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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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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儒家经典之一，主要记录孟子及其弟子与再

传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文章说理透

彻，气势磅礴，语言流畅，且富于感情色彩。孟子（前 372—

前 289），名轲，邹国（今山东邹城）人，是孔子之孙孔伋的

再传弟子。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被后世奉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

圣”之称。后世将他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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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GU WEN FEN JI YUE DU

小古文分级阅读

注释：① 老：赡养，孝敬。  ② 老：长辈。  ③ 及：推及。

④ 幼：抚养，爱护。  ⑤ 幼：晚辈。 

老  幼  皆  爱

选  文

老①吾老②，以及③人之老；幼④吾幼⑤，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   

古文今译

在赡养自己的长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长

辈；在抚养自己的孩子时，也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

孩子。

孟子对齐宣王说，如果他能拥有“推己及人”的思想，治理天

下就像是在手中翻转小东西一样，天下也就很容易治理了。赡养、

孝敬自己的老人，抚养、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同时，对别的与自己没

有血缘关系的老人和孩子也给予尊重与爱护，这是何等的大爱啊！

故事会

推 己 及 人

春秋时期，一年冬天，齐国下大雪，雪连着下了三天三夜。

齐景公披着狐皮大衣，坐在厅堂里，欣赏着这难得一见的雪

景，赞叹道：“要是再下上几天，这雪景就宛如仙境了！”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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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上册）

这时，站在一旁的上大夫晏子却若有所思地望着这鹅毛般的

大雪，想到走街串巷的小贩，想到上山砍柴的樵夫，想到出海打

鱼的渔民……这雪如果再接着下，老百姓可怎么生活啊？这时，

齐景公又说：“虽说下了三天雪，可一点儿都不觉得冷，倒像是春

暖的时候呢！”晏子见齐景公裹着厚厚的狐皮大衣，身旁是烧得

旺旺的火炉，就故意追问：“真的不冷吗？”齐景公不知道晏子是

什么意思，点了点头。

晏子知道齐景公没明白他的意思，就借机进言：“我听说古代

的贤君自己吃饱了，要想想是否还有人饿着；自己穿暖了要想想

是否还有人冻着；自己安逸了要想想是否还有人累着。可是，您

怎么不去想想您的臣民呢？”

齐景公被晏子说得无地自容。

习  题

1.“老吾老”中第一个“老”的意思是（    ）。

  A. 赡养　　　　　　B. 老人　　　　　　C. 长辈

2.  下列句子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相近的一项是（    ）。

  A.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B.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C.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故事中的齐景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A. 能够推己及人

  B. 只想到自己

  C. 大公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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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GU WEN FEN JI YUE DU

小古文分级阅读

 注释：① 穷：身处逆境，人生不得志。  ② 身：自身的道德修

养。  ③ 达：得意、发达。  ④ 济：接济、帮助。 

穷则独善其身

选  文

穷①则独善其身②，达③则兼济④天下。

——《孟子·卷十三尽心上》 

古文今译

人在不得志的时候，就加强自身道德品行修养；得志的时候就

把这种善行推广到天下。

这句话是孟子和宋勾践说的，宋勾践是谁？他就是凭三寸不烂

之舌游说各方诸侯，希望能得到赏识和重用的士人。孟子认为，一

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读书人，在穷困潦倒时要不失义，在春风得意

时能不失道。骨子里要有家国情怀，要有“兼济天下”的“大我”

境界。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都以这句话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故事会

穷则独善其身

汉朝时，黄霸曾任河南太守。当时的官吏都很严酷，唯独黄霸，

为政崇尚宽和。

黄霸刻苦好学，精通诗文、书法和音乐，后来官至丞相。他

为人正直，后来和当时研究《尚书》的著名学者夏侯胜一起被人

扫码听朗读音频



·5·

五年级（上册）

陷害而打入死牢。

在狱中，黄霸要拜夏侯胜为师，学习《尚书》。夏侯胜说：“我

们随时会被杀头，学习《尚书》还有什么用？”黄霸郑重地说：

“圣贤教导我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今天没有

被杀头，我就要抓紧时间提高自己的修养，多学一点儿东西。”

夏侯胜被黄霸这种身处困境，还能争取时间修身养德的精神

深深感动了。于是，他们在狱中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学习。三年后，

关东地区发生地震，皇帝大赦天下，他们两人得以出狱，皇帝分

别任命黄霸、夏侯胜为谏大夫和扬州刺史。

经过这一场牢狱之灾，黄霸不仅个人修养得到了提高，而且

成了精通《尚书》的著名学者。

习  题

1.“达则兼济天下”中“达”的意思是（    ）。

  A. 到达　　　　　　B. 达到　　　　　　C. 发达

2.  下列与“达则兼济天下”意思相近的一项是（    ）。

  A.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B. 得志，泽于民

  C. 威武不能屈

3.  黄霸为什么在狱中还要坚持学习？（    ）

  A. 用学习打发时间

  B. 希望将功抵过

  C. 提高个人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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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GU WEN FEN JI YUE DU

小古文分级阅读

乐民之乐者

选  文

乐①民之乐者，民亦②乐其乐；忧③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孟子·梁惠王下》

古文今译

君王以百姓的欢乐为欢乐，老百姓也以他的欢乐为欢乐；君王

以老百姓的忧愁为忧愁，老百姓也以他的忧愁为忧愁。

齐宣王住在别墅雪宫里，快乐无比，却不知老百姓的快乐和忧

愁。孟子希望齐宣王能认识到荒淫无度的危害，能以天下百姓的快

乐和忧愁为先，当一个好君王。这也使我们想到了，宋代范仲淹所

写的《岳阳楼记》中那传诵千古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不正是从孟子这句话里来的吗？

故事会

周 举 进 言

公元 134 年，春夏连续干旱，汉顺帝下诏大赦天下，并且亲

自到德阳殿的庭院中露天而坐，祈求上天降雨。

如同以前发生自然灾害时一样，汉顺帝要求官员们提出意见。

尚书周举才学兼优，顺帝特地征询他的意见。周举回答说：“陛下

废弃文帝、光武帝所建立的节俭朴素的传统，却沿用了导致秦朝

注释：① 乐：以……为欢乐。  ② 亦：也。  ③ 忧：以……为忧愁。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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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上册）

灭亡的骄奢淫逸的做法。陛下经常从民间挑选大量的美女充实后

宫，却没有考虑过宫外因此有许多男子娶不上媳妇。自从发生大

旱以来，整整过去一年，也没有听说陛下有改过的做法。现在您

以至尊之体，露坐风尘，祈求缓解干旱，不过是在做表面功夫罢

了。”

顺帝问周举应该怎么办？周举回答说：“陛下，您应该诚心诚

意地遵守先王制定的规章制度，改变目前奢侈腐化的作风：停止

修建奢华的宫殿，省去御膳房制作的奢侈菜肴，放走那些多余的

宫女。《易传》上说：‘天子为善一日，上天立刻以善回报。’请陛

下早做决定。”

人们常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自己

真正做到却是极难的。所以孟子说，帝王如果能够和百姓同忧同

乐，却还不能称王于天下，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习  题

1.“忧民之忧者”的意思是（    ）。

  A. 事事担忧的人

  B. 以老百姓的忧愁为忧愁

  C. 忧愁老百姓的人

2.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下一句是（    ）。

  A. 后天下之悲而悲

  B. 后天下之快而快

  C. 后天下之乐而乐

3.  周举让顺帝放走多余的宫女目的是（    ）。

  A. 宫廷内人满为患

  B. 减裁宫廷用度

  C. 让民间男子能娶上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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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古文分级阅读

 注释：① 天时：有利于战争取胜的气候条件。  ② 地利：有利于

战争取胜的地理条件。  ③ 人和：人心所向，上下团结。

天时不如地利

选  文

孟子曰：“天时①不如地利②，地利不如人和③。”

——《孟子·公孙丑下》

古文今译

孟子说：“有利于作战的气候条件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条

件，有利于作战的地理条件比不上人心所向、上下团结。”

孟子认为，对战争胜负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有利的气候条

件和地理条件，而是人心的拥护和团结，也就是“人和”。孟子的

这句话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天时”在今天看来应当是

指历史潮流或机遇，“地利”指的是地理优势，“人和”指的是人

际关系融洽和谐。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这三者缺一不可。

故事会

天时、地利、人和

孟子和弟子们一起讨论怎样才能在战争中获胜的问题，一个

弟子说：“我认为要想打胜仗，必须顺应天时，即抓住有利的季节

和天气。”

另一个弟子马上反驳说：“我认为天时并不重要，地利才是最

重要的。有了高墙深池，凭借山川险阻，这样就会攻必克、守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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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上册）

必固。”

说完，他看着孟子，认为孟子一定会称赞他的看法。

孟子听了他们的话，用手敲着大腿，慢慢说道：“你们说的都

是次要的因素，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你们没有抓住。从战争全局来

看，抓住天时不如占据有利的地形，占据有利的地形不如全军将

士上下同心。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比如有一座地形有利的城池，在围攻过程中，一定会出现

许多合适的战机，但最终没能被攻克，这就是天时不如地利；有

一座城池，地理形势险要，城墙高且坚固，粮草充足，但军心涣散，

一听到敌人来进攻，就弃城不战而逃，这就是地利不如人和。

“历史上这样的战例是很多的。这个道理同样可以用来治国，

为什么这样说呢？保卫国家不必靠山川险阻，威行天下不必靠强

兵利器。实行仁政的人，老百姓就会支持他。不实行仁政的人，

就不会有百姓支持他，最后连亲戚朋友都要背叛他，那他的江山

也就完了。所以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听了孟子的话，学生们都佩服不已。　　

习  题

1.“天时不如地利”中“天时”的意思是（    ）。

  A. 有利于战争取胜的时间条件

  B. 有利于战争取胜的气候条件

  C. 有利于战争取胜的次数

2.  孟子认为战争获胜的最关键因素是（    ）。

  A. 顺应天时，抓住有利的季节和天气

  B. 推崇人和，全军将士上下同心

  C. 凭借地利，依靠高墙深池、山川险阻

3.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用在治理国家上就是指

（    ）。

  A. 巩固城池　　　B. 加强军事力量　　　C. 施行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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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古文分级阅读

 注释：① 道：道义（这里指仁政）。  ② 寡：少。  ③ 畔：同

“叛”，背叛的意思。  ④ 顺：顺从、顺应。

得  道  多  助

选  文

得道①者多助，失道者寡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③之；多

助之至，天下顺④之。 

——《孟子·公孙丑下》 

古文今译

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

人就少。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连亲戚都会背叛他；帮助他的人

多到了极点，天下人都会归顺他。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就得人心，就能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不

施行仁政，就不得人心，就只能得到少数人的帮助。遗憾的是，齐

国的统治者不能礼贤下士，对老百姓横征暴敛，且不断地发动战争。

这一切都和孟子的主张背道而驰，孟子最终还是离开了齐国。

故事会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春秋初年，郑武公去世后，太子寤（wù）生即位，他就是

郑庄公。但他的地位却受到生母和胞弟的威胁。郑庄公的母亲武

姜偏爱郑庄公的胞弟共叔段，她要求郑庄公把制邑这个军事要塞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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