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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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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是我国的传统启蒙教材，作者为南宋著名学者

王应麟。在我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

本之一。所谓“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我们在背诵《三

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做

人做事的道理。

在格式上，《三字经》三字一句，因其文具有通俗、顺口、

易记等特点，所以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中国传统蒙学

三大读物，合称“三百千”。基于历史原因，《三字经》难免含

有一些精神糟粕、艺术瑕疵，但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

仍然为世人所公认，被人们奉为经典并不断流传。

《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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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GU WEN FEN JI YUE DU

小古文分级阅读

 注释：① 苟：如果，假如。  ② 迁：转移， 变化。  ③ 道：方法，

规律。  ④ 专：专心致志。

苟  不  教

选  文

苟
ɡǒu

①  不
bú

  教
jiào

，性
xìnɡ

  乃
nǎi

  迁
qiān

②。教
jiào

  之
zhī

  道
dào

③，贵
ɡuì

  以
yǐ

  专
zhuān

④。

古文今译

如果不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孩子善良的本性就会慢慢被

改变。教育一定要讲究方法，最重要的是教会孩子在学习时要专心

致志。

人刚出生的时候，本性都是善良的。由于成长环境和所受教育

不同，每个人就会慢慢地变得不一样。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坚持

学习，这样才能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故事会

两 个 徒 弟

弈（yì）秋是战国时期的下棋高手，常常让对手满盘皆输。

因此，他的名气非常大。

有两个年轻人想拜他为师。弈秋问他们：“你们能做到专心

吗？”两个年轻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能！”于是，弈秋答应收

他们为徒，并嘱咐他们：“学习下棋很容易，只要做到专心致志就

可以了。”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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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上册）

一个徒弟听从弈秋的教诲，认真琢磨棋艺，不论身边发生多

热闹的事情都不分心，全神贯注地反复练习。另一个徒弟却把弈

秋的话当作耳旁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下课以后就不再练习，

不思进取。

两个月后的一天，弈秋让两个徒弟下一盘棋。他们刚摆起棋

盘，天上飞来一只大雁。那个一贯认真的徒弟依然全神贯注地研

究棋局，另一个徒弟却坐不住，眼睛总往天上看。这时弈秋叹了

口气，说：“不用下了，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将大有成就，另一个人

在我这里什么也学不到！”

果然，那个一贯认真的徒弟棋艺越来越高超，最后竟超越了

老师的水平。那个三心二意的徒弟最后一事无成，真的什么也没

有学到。

习  题

1.“性乃迁”中“迁”的意思是（    ）。

  A. 迁就　　　　　　B. 变化　　　　　　C. 迁居 

2.  我们应该学习弈秋那个棋艺高超的徒弟的精神是（    ）。

  A. 三心二意　　　　B. 专心致志　　　　C. 不思进取  

3.  下列可以用来形容故事中那个棋艺高超的徒弟的一项是（    ）。

  A.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B. 小巫见大巫   

  C.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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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GU WEN FEN JI YUE DU

小古文分级阅读

 注释：① 养：养育。  ② 过：过失。  ③ 严：严格。  ④ 惰：

懒惰，不负责任。

养  不  教

选  文

养
yǎnɡ

① 不
bú

 教
jiào

，父
fù

 之
zhī

 过
ɡuò

②。教
jiào

 不
bù

 严
yán

③，师
shī

 之
zhī

 惰
duò

④。

古文今译

只是单纯地抚养孩子，而不让孩子接受教育，这是父母的过错。

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老师对孩子要求不严格，这是没有尽到老师

的职责。

不管是爸爸妈妈的教育，还是老师的教育，他们都是为了我们

以后能成为更好的自己，能看到更精彩的世界。

故事会

拒 子 入 门

子发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将军。有一次，子发率兵攻打秦国，

军中的粮食吃光了，他派使者回国求援。

子发的母亲见到使者，关切地问道：“士兵们都好吗？”

使者回答说：“士兵们每天都能分得一些豆子充饥，还可以。”  

母亲又问：“那么将军还好吗？” 

使者回答说：“将军很好，每天早晚都有米有肉吃。”

子发打败了秦国，回到家的时候，他的母亲关上大门不让他

扫码听朗读音频



·5·

一年级（上册）

进去，并且在门口责骂子发说：“你知道越王勾践吗？有人献给勾

践一坛美酒，他派人把酒倒在江的上游，让士兵到下游同饮江水，

士兵作战的士气因此大增；有人送给勾践一袋干粮，他下令赐给

士兵们吃，士兵作战的勇气因此增加了十倍。可是你呢？身为将

军，给士兵们吃豆子充饥，自己早晚吃着好饭好肉。你不是我的

儿子，不要进我的家门！”

听了母亲的训斥，子发跪在门前，向母亲请罪，并且承诺一

定痛改前非，母亲这才让他进入家门。

习  题

1.“父之过”中“过”的意思是（    ）。

  A. 过失　　　　　　B. 过来　　　　　　C. 过去 

2.  子发的母亲不让他进家门的原因是（    ）。

  A. 子发性格暴躁，对待士兵苛刻     

  B. 子发打了败仗，一个人逃回家        

  C. 子发自己吃米吃肉，给士兵吃豆子  

3.  子发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A. 非常心疼自己的孩子   

  B. 严格教育自己的孩子  

  C. 十分宠爱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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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GU WEN FEN JI YUE DU

小古文分级阅读

 注释：① 玉：玉石。  ② 琢：雕刻，打磨。  ③ 器：器物。

④ 义：道理。

玉  不  琢

选  文

玉
yù

① 不
bù

 琢
zhuó

②，不
bù

 成
chénɡ

 器
qì

③。人
rén

 不
bù

 学
xué

，不
bù

 知
zhī

 义
yì

④。

古文今译

玉石如果不经过雕刻和打磨，就不能成为精美的玉器。人如果

不学习，就不会知道做人的道理。

玉石需要经过打磨才能成为玉器，人也是一样的，我们要通过

学习才能获得知识。学到的知识越多，我们懂得的道理就会越多。

故事会

王羲之教子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有一个儿子叫王献之。

王献之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

父亲的指导下，王献之苦练书法。很快，他的字就有了非常大

的进步，很多人都夸他字写得好。于是，他开始骄傲起来。

一天，王羲之有事外出，出发前，他在墙上写了一些字，让

王献之仿写。父亲走后，王献之便把父亲写的字擦掉，自己重新

写上。王羲之回来后，看到墙上的字，叹息道：“我写这些字的

时候，大概醉得很厉害吧，不然怎么写得这么难看呢？”王献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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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上册）

之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几天之后，王献之写了几行字，送到父亲的书房，心想：父

亲看到，一定会夸奖我的。谁知道，王羲之看后，顺手拿起笔在

这张纸上的一个“大”字下面加了一点，“大”变成了“太”字，

然后什么都没说，就还给了王献之。

王献之拿着这张纸去找母亲，母亲仔细看了一遍，指着“太”

字下面的一点说：“几行字中，只有这一点像你父亲写的。”从此

之后，王献之开始踏踏实实地练习书法了。

后来，王献之也成了著名的书法家。

习  题

1.“不知义”中“义”的意思是（    ）。

  A. 道理　　　　　　B. 义气　　　　　　C. 仗义

2.  王羲之将王献之写的“大”字改成了（    ）。

  A. 犬　　　　　　　B. 天　　　　　　　C. 太  

3.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是（    ）。

  A. 要不断学习才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就 

  B. 要按自己的方法学习，父母的话听听就行

  C. 要对自己宽容，学会奖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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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古文分级阅读

 注释：① 曰：说。  ② 智：明智。  ③ 信：讲信用，诚实。

④ 紊：混乱；违背。

曰  仁  义

选  文

曰
yuē

① 仁
rén

 义
yì

，礼
lǐ

 智
zhì

② 信
xìn

③。此
cǐ

 五
wǔ

 常
chánɡ

，不
bù

 容
rónɡ

 紊
wěn

④。

古文今译

古人倡导仁爱、公正、礼貌、明智、诚信，这些准则被称作“五

常”，我们每个人都应遵守，不可违背。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

只要每个人心怀仁爱、做应当做的事、待人有礼貌、诚实守信、处

事有智慧，我们的社会就会永葆祥和。

故事会

胡  雪  岩

胡雪岩是中国近代的徽商代表人物。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以

放牛为生。父亲病故后，胡雪岩就孤身外出闯荡，他做过跑腿小

伙计，当过钱庄小学徒。

有一次，胡雪岩走在路上，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眼看他就

要被雨淋湿了。这时候，有个同路的陌生人跑过来，主动帮胡雪

岩撑伞，胡雪岩很感动。后来，胡雪岩也总会帮助别人。时间

一长，沿街的很多人都认识了胡雪岩，都说他是一个好人。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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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上册）

还有一次，胡雪岩在路上捡到一个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有

很多银子。胡雪岩连忙把它藏起来，站在原地等失主回来认领。

过了一会儿，一个满头大汗的人跑过来问胡雪岩：“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包袱？”胡雪岩并没有马上把包袱还给他，而是问他：“是什

么样的包袱？里面有什么东西？”

胡雪岩确定那人就是失主后，才把包袱还给了他。失主是杭

州的大客商，他见胡雪岩这么诚实，便决定教胡雪岩做生意。

胡雪岩不仅聪明，还有仁爱之心，又诚实守信，所以他的生

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好，成了清朝著名的“红顶商人”。

习  题

1.“礼智信”中“信”的意思是（    ）。

  A. 相信　　　　　　B. 诚实　　　　　　C. 书信 

2.   从胡雪岩总是会帮助别人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    ）

  A. 有丰富学识　　　B. 有仁爱之心　　　C. 有宽容之心  

3.  杭州的大客商教胡雪岩做生意的原因是（    ）。

  A. 胡雪岩的天赋打动了他   

  B. 胡雪岩的聪明打动了他   

  C. 胡雪岩的诚实打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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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古文分级阅读

注释：① 犬：狗。  ② 豕：猪。  ③ 六畜：六种家畜。

④ 饲：喂养。

马  牛  羊

选  文

马
mǎ

 牛
niú

 羊
yánɡ

，鸡
jī

 犬
quǎn

① 豕
shǐ

②。此
cǐ

 六
liù

 畜
chù

③，人
rén

 所
suǒ

 饲
sì

④。

古文今译

马、牛、羊、鸡、狗、猪，这六种动物是人们所喂养的家畜。

很久很久以前，马、牛、羊、鸡、狗、猪这六种动物都还是野

生动物。后来，我们的祖先把它们圈（juàn）养起来，经过长时间

的驯化，它们就成了家养的动物。

故事会

伏羲驯六畜

上古时期，人们以打猎为生。如果打不到猎物，人们就会饿

肚子。伏羲当上首领后，就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传说，有一次，伏羲看到一只飞虫飞到蜘蛛网上，这只飞

虫很快就被蜘蛛吃掉了。伏羲受到蜘蛛网的启发，准备制作一

张大网。

伏羲和几个人带着做好的大网，上山捕猎。不到半天，他们

就用网捉住了十多只野兔。就这样，人们开始用网捕猎。

有一天，伏羲抓住了一头野牛。他让大家拿来绳子，把野牛

扫码听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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