾

手快，一刀就将他斩杀了。子婴随即召群臣进宫，历数了赵高

的罪状，并杀死了赵高的家人和亲戚。这真是一人作孽，祸及

三族。

习  题

1.“左右或默”中“或”的意思是（    ）。

  A. 或者　　　　　B. 有的人　　　　　C. 可能

2. 下列人物中杀死赵高的是（    ）。

  A. 嬴政　　　　　B. 妃子　　　　　C. 韩谈

3.  赵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A. 仁爱善良　　　B. 奸诈狠毒　　　C. 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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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GU WEN FEN JI YUE DU

小古文分级阅读

卧  薪  尝  胆

选  文 

吴既①赦（shè）②越，越王勾践反③国，乃苦身焦思，置

胆于坐，坐卧即仰④胆，饮食亦尝胆也。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古文今译

吴王已经赦免了越王，越王勾践回国后，忧心苦思，把苦胆挂

到座位上方，坐卧时就仰头尝尝苦胆，饮食时也尝尝苦胆。

这是成语“卧薪尝胆”的由来。历史书读得多了，你会发现，

从古到今，几乎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是一部奋斗史。很多人都

是历尽艰辛才成就了一番事业。所以，如果你想有所成就的话，也

要多多付出、多多努力才行啊！

故事会

卧 薪 尝 胆

你知道吗？有一种“苦”叫胆的滋味，越王勾践就是一位

尝过胆、吃过苦的人。

话说勾践在位的第三年，吴王夫差为了报杀父之仇，夜以继

日地练兵。勾践看到这种情形，知道形势不妙，于是先发制人，

注释： ① 既：已经。  ② 赦：宽免罪过。  ③ 反：同“返”，返回。 

④  仰：抬头，脸向上。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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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上册）

去攻击吴国，结果却吃了败仗，被围困在会稽山上。

他的一个大臣说：“想要保全国家，我们就要给吴王送礼

讲和，他若不答应讲和，您就亲自到吴国去做人质，给吴王当

奴仆。”

勾践派人去求和。吴王眼看就要答应了，半路却有大臣来阻

挠。后来，越国的大臣带着美女和贵重物品去贿赂吴国的一个大

官，请求他在吴王面前说情，最后吴王答应了越国的求和。

勾践把国家大事交给大臣，就带着夫人去了吴国。他们住在

简陋的石屋里，给吴王喂马、当车夫。这样过了三年，夫差认为

勾践真心归顺，就放他回国了。

回国后，勾践立志报仇雪耻。他在座位上方挂上一颗苦胆，

不论坐卧或饮食都要去尝一尝，让自己不要忘记什么叫作“苦”，

让自己不要忘记所受的耻辱。勾践励精图治，十年后越国国富民

强，最终打败了吴国。这就是“卧薪尝胆”的故事。

习  题

1. “越王勾践反国”中“反”的意思是（    ）。

  A. 造反　　　　　　B. 返回　　　　　　C. 反复

2.  勾践每天尝苦胆的原因是（    ）。

  A. 提醒自己不忘所受的苦难和屈辱

  B. 他喜欢吃苦胆     

  C. 苦胆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打败越王勾践的是吴王（    ）。

  A. 夫差　　　　　　B. 阖闾　　　　　　C. 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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