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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邀约，我编写了本套书。对此，我感到既惶恐又欣喜：助力高中生学好古

诗文，责任重大；传递教学一线摸索出的方法，助益学习。

在构思本书编写体例时，我结合自己二十多年的教学经历，并访谈了部分学生，最终确定了现有

的体例。体例决定了一本书内容的全面性和实用性。一篇古诗文所涵盖的知识是丰富的，作家作品、写

作背景、重要词语、文句翻译、文脉梳理、作品赏析、知识归纳、文化常识、背诵默写、检测练习，这

些都需要学生理解。而且这些内容又暗合了新高考对古诗文文本考查的要求，学生全面掌握了这些内

容，就可能轻松地应对考试。当然，我们编写这本书的初衷不仅仅是帮助学生应对考试，还是期望同学

们在古诗文学习中走得更远。

综观市面上现有的类似的古诗文学习辅助资料，梳理得如此全面的并不多。本书包含必修、选择

性必修的全部古诗文和选读篇目。同时，我又担心同学们能否正确使用这本书。在日常教学中，我发现

许多学生都备有此类图书，有的同学把它们当作课堂学习的教材，有的同学把它们当作应付老师检查的

工具，有的同学把它们当作复习的载体……这些很难说是正确的使用方式。于我而言，教学古诗文时，

不提倡学生在课堂上使用辅助书，因为书中的注释和翻译十分详尽，据此会让学生产生“什么都知道”

的错觉，从而难以发现自己的错漏点。学生在学习古诗文时，应在课前先依托教材，预习疏通课文，圈

出疑难点；在课堂上紧跟老师，及时解决疑难点；但是，课堂时间有限，教学内容多，疑难问题未尽，

在课后利用辅助读物，可以进一步释疑、拓展、延伸、巩固。

再次翻看本书内容，不由感慨古诗文学习之难，浩繁的知识内容，悖逆的语言习惯，有限的学习

时间……我希望同学们重视古诗文学习，发扬追根究底的钻研精神，充分利用好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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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沁园春 · 长沙    
◆  毛泽东  ◆

作家作品

1925 年 2 月，毛泽东携家人回到家乡韶山。他一边养病，一边着手研究农村状况，发动农

民革命。几个月内，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显示了相当大的声势，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8 月 28 日，由于韶山地主成胥生告密，军阀省长赵恒惕电示县团防总局派

兵逮捕毛泽东。在湘潭、韶山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毛泽东离开家乡，秘密来到长沙。逗留

长沙期间，他重游橘子洲，写下了这首词。

独立寒秋，湘江1 北去，橘子洲2 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3；漫江4 碧透，百 

舸5 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6，万类霜天竞自由7。怅寥廓8，问苍茫9 大地，谁主10

沉浮11 ？

携来百侣12 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13。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14；书生意气，挥

斥方遒15。指点江山，激扬文字16，粪土当年万户侯17。曾记否，到中流18 击水19，浪遏20 

飞舟？

译文

深秋季节，我独自站立在橘子洲头，望着滔滔的湘水向北奔流。万千山峰全都变成了红

色，层层树林也好像染过颜色一样；江水清澈澄碧，一艘艘大船乘风破浪，争先恐后。鹰在广

阔的天上飞，鱼在清澈的水里游，万物都在秋光中争着过自由自在的生活。面对广阔的宇宙，

我不禁惆怅感慨：这旷远苍茫大地的盛衰沉浮，该由谁来主宰呢？

我和同学们曾经经常结伴来到这里漫游。我们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那无数不平凡的岁月

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心头。同学们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大家意气奔放，劲头正足。大家评

论国家大事，写出激浊扬清的文章，把当时那些军阀官僚看得如同粪土。同学们可还记得，那

时我们到湘江中间水深流急的地方游泳，那激起的浪花几乎挡住了疾驰而来的行船？

注 释

1 湘江：一名湘水，湖南省最大的河流，一般认为源出广西壮族自治区，经过长沙，北入洞庭湖，所以说是湘江北去。

2 橘子洲：又名水陆洲，在长沙城西的湘江中。3 层林尽染：山上一层层的树林全都经霜变红，像染过一样。4 漫江：满江。

扫码听朗诵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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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遍布。5 舸（ɡě）：大船。这里泛指船只。6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鹰在广阔的天上飞，鱼在清澈的水里游。击，搏击，

这里形容飞得矫健有力。翔，本指鸟盘旋飞翔，这里形容鱼游得轻快自由。7 万类霜天竞自由：万物都在深秋竞相自由地活

动。霜天，深秋天气。8 怅（chànɡ）寥廓：面对广阔的宇宙激昂慷慨，怅，失意、不畅快。这里用来表达由深思而引发的激

昂慷慨的心绪。寥廓，指宇宙高远辽阔。9 苍茫：旷远迷茫。10 主：主宰。11 沉浮：这里指盛衰。12 百侣：众多同伴。侣，

这里指同学。13 峥嵘岁月稠：不寻常的日子很多。峥嵘，不平凡、不寻常。稠，多。14 风华正茂：风采才华正盛。15 书生 

意气，挥斥方遒（qiú）：同学们意气奔放，正强劲有力。挥斥，纵放、奔放。遒，强劲有力。16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论

国家大事，写出激浊扬清的文章。指点，评论。江山，指国家。激扬，激浊扬清，抨击恶浊，褒扬清明。17 粪土当年万户侯：

把当时的军阀官僚看得同粪土一样。粪土，视……如粪土，表鄙视。万户侯，本指食邑万户的封侯者，这里借指大军阀、大官

僚。18 中流：江河水流中央。19 击水：指游泳。20 遏（è）：阻止。

文脉梳理

作品赏析

本词上片开头几句点明了时间、地点和特定环境。作者在深秋时节独自一人伫立在橘子洲

头，望着湘江水向北奔流不息。

接下来以一个“看”字总领七个分句。作者远望群山，重重叠叠的树木遍染红色；近看湘

江，满江秋水碧绿澄澈，船只争相行驶。仰望天空，雄鹰有力地翱翔；俯视水中，鱼儿欢快地

游玩。宇宙万物都在这秋天里生机勃勃地自由舒展。这几句，作者描绘了在橘子洲头所见到的

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景图，远近相间、动静结合、对照鲜明，为下面的抒情提供了背景、烘托了

气氛。

面对这一派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作者思绪万千，不禁发问：广阔无垠的大地呀，谁才是

主宰你消长兴衰命运的真正主人呢？这一问道出了作者的雄心壮志，表现了他的博大胸怀。

下片开头写道：“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旧地重游，自然引起作者对往昔生

活的回忆。接下来，他以一个“恰”字总领七个分句。正值青春年少的同学们意气风发，才华

横溢，激情奔放；面对祖国大好河山，指点评论，写出激浊扬清的文章，把主宰一方的军阀统

治者看得如粪土一般。这几句形象地概括了早期革命者雄姿英发的战斗风貌和豪迈气概。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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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设问结尾，实际上是对“谁主沉浮”的巧妙回答，

也表达了我们不畏困难、以拼搏为乐的精神。

这首词上片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湘江寒秋图，并即景抒情，向苍茫大地提出

了“谁主沉浮”的问题。下片回忆了往昔的峥嵘岁月，展示了作者和战友们为了改造旧中国表

现出的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壮志豪情，同时形象含蓄地给出了“谁主沉浮”的答案：主宰国

家命运的，是蔑视反动统治者、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改造旧世界的青年革命者。

这首词的上、下两片各有侧重，但又紧密联系，浑然一体，主要有以下特点：

1．情景交融，叙议结合。上片写景，句句有情；下片有叙述有议论，在回忆往昔生活时，

也饱含斗志豪情。

2．意象纷呈，意境深远。这首词的意象是呈辐射状的，即以中心意象向四周辐射而形成

一个意象群。上片的中心意象是“万类霜天”，它辐射出“万山”“层林”“百舸”“雄鹰”“游鱼”

等意象；下片的中心意象是“同学少年”，它辐射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

文字”等复合意象。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创造出深远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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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芣苢  
◆  《诗经 · 周南》  ◆

作家作品

《芣苢》选自《诗经 · 国风》中的《周南》。《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中国最早

的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 11 世纪至前 6 世纪）的诗歌，共 305 篇，反

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诗经》起初被称为《诗》或《诗三百》。

孔子曾概括《诗》的宗旨为“思无邪”，并教育弟子把学习《诗》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

先秦诸子中，引用《诗》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

引述《诗》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被奉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沿用

至今。

采采 1，薄言2 采之。采采3 ，薄言有4 之。

采采 ，薄言掇5 之。采采 ，薄言捋6 之。

采采 ，薄言 7 之。采采 ，薄言 8 之。

译文

鲜艳繁盛的芣苢呀，采呀采呀采起来。鲜艳繁盛的芣苢呀，采呀采呀采得来。

鲜艳繁盛的芣苢呀，一片一片摘下来。鲜艳繁盛的芣苢呀，一把一把捋下来。

鲜艳繁盛的芣苢呀，提起衣襟兜起来。鲜艳繁盛的芣苢呀，掖起衣襟兜回来。

注 释

1 芣（fú）苢（yǐ）：车前草，野生植物名，可食。2 薄言：“薄”“言”都是助词，无实义，补充音节。3 采采：茂盛

的样子。4 有：取得，获得。5 掇（duō）：拾取，摘取。6 捋（luō）：从茎上成把地取下。7 袺（jié）：提起衣襟兜东西。 

8 （xié）：把衣襟掖在腰带上兜东西。

扫码听朗诵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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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梳理

作品赏析

《芣苢》是一首描写劳动的古诗，是当时人们采摘芣苢时所唱的歌谣。全诗共三章，每章

四句，全是重章叠句，仅仅变换几个动词，反复地展现劳动的过程，劳动成果的由少至多也随

之呈现出来，充满了劳动的欢欣，洋溢着劳动的热情。

这首诗在以下几个方面颇具特色：

1．动词的精彩运用。对采摘的过程，分别采用了“采、有、掇、捋、袺、 ”这六个动

词，精练地描写了整个采摘过程，展现了特写式的劳动动作美。这六个动词，每一个都抓住了

采摘过程中最精彩的环节，将一瞬间的动作用文字定格，如同摄影里的特写，让人清晰难忘。

劳动者从日常的劳动中发现美，并吟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这说明，在他们看来，劳动不

是枯燥乏味的，而是充满乐趣的。

2．重章叠句的结构特点。重章叠句是《诗经》中常见的表现手法，即上下句或者上下段

用相同的结构形式反复咏唱的一种表情达意的方法。本诗三章十二句，只有六字交替变动，其

余全是重叠，看似单调重叠复沓，实则别有韵味。这种回环往复的节奏又与反复的劳动动作和

劳动效果谐和一致，形成融洽无间、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

3．丰富的想象空间。这首诗只写了采摘芣苢的过程，却没有交代采摘的背景、人物和行

为动机等。主体的模糊性使这些空白留给读者丰富的审美空间和解读空间。读罢诗歌，人们眼

前仿佛出现了三三两两、三五成群的女子，在平原旷野上你追我赶、群歌互答，同时又不忘采

摘芣苢的欢快劳动场景。

文化常识

《诗经》“六义”是指“风、雅、颂”三种诗歌形式与“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

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划分的。“风”即《国风》，包括十五《国风》，即十五个地方

的民间歌谣，共 160 篇。“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区的音乐，包括《大雅》和《小雅》，其中

《大雅》有 31 篇，《小雅》有 74 篇，多数为公卿贵族所作，一般被视作“正声”。《大雅》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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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颂德之作，《小雅》多讽刺之声。“颂”即祭祀和颂圣的乐曲，内容多是歌颂周王朝祖先的功

德，常在祭祀宗庙时演出，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赋”就是铺陈直叙，即把人的

思想感情及有关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类比，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点

更鲜明。“兴”，以其他事物为发端，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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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  
◆  苏 辙  ◆

作家作品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

人，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其生

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文氏外孙入村收麦》即选自《苏辙

集 · 栾城三集》。

苏辙晚年仕途坎坷，自皇帝赵煦亲政起用元丰新党后，他连年遭贬，远至岭南雷州、循

州。远谪岭南之前，苏辙曾在颍川买田安顿家小，与子孙治田营生。《文氏外孙入村收麦》便

是对这一时期生活的记录。

欲收新麦继陈谷，赖有1 诸孙2 替老人。

三夜阴霪3 败场圃，一竿4 晴日舞比邻。

急炊大饼偿饥乏，多博5 村酤6 劳苦辛。

闭廪7 归来真了事，赋诗怜汝足精神。

译文

想要收割新熟的麦子来接续去年的陈谷了，幸亏有各孙辈来替我收割。

连续几个晚上的阴雨毁坏了收打作物的场圃，初升的太阳令乡邻欢欣鼓舞。

赶紧做好大饼给外孙吃以补偿他的饥饿困乏，多取一些自酿的酒来慰劳辛勤收割的外孙。

收好新麦关闭粮仓，回到家里总算结束了农事，写下这首诗来赞扬外孙不辞劳苦的精神。

注 释

1 赖有：幸亏有。2 诸孙：泛指孙辈。3 阴霪（yín）：连绵不断的雨。4 一竿：指太阳升起的高度。5 博：求取。 

6 村酤（ɡū）：农家自酿的酒。酤，酒。7 闭廪：关闭粮仓。廪，粮仓。

扫码听朗诵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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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梳理

作品赏析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描写的是苏辙晚年闲居颍川时的日常生活情景。在麦收季节，外孙

文骥来村里帮助自己收割麦子，苏辙写此诗记录。苏辙晚年因为遭受政治上的禁锢，成为朝廷

监管的对象，几乎断绝了与官场同僚、朋友的交往，这就使得家庭生活成为他诗歌写作的核心

内容，其背后也可能暗含他早已主动疏远政治和官场的深意。

颔联“三夜阴霪败场圃，一竿晴日舞比邻”运用了对比手法。连绵阴雨时人们的沮丧和雨

过天晴时人们的欢欣形成对比，表现了麦收季节久雨忽晴、宜事农桑时农人的喜悦。这两句诗

用词生动形象，富有内涵。“三夜”突出了“阴霪”之长，“败”突出了天气给农人带来的失望、

忧虑之情，“一竿”突出了“晴日”到来之惊喜，“舞”突出了农人收获时满满的干劲与喜悦 

之情。

颈联“急炊大饼偿饥乏，多博村酤劳苦辛”，从侧面描写了麦收季节繁忙的劳动景象。诗

句没有直接描写麦收场景，而是通过家里人忙着做饭、忙着酤酒的场面来间接刻画收麦劳动的

辛苦，表达了诗人对诸孙的感激疼惜之情。

尾联“闭廪归来真了事，赋诗怜汝足精神”，写外孙劳动结束关仓归来后，诗人表示要写

一首诗表扬对方。语言风趣，充满喜悦，表现了诗人的洒脱情怀与拳拳亲情。

文化常识

唐宋八大家，是唐代和宋代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分别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

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们

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欧阳修、三苏（苏轼、苏辙、苏洵）

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则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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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短歌行  
◆  曹 操  ◆

作家作品

曹操（155—220），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他是

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曾担任东汉丞相，后被加封为魏王，奠定了曹魏立国

的基础。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其为武皇帝。

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列阵长江，欲一举荡平孙刘势力。大战前夕，曹操大宴文

武官员，饮至半夜，忽闻鸦声往南飞鸣而去。曹操感此景而持槊歌此《短歌行》。

对酒当歌1，人生几何2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3。慨当以慷4，忧思难忘。何以解

忧？唯有杜康5。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6。但为君故，沉吟7 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8。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9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10，枉用相存11。契阔谈 
12，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13，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14。周公吐 

哺15，天下归心。

译文

面对着美酒和歌舞，我感叹人生实在短暂。就像清晨的露水容易蒸发，岁月匆匆，逝去的

日子太多了。宴会上的歌声慷慨激昂，可缺少贤才的愁绪却紧压在我心上。用什么来消除烦

忧？唯一的办法是以酒浇愁。

那身着青衫的读书人萦绕在姑娘心上，我渴求贤才的心绪同她的恋情一样绵长。只因盼望

贤才来到我的身边，所以我才沉思吟味直到如今。鹿儿“呦呦”长鸣，在那原野上吃着艾蒿。

如果有贤才前来向我投靠，迎接他的将是又弹瑟来又吹箫。

天上的月亮啊明净如洗，我什么时候能将它摘取？我渴求贤才的忧思涌上心头，绵绵不

断。在纵横交错的路上辛勤奔波，我屈驾拜访，求贤若渴。遇到贤才，我会像见到久别的朋友

一样与他畅谈痛饮，心中感念往日的深情厚谊。

扫码听朗诵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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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儿亮晶晶，星儿稀又稀，乌鸦不甘寂寞啊展翅向南飞。绕着大树它飞了一圈又一圈，有

哪根枝儿能够栖息？大山不嫌其高，大海不嫌其深。我会像周公一饭三吐哺那样礼遇贤才，希

望天下贤才都来归顺。

注 释

1 对酒当歌：面对着酒与歌，即饮酒听歌。当，对着。2 几何：多少。3 去日苦多：可悲的是逝去的日子太多了。这

是慨叹人生短暂。4 慨当以慷：指宴会上的歌声激越不平。当以，没有实义。5 杜康：相传是最早造酒的人。这里代指酒。 

6 青青子衿（jīn），悠悠我心：这里用来比喻渴望得到有才学的人。子，对对方的尊称。青衿，周代读书人青色交领的服装，

这里指代有学识的人。悠悠，长远的样子，形容思虑连绵不断。7 沉吟：沉思吟味。这里指思念和倾慕贤人。8 呦（yōu）呦

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shēnɡ）：出自《诗经 · 小雅 · 鹿鸣》。《鹿鸣》是宴客的诗，这里用来表达招纳贤才

的热情。呦呦，鹿叫的声音。苹，艾蒿。鼓，弹。9 何时可掇（duō）：什么时候可以摘取呢？掇，拾取，摘取。一说“掇”

读 chuò，同“辍”，停止。10 越陌度阡：穿过纵横交错的小路。陌，东西向的田间小路。阡，南北向的田间小路。11 枉用相

存：屈驾来访。枉，这里是枉驾的意思。用，以。存，问候、探望。12 契阔谈（yàn）：久别重逢，欢饮畅谈。契阔，聚散， 

这里指久别重逢。，同“宴”。13 三匝（zā）：三周。匝，周、圈。14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这里是仿用《管子 · 形势解》

中的话：“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意思是，希望尽可能多地接纳人

才。厌，满足。15 周公吐哺（bǔ）：《史记 · 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广纳贤才，正吃饭时，听到门外有士子求见，来不及咽

下嘴里的食物，把食物一吐就赶紧去接见。这里借用这个典故，表示自己像周公一样热切殷勤地接待贤才。吐哺，吐出嘴里的 

食物。

文脉梳理

作品赏析

《短歌行》实际上是一篇很有政治性、说理性的诗篇，但全诗没有枯燥的说教，一切道理

都在情感的波澜和抒情意境中得到了深挚而曲折的表达。全诗共四段，每段八句。第一段开篇

用悲凉的调子唱出了积郁已久的忧思，感慨人生短促，需要借酒消愁。这种人生易逝，及时行

乐的思想在多经战乱、出路渺茫的汉末士人中是很普遍的。然而诗人的忧愁却并不引向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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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具有积极的含义，他愁的是贤才难得、壮志未酬。所以第二段就借用《诗经》成句并加以

巧妙的处理，来表现对贤才的思慕和得到贤才后的欢乐。第三段的八句中，前四句又在讲愁，

照应第一段的八句；后四句讲贤才到来，是照应第二段中的八句。表面看来，意思是与前十六

句重复的，但实际上由于“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因此使全诗更有抑扬顿挫、反复咏叹之

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第四段前四句，用乌鹊绕树比喻贤才犹豫的心情；最后以“山不厌

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抒发自己希望群贤毕至并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揭示了

全诗的主旨。

《短歌行》的艺术特色体现在以下两点：

1．言志与抒情结合，风格沉雄。《短歌行》的主题在于求贤，而求贤的目的则是实现统一

全国的理想，所以全诗富含积极进取的精神。但如此积极的内容却不是用空洞的高调来表现

的，而是通过慷慨悲歌来抒发富有感染力的情感的。

2．语言富有表现力。从汉代末年开始，典雅板滞的四言体逐渐衰微，汉乐府民歌所创造

的五言诗给诗歌语言带来了新的生机，而且已开始盛行。而《短歌行》的语言特色在于它虽然

采用四言形式，却旧中有新，流畅平易，富有表情达意的能力。诗中运用典故也并未使人感到

晦涩，反而因借助传统的形象而增强了诗歌的情味。

知识归纳

一、通假字

契阔谈
4

（：同“宴”，宴饮）

二、词类活用

乌鹊南
4

飞（南：名词作状语，向南方）

三、特殊句式

倒装句

何以解忧（宾语前置，即“以何解忧”）

文化常识

古代对不同人群的代称：

黔首：黔，黑色。黔首，即以黑巾裹头，代指平民。

白丁：古代平民着白衣，所以常以“白丁”称呼平民百姓。引申为没有学识的人。

布衣：麻布衣服，借指平民。古代平民不能着锦绣，多穿布衣。

缙绅：插笏于绅带间，旧时官宦的装束，亦借指士大夫。

簪缨：簪和缨，古时达官贵人的冠饰，指代显贵官员。簪缨世族即世代做高官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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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本是古代妇女头上的头巾或装饰物，借以代表女性。妇女中的英雄豪杰一般被称为

“巾帼英雄”。

纨绔：古代一种用细绢做成的裤子，一般为富贵人家的子弟所穿。因此，人们常用纨绔来

形容富家子弟。

赭衣：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赤褐色。古时囚犯乃服赭衣，因以褚衣代称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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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归园田居（其一）    
◆  陶渊明  ◆

作家作品

陶渊明（365 或 372 或 376—427），又名陶潜，字元亮，东晋田园诗人，浔阳柴桑人，自

称“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陶渊明的作品大多写退隐后的生活，表现农村风物、劳动

生活，抒发对黑暗现实的不满。陶渊明是第一个大量创作田园诗的人，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

新的境界。

公元 405 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

腰”，挂印回家。归来后，他写了《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

生活的淳朴可爱，抒发归隐后的愉悦心情。课本中所选是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1，性本爱丘山2。

误落尘网3 中，一去三十年 4。

羁鸟5 恋旧林，池鱼6 思故渊。

开荒南野7 际，守拙8 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 9，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10 后檐，桃李罗11 堂前。

暧暧12 远人村，依依13 墟里14 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15。

户庭16 无尘杂17，虚室18 有余闲19。

久在樊笼20 里，复得返自然21。

译文

我少年时代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气质，生来就喜爱大自然的风物。

我错误地陷落到仕途罗网中，转眼间已远离田园十余年。

笼子里的鸟儿怀念以前生活的森林，池子里的鱼儿思念原来嬉戏的深潭。

我愿到南面的田野里去开荒，持守愚拙的本性回家耕种田园。

宅子四周有十几亩地，还有那茅屋草舍八九间。

扫码听朗诵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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