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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编写目的】
通过阅读文言文小语段，积累丰富的文言词语，形成良好的语感，以便顺利地阅读试卷中

的文言文。

【取材范围】
近十年的高考真题、模拟题中的文言文材料。

【编写特色】
1. 将相似“情节”的段落编写为一个单元，以便更好地理解古代士大夫的生活，从而对典

型事件、常见词语留下深刻的印象，促成无意识记忆。

2. 为每段文字中的重要词、陌生词作了详细的注释，便于词语的记忆；每个单元后面附上

了完整译文。

3. 每篇短文都突出一个最重要的词语，通过“课文回放”部分展示该词在课文中的用法，

借此复习课文，加深对该词的印象。

【阅读提示】
1. 请集中阅读同一章节中的语段，以便体会到同一章节中内容的相似，易于学生理解，把

握文言知识的规律性。

2.“注释”中带有“*”的词语是本语段中的重点词语，积累所有带“*”的词语，你的词

汇量将在 500 个以上。

3. 重点的“注释”在不同语段中会适当重复，以便学生在不同的语境中理解记忆，加深印象。

4. 请尽量通过“注释”来理解语段内容，适当参照“译文”，只有经过“读不懂”的折磨，

才能获得“读懂”的快乐。

5. 如果你足够勤奋，请按照 21 天的阅读计划进行，坚持下来，你将实现文言文的飞跃！

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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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他们”都曾是“别人家的孩子”

【原文 1】谢弘微：深中夙敏

谢弘微，陈郡阳夏人也。父思，武昌太守。从叔 a 峻，司空琰第二子也，无

后，以弘微为嗣 b。弘微本名密，犯所继内讳 c，故以字行 d。童幼时，精神端 

审 e，时然后言 f。所继叔父混名知人 g，见而异之 h，谓思曰：“此儿深中夙敏 i，

方成佳器 j，有子如此，足矣。”  （节选自《宋书·谢弘微传》）

 【注释】 a从叔：堂叔。  ★b嗣：继承人。 c内讳：母亲、祖母等的名讳。 d以字行：

仅称呼此人的“字”代名。 e端审：稳重谨慎。f时然后言：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 g知

人：能鉴察人的品行、才能。 h异之：认为他与众不同。异，意动用法，认为……非同一般。  

i深中夙敏：非常符合早慧孩子的特点。深，非常。中，符合。夙敏，早慧。 j佳器：有用的 

人才。

 【课文回放】 * 此儿深中夙
4

敏，方成佳器。

1. 〈名〉早，早年。

《陈情表》：“臣以险衅，夙
4

遭闵凶。”

译文：我因命运不好，小时候就遭遇了不幸。

2. 〈名〉早晨。

《出师表》：“受命以来，夙
4

夜忧叹。”

译文：临危受命以来，我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忧愁哀叹。

3. 〈形〉平素，过去的，旧有的。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死者冯渊与薛蟠原系夙
4

孽相逢，今狭路既遇，原应

了结。”

译文：那死去的冯渊与薛蟠本来就是前世的冤家，现在狭路相逢，本来就

该有一个结果。

【原文 2】来护儿：幼而卓荦

来护儿，字崇善，未识 a 而孤 b，养于世母 c 吴氏。吴氏提携 d 鞠（jū） 
养 e，甚有慈训 f，幼而卓荦（luò）g，初读《诗》，因舍书叹曰：“大丈夫在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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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课堂：21 天搞定高中文言文 500 词（赠讲解视频）

如是，会 h 为国灭贼以取功名！”群辈惊其言而壮其志 i。及长，雄略秀出 j，志

气英远 k。  （节选自《北史·来护儿传》）

 【注释】 a未识：不记事。 ★b孤：幼年丧父或父母双亡的。 c世母：伯母。 d提携：照顾。  

e鞠养：抚养。 f慈训：母或父的教诲。 ★g卓荦：卓越，突出。★h会：应当，一定。  

i壮其志：认为他志向远大。 j秀出：优秀，突出。 k英远：才能出众。

 【课文回放】 * 大丈夫在世，会
4

为国灭贼以取功名。

1. 〈副〉应当，一定。

《孔雀东南飞》：“吾已失恩义，会
4

不相从许！”

译文：我对她已经没有什么恩情了，当然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2. 〈动〉会合，聚集。

《岳阳楼记》：“迁客骚人，多会
4

于此。”

译文：被降职外调的官员和失意的诗人，常常聚集在这里。

3. 〈副〉适逢，恰巧遇上。

《陈涉世家》：“会
4

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

译文：适逢当天天降大雨，道路不通，估计（我们）已经不能准时到达。

4. 〈副〉将要。

《江城子·密州出猎》：“会
4

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译文：（我）将要使尽力气拉开弓箭，使之就像满月一样，朝着西北瞄准，

射向西夏军队。

5. 〈动〉领会，理解。

《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
4

意，便欣然忘食。”

译文：（他）喜欢读书，却不在一字一句的解释上过分深究，每当对书中

意旨有所领会时，就会高兴得忘了吃饭。

6. 〈名〉节奏。

《庖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4

。”

译文：它既合乎《桑林》舞曲的节拍，又合乎《经首》乐章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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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3】赵憙：少有节操

赵憙（xǐ）字伯阳，南阳宛人也。少有节操 a。从兄 b为人所杀，无子，憙年

十五，常思报之。乃挟兵结客 c，后遂往复仇。而仇家皆疾病，无相距 d者。憙以

因e疾报杀，非仁者f心，且释之而去g。顾谓h仇曰：“尔曹i若健，远相避也。”

  （节选自《后汉书·赵憙传》）

 【注释】 a节操：指人的气节、操行、正义感。 ★b从兄：堂兄。“从”表示堂房亲属。“从弟”

即堂弟。“从父”指父亲的兄弟，即伯父或叔父。 c挟兵结客：带着兵器，结交朋友。 d距：同 

“拒”，抵御，抵抗。 ★e因：趁着。 f仁者：有德行的人。 g去：离开。 h顾谓：回头看

着说。 ★i尔曹：你们。曹，辈。

 【课文回放】 * 顾
4

谓仇曰：“尔曹若健，远相避也。”

1. 〈动〉回头，回头看。

《荆轲刺秦王》：“荆轲顾
4

笑武阳。”

译文：荆轲回头看着秦武阳笑。

2. 〈动〉视，看。

《行路难》：“拔剑四顾
4

心茫然。”

译文：（我）拔出宝剑向四下里张望，内心茫然无措。

3. 〈动〉看望，拜访。

《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
4

臣于草庐之中。”

译文：先帝不因我身世卑微、见识短浅，降低自己的身份，三次到我的草

庐里来看望我。

4. 〈副〉只是，不过。

《荆轲刺秦王》：“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
4

计不知所出耳。”

译文：我每次想到这件事，常常痛到骨髓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罢了。

5. 〈副〉但，却，反而。

《廉颇蔺相如列传》：“顾
4

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

在也。”

译文：但我考虑，强大的秦国不敢对赵国用兵的原因，只是因为有我们两

个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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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课堂：21 天搞定高中文言文 500 词（赠讲解视频）

【原文 4】南宫生：年少任侠

南宫生，吴人，伟躯干 a，博涉书传。少任侠 b，喜击剑走马，尤善弹 

（tán）c，指飞鸟下之。家素 d 厚藏，生用周养 e 宾客，及与少年饮博游戏 f，尽

丧其赀（zī）g。逮 h壮，见天下乱，思自树功业，乃谢 i酒徒，去学兵，得风后 j 

《握奇》阵法。  （节选自《明文英华·南宫生传》）

 【注释】 a伟躯干：身材高大。 b任侠：见义勇为，扶助弱小。 c弹：用弹弓发射弹丸。  

★d素：向来。 e周养：周济供养。 f饮博游戏：喝酒、赌博、游玩、嬉戏。 ★g赀：同“资”，

钱财。 h逮：等到，到。 ★i谢：离开，告别。 j风后：相传为黄帝的宰相。

 【课文回放】 * 家素
4

厚藏，生用周养宾客。

1. 〈副〉向来。

《廉颇蔺相如列传》：“且相如素
4

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

译文：再说蔺相如向来是卑贱的人，我感到羞耻，不甘心自己的职位在他

之下。

2. 〈形〉朴素，不加修饰的。

《陋室铭》：“可以调素
4

琴，阅金经。”

译文：可以弹奏不加雕绘装饰的琴，阅读佛经。

3. 〈形〉白色。

《三峡》：“春冬之时，则素
4

湍绿潭，回清倒影。”

译文：到了春天和冬天的时候，那白色的急流回旋着清波，碧绿的深潭倒

映着各种景物的影子。

4. 〈副〉白白的，空。

《伐檀》：“彼君子兮，不素
4

餐兮。”

译文：那些老爷君子啊，不会白吃闲饭啊！（原文用的是反语）

5. 〈名〉未染色的绢。

《孔雀东南飞》：“十三能织素
4

，十四学裁衣。”

译文：（我）十三岁时能够织精美的白绢，十四岁时学会了裁剪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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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5】王方翼：惨淡经营

王方翼，并州 a 祁人也。祖裕，武德 b 初隋州刺史，裕妻即高祖妹同安大长

公主 c也。太宗时，以公主属 d尊年老，特加敬异 e，数幸 f其第 g，赏赐累万 h。

方翼父仁表，贞观中为岐州刺史。仁表卒，妻李氏为主 i所斥 j，居于凤泉别业 k。

时方翼尚幼，乃与佣保 l齐力勤作，苦心计 m，功不虚弃，数年辟 n田数十顷，修

饰馆宇 o，列 p植竹木，遂为富室。公主卒后，归长安。  （节选自《旧唐书·王方翼传》）

 【注释】 a并州：山西太原古称并州。 b武德：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年号，也是唐朝的第一个年

号。 c大长公主：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姐妹称为长公主，姑母为大长公主。 ★d属：辈分。  

e敬异：敬重，推崇。 ★f幸：帝王到某处。 g第：官僚和贵族的住宅。 h累万：形容数量

非常多。 i主：李氏的婆婆同安大长公主。 j斥：排斥。 k别业：与“旧业”或“第宅”相对

而言，业主往往原有一处住宅，而后另营别墅，称为别业。 l佣保：雇工。 m计：经营，谋划。  

n辟：开辟，开垦。 o馆宇：房舍，馆舍。 p列：众多。

 【课文回放】 * 太宗时，以公主属尊年老，特加敬异，数幸其第
4

，赏赐累万。

1. 〈名〉官僚和贵族的住宅。

《左忠毅公逸事》：“史公治兵，往来桐城，必躬造左公第
4

，候太公、太母 

起居。”

译文：史可法指挥军队，往来于桐城，一定亲自到左公府第向太公、太母

请安。

2. 〈名〉科举考试的等级。

《柳毅传》：“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
4

。”

译文：有一位叫柳毅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中。

3. 〈副〉即便，假若。

《陈涉世家》：“借第
4

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

译文：即使能免于斩刑，而戍守边塞的人中十个也会死去六七个。

4. 词头。用在整数的前边，表示次序。

《孔雀东南飞》：“云有第
4

三郎，窈窕世无双。”

译文：说县太爷有个排行第三的公子，身材美好，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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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6】王俭：手不释卷

俭，字仲宝，生而僧绰遇害，为叔父僧虔所养。幼笃 a学，手不释卷。宾客或

相称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儿无名，政 b恐名太盛耳。”乃手书崔子玉《座右铭》

以贻 c之。  （节选自《南史·王俭传》）

 【注释】 ★a笃：专心。 b政：同“正”，只，仅。 ★c贻：赠送，送给。

 【课文回放】 * 幼笃
4

学，手不释卷。

1. 〈副〉专心。

《钱思公惜时好学》：“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亦笃
4

学如此。”

译文：诵读的声音清脆，远近都能听到，专心学习竟到了如此地步。

          * 乃手书崔子玉《座右铭》以贻
4

之。

〈动〉赠送，送给。

《师说》：“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
4

之。”

译文：我赞扬他能遵循（师从）古代传下来的正道，作了这篇《师说》来

送给他。

【原文 7】梁彦光：岐嶷至孝

梁彦光，字修芝，安定乌氏人也。祖茂，魏 a 秦、华二州刺史。父显，周 b

邢州刺史。彦光少岐嶷（qí yí）c，有至性 d，其父每谓所亲 e曰：“此儿有风骨 f，

当兴吾宗 g。”七岁时，父遇笃疾 h，医云饵 i 五石可愈。时求紫石英不得。彦光

忧瘁（cuì）j不知所为，忽于园中见一物，彦光所不识，怪而持归，即紫石英也。

亲属咸 k异之。以为至孝所感。  （节选自《隋书·梁彦光传》）

 【注释】 a魏：西魏（535―556），中国南北朝时期由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 b周：北周（557―

581），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北朝的一个割据政权。 c岐嶷：形容幼年聪慧。 d至性：多指卓

越的品性。 e所亲：亲近的人。 f风骨：刚正的气概。 g宗：宗族。 h笃疾：重病。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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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严重。 ★i饵：药饵。 j瘁：疾病；劳累。 ★k咸：全，都。

 【课文回放】 * 七岁时，父遇笃疾
4

，医云饵五石可愈。

1. 〈名〉病，疾病。

《扁鹊见蔡桓公》：“君有疾
4

在腠理，不治将恐深。”

译文：君王，您的肌肤纹理间有点儿小病，不医治恐怕要严重了。

2. 〈动〉疾苦，痛苦。

《西门豹治邺》：“豹往到邺，会长老，问民之所疾
4

苦。”

译文：西门豹到邺县，会集地方上年纪大的人，问他们有关老百姓痛苦的

事情。

3. 〈副〉快，迅速。

《触龙说赵太后》：“老臣病足，曾不能疾
4

走。”

译文：老臣的脚有病，竟然不能迅速地（小步）跑了。

4. 〈形〉大，强，猛烈。

《荀子·劝学》：“顺风而呼，声非加疾
4

也，而闻者彰。”

译文：顺着风向大声呼叫，声音没有增大，而听到的人会听得更加清楚。

5. 〈形〉敏捷，锐利。

《观猎》：“草枯鹰眼疾
4

，雪尽马蹄轻。”

译文：野草枯萎时，鹰的眼睛就会特别锐利；积雪融化后，马在野外跑起

来时就会异常轻快。

【原文 8】李台州：万里寻母

李台州名宗质，字某，北人，不知何郡邑 a。母展，妾也，生宗质而罹 b靖康

之乱，母子相失，宗质以父荫 c，既 d长，仕所至必求母，不得，姻家 e司马季思

官 f 蜀，宗质曰：“吾求母，东南无之，必也蜀乎？”从之西 g，舟所经过州，若

县若村市，必登岸，遍其地大声号呼，曰展婆，展婆。至暮，哭而归，不食。司马

家人哀 h之，必宽譬 i之，乃饮泣强食，季思秩满 j东下，所经复然，竟 k不得。

至荆州，复然。日旦夕号呼，嗌（yì）l痛气惫 m，小憩 n于茗肆 o，垂涕。

  （节选自《诚斋集·李台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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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a郡邑：秦朝以后州下设郡，郡下设县。邑，城镇、县。 ★b罹：遭受（苦难或不幸）。  

★c荫：庇荫。封建时代子孙因先世有功劳而得到封赏或免罪。 ★d既：已经，……之后。  

e姻家：联姻的家族或其成员。 f官：名词作动词，到……去做官。 g西：名词作动词，到西部去。  

h哀：怜悯，同情。 i譬：晓谕，劝说。 j秩满：指官吏任期届满。 ★k竟：最终。 l嗌：

咽喉。 m惫：极度疲乏。 n憩：休息。 o肆：店铺。

 【课文回放】 * 季思秩满东下，所经复然，竟
4

不得。

1. 〈副〉终究，最终；终于。

《毛遂自荐》：“平原君竟
4

与毛遂偕。”

译文：平原君最终带上毛遂一起去了楚国。

2. 〈形〉终；整，全。

《项脊轩志》：“何竟
4

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

译文：（你）为什么整天默默地坐在这里，好像女孩子一样？

3. 〈动〉完毕，结束。

《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竟
4

酒，终不能加胜于赵。”

译文：秦王直到酒宴完毕，始终没有占到赵国的上风。

4. 〈副〉竟然，居然。

《屈原列传》：“而齐竟
4

怒，不救楚，楚大困。”

译文：而齐国竟然恼怒，不去救援楚国，楚国陷入了危机。

【原文 9】谢庄：仪表堂堂

谢庄字希逸，陈郡阳夏人，太常 a弘微子也。年七岁，能属文 b，通《论语》。

及长，韶令美容仪，太祖见而异 c之，谓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曰：“蓝

田出玉，岂虚也哉 d！”  （节选自《宋书·谢庄传》）

 【注释】 a太常：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员。 b属文：写文章。属，撰写、撰著。 ★c异：意动用法，

认为……非同一般。 d岂虚也哉：真不是一句空话啊。

 【课文回放】 * 年七岁，能属
4

文，通《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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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撰写，撰著。

《屈原列传》：“屈平属
4

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

译文：屈平撰写的初稿还没有完成，上官大夫看见了就想要抢走它。

2. 〈动〉同“嘱”，托付。

《岳阳楼记》：“属
4

予作文以记之。”

译文：（他）托付我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

3. 〈动〉连接。

《信陵君窃符救赵》：“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
4

于魏。”

译文：平原君派出向魏国求救的使者络绎不绝。

4. 〈动〉跟着。

《垓下之战》：“项王渡淮，骑能属
4

者百余人耳。”

译文：项羽渡过淮河，能够跟上来的骑兵有一百多人罢了。

【原文 10】韩子高：容貌美丽

韩子高，会稽山阴人也。家本微 a 贱。侯景之乱，寓 b 在京都。景平，文帝

出 c守吴兴，子高年十六，为总角 d，容貌美丽，状 e似妇人，于淮渚 f附部伍 g

寄载 h欲还乡，文帝见而问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许诺。

  （节选自《陈书·韩子高传》）

 【注释】 ★a微：地位不高，没有名望。 b寓：寄居。 ★c出：离京为官。 d总角：古代

未成年人扎在头顶两旁的发髻，借指幼年。 e状：……的样子。 f渚：水边。 g部伍：军队。  

h寄载：附乘别人的交通工具。

 【课文回放】 * 韩子高，会稽山阴人也。家本微
4

贱。

1. 〈形〉地位不高，没有名望。

《陈情表》：“猥以微
4

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

译文：我凭借卑微低贱的身份，担任侍奉太子的职务，这实在不是我杀身

所能报答朝廷的。

2. 〈副〉隐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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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技》：“微
4

闻有鼠作作索索。”

译文：隐隐约约地听到有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

3. 〈副〉偷偷地，悄悄地。

《信陵君窃符救赵》：“故久立与其客语，微
4

察公子。”

译文：（他）故意长时间地站在那里与那个客人说话，偷偷地观察公子有

什么反应。

4. 〈副〉（假如）没有。

《岳阳楼记》：“微
4

斯人，吾谁与归？”

译文：（假如）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道呢？

第一天所有段落译文：

【1】谢弘微，是陈郡阳夏人。父亲叫谢思，任武昌太守。堂叔峻是司空琰的

二儿子，谢峻无子，以谢弘微为继子。谢弘微本名密，因触犯继母的名讳，所

以用字代名。谢弘微孩童时稳重谨慎，形象端庄，遇上适当时机才说话。他继

父的弟弟谢混能鉴察人的品行、才能，见到谢弘微，认为他与众不同，对谢思

说：“这孩子内心深沉而早慧，将成大器，有这样的儿子，该满足了。”

【2】来护儿，字崇善，还不记事时就成了孤儿，被伯母吴氏抚养。吴氏对他

关怀教育，给予他许多慈母般的教诲。他从小就聪明出众，刚开始读《诗经》，

便放下书感叹说：大丈夫在世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当为国家剿灭叛贼来求取功

名！周围人对他的话感到吃惊，认为他志向远大。等长大后，他的雄才大略超

群，志向气量非常人所及。

【3】赵憙，字伯阳，是南阳郡宛人。他从小就有气节。堂兄被人杀死，无

子，赵憙时年十五岁，一心想报仇。他于是带着兵器，结交朋友，后来就去复

仇。而仇家都生病了，无人能抵抗他。赵憙认为趁对方生病而报仇杀人，不符

合仁者之心，暂且放弃而离去。他回头对仇家说：“你们如果病愈，应远远避 

开我。”

【4】南宫生，是苏州人，身材高大，广泛涉猎经典。他年轻时喜欢见义勇为，

爱好击剑和骑马，尤其擅长使用弹弓，对准飞鸟就能击落它。家中向来有丰厚的



“他们”都曾是“别人家的孩子” ┃ 第 一 天 ┃

11

财物，南宫生就用家中的财物周济供养宾客，并且和少年们一起喝酒、赌博、游

玩、嬉戏，花尽了家中的资产。到了壮年，见天下大乱，南宫生就想着要建功立

业，于是离开酒肉朋友们，去学习兵法，学得了风后布阵打仗的方法。

【5】王方翼，是并州祁县人。祖父王裕是武德初年隋州刺史，王裕的妻子就

是李渊的妹妹同安大长公主。李世民任皇帝的时候，因为公主是皇族中年纪大

的长辈，便特别敬重她，多次亲临她的府第，赏赐的东西特别多。王方翼的父

亲王仁表，贞观年间任岐州刺史。王仁表死后，妻子李氏被公主所排斥，住在

凤泉的另一所宅院里。当时王方翼年龄尚小，就与雇工一同辛勤劳作，苦心经

营。工夫没有白花，多年以后他开辟良田数十顷，修补了房屋，种植了许多竹

子和树木，于是成为富有人家。大长公主去世后，他回到了长安。

【6】王俭，字仲宝，出生不久父亲僧绰遇害，便被叔父僧虔抚养长大。他幼年

时专心好学，手不释卷。有宾客称赞他，叔父僧虔说：“我不担忧这孩子没名

声，只担忧他名声太大了。”于是僧虔亲自书写崔子玉的《座右铭》来赠给他。

【7】梁彦光，字修芝，是安定乌氏人。祖父梁茂，任西魏秦、华两州的刺史。

父亲梁显，任北周邢州刺史。梁彦光幼年聪慧，有卓越的品性，他的父亲常常

对亲近的人说：“这个孩子有刚正的气概，一定会使我们家族兴旺。”梁彦光

七岁时，父亲染上重病，医生说用五石做药饵可以治愈。当时家里人寻找紫石

英却没有找到。梁彦光十分担心，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忽然在园中看到一个物

件，是他所不认识的，他感到奇怪就拿回家，发现正是紫石英。亲属都感到惊

异，认为这是被他的至诚孝心所感动了。

【8】李台州，名宗质，字某，是北方人，不知道是哪个郡邑的。母亲姓展，

是他父亲的妾，生下宗质后遭遇靖康年间的动乱，母子失散了。宗质凭着父亲

的官职得到荫赏，长大以后，到达做官的地方必定到处寻找母亲，但没有找

到。姻亲司马季思到蜀地去做官，宗质说：“我寻找母亲，东南地区没找到，

一定在蜀地吧？”于是宗质跟随他到西部去，乘船经过各个州，不论是县还

是村市，一定登上岸边，走遍这个地方大声呼叫，喊道：展婆，展婆。到了傍

晚，他才哭着回去，不吃饭。司马家的人很同情他，多方宽慰劝说他，他才一

边哭着一边勉强吃点儿东西。等到季思任职期满，向东而下，所经过的地方，

宗质仍然这样寻找，但最终没有找到。到了荆州，他仍然这样，每天早晚号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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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咽喉疼痛，身体疲惫，在茶楼稍事休息，伤心地流泪。

【9】谢庄，字希逸，是陈郡阳夏人，太常谢弘微的儿子。谢庄七岁时，就能

写文章，通晓《论语》。到长大以后，他的气质美好，容颜仪表也很美，皇帝

见到他觉得他非同寻常，对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说：“蓝田能生出

美玉，真不是一句空话啊！”

【10】韩子高，是会稽山阴人，门第低微。侯景之乱时，韩子高寄居于京师。

侯景之乱被平定后，皇帝陈蒨出京镇守吴兴，韩子高当时年十六岁，尚未成

年，头上还束有两个髻，容貌美丽，看上去像个妇人。他在淮渚想要搭军队作

战的车子还乡，皇帝见了，问他说：“你能侍奉我吗？”韩子高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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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们”都在用生命进谏

【原文 1】来护儿：冒死进谏

十二年，驾幸江都，护儿谏曰：“陛下兴军旅，百姓易咨怨 a，车架游幸 b，

深恐非宜。伏愿 c驻驾洛阳，与时休息，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锦之地。臣荷恩 d

深重，不敢专为身 e谋。”帝闻之，厉色 f而起，数日不得见。后怒解，方被引入，

谓曰：“公意乃尔 g，朕复 h何望 i！”护儿因不敢言。  （节选自《北史·来护儿传》）

 【注释】 ★a咨怨：嗟叹怨恨。 b游幸：帝王出游。 ★c伏愿：表示愿望的敬辞。 d荷 

恩：蒙受恩惠。 e身：本身，自己。 f厉色：严厉的脸色，怒容。 g乃尔：如此。 h复：又，

还。 i望：指望。

 【课文回放】 * 公意乃尔，朕复
4

何望！

1. 〈副〉又，还。

《劝学》：“虽有槁暴，不复
4

挺者。”

译文：即使又晒干了，也不会再挺直。

2. 〈动〉回复，回答。

《送东阳马生序》：“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
4

。”

译文：有时会遇到老师训斥，（我的）表情更加恭敬，礼节也更加周到，不

敢说一个字来辩解。

3. 〈动〉恢复，还原。

《师说》：“师道之不复
4

，可知矣。”

译文：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好风尚不能恢复的原因，从这些话里就可

以明白了。

4. 〈形〉繁复，重复。

《游山西村》：“山重水复
4

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译文：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走，柳绿花艳，眼前忽然又出

现一个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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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2】韦凑：谏止兴工

景云初，作金仙等观 a，凑谏 b，以为：“方农月 c兴功 d，虽赀出公主，然高

直e售庸f，则农人舍耕取庸，趋末弃本g，恐天下有受其饥者。”不听。凑执争h，

以“万物生育，草木昆跂（qí）伤伐甚多，非仁圣 i 本意”。帝诏外 j 详议。中书

令崔缇、侍中岑羲曰：“公敢是耶 k？”凑曰：“食厚禄，死不敢顾，况圣世必无死

乎？”朝廷为减费万计。出 l为陕、汝、岐三州刺史。开元初，欲建碑靖陵，凑以

古园陵不立碑，又方 m 旱不可兴工，谏而止。  （节选自《新唐书·韦凑传》）

 【注释】 a观：这里指道观。 ★b谏：规劝，劝谏。多用于下级对上级。 c农月：农事繁忙的月份。  

d兴功：兴建工程。 e高直：高价。直，同“值”，价值。 f售庸：雇人。售，这里指“买”。庸，

受雇用的人。 g趋末弃本：和前面的“舍耕取庸”都是指农民放弃农耕做佣工。在古代，农业为“本”，

工商业为“末” 。所谓“弃本逐末”，古指丢弃农桑从事工商等其他行业。 h执争：坚持己见，

不妥协。 i仁圣：仁德圣明，对皇帝的尊称。 ★j外：外朝。 k公敢是耶：是，指示代词“这”。

译为“您怎么敢这样呢”。 l出：离京为官，外放，外迁。 ★m方：刚刚，才。

 【课文回放】 * 出
4

为陕、汝、岐三州刺史。

1. 〈动〉离京为官，外放，外迁。

《张衡传》：“永和初，出
4

为河间相。”

译文：永和初年，（张衡）离开朝廷到河间担任相国的职位。

2. 〈动〉出。与“入”相对。

《触龙说赵太后》：“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
4

。”

译文：（你们赵国）一定要用长安君作为人质，（我们齐国）才会派出 

援兵。

3. 〈名〉产品。

《捕蛇者说》：“殚其地之出
4

，竭其庐之入。”

译文：把他们土地上生产的东西都拿出来，家里的收入也全都被拿去。

4. 〈动〉超出，超过。

《师说》：“古之圣人，其出
4

人也远矣。”

译文：古代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他们超过一般人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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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3】彻里：弹劾权臣

二十四年，桑哥为相，引用党与 a，钩考 b天下钱粮，民不胜其苦，自裁 c及

死狱 d 者以百数，中外 e 骚动。廷臣 f 顾忌，皆莫敢言。彻里乃于帝前，具陈 g

桑哥奸贪误国害民状 h，辞语激烈。帝怒，谓其毁诋 i 大臣，失礼体，命左右批

其颊 j。彻里辩愈力，且曰：“臣与桑哥无仇，所以力数 k 其罪而不顾身者，正为

国家计耳。苟 l畏圣怒而不复言，则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 ! 且使陛下有拒 

谏 m 之名，臣窃惧焉。”于是帝大悟，即命帅羽林 n 三百人往籍 o 其家，得珍宝如

内藏 p 之半。桑哥既诛，诸枉系者始得释。复奉旨往江南，籍桑哥姻党 q 江浙省臣

乌马儿、湖广省臣要束木等，皆弃市 r，天下大快之。  （节选自《元史·彻里传》）

 【注释】 a引用党与：推荐同党。引用，推荐。党与，同党之人。 ★b钩考：检查，核查；考核。  

c自裁：自杀。 d死狱：死于监狱。 e中外：朝廷和地方。 ★f廷臣：朝内大官。 g具陈：

详细地陈述。 ★h状：情况。 i毁诋：诋毁，诽谤。 j批其颊：打他的脸颊。批，用手打。  

★k数：列举。 ★l苟：假如，如果。 m拒谏：拒绝规劝。 n羽林：禁军。 ★o籍：登记，

这里指查抄没收。 p内藏：宫内的仓库。 q姻党：有姻亲关系的各家族或其成员。 r弃市：古

代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街头示众。

 【课文回放】 * 具陈桑哥奸贪误国害民状
4

，辞语激烈。

1. 〈名〉情况。

《信陵君窃符救赵》：“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
4

。”

译文：（信陵君）带着车队走过东门时，去见侯生，把打算同秦军拼死命的

情况全都告诉了他。

2. 〈名〉形状；……的样子。

《核舟记》：“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啸呼状
4

。”

译文：（船夫）左手倚着一根横木，右手扳着右脚趾，好像在大声呼喊。

3. 〈名〉景象，景色。

《岳阳楼记》：“予观夫巴陵胜状
4

，在洞庭一湖。”

译文：我看这巴陵郡的美好景色，全在洞庭湖上。

4. 〈动〉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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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狼传》：“先生不服，具状
4

其囊狼怜惜之意。”

译文：先生认为不公平，具体陈述了他把狼装到袋子中是怜惜狼的意思。

5. 〈副〉表示揣测，相当于“看样子” “大概”。

《西门豹治邺》：“状
4

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

译文：看样子河伯留客要留很久了，你们都离开这儿回家去吧。

6. 〈名〉文体的一种，一般用于下级对上级叙述事情或记载事实。

《狱中杂记》：“时方冬停遣，李具状
4

求在狱候春发遣。”

译文：那时正赶上冬季，停止发遣，姓李的人写好状文，请求在狱中等候

春天发遣。

【原文 4】海瑞：带棺进谏

时世宗享国 a日久，不视朝，深居 b西苑，专意斋醮（jiào）c。廷臣自杨最、

杨爵得罪 d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 e。帝得疏，大怒，抵 f

之地，顾左右 g曰：“趣（cù）h执之，无使得遁 i！”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

有痴 j 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 k 死，市 l 一棺，诀 m 妻子，待罪于朝。僮

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 n 再三，为感动太息 o。

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 p 朕非纣耳。”  （节选自《明史·海瑞传》）

 【注释】 a享国：享有其国，指帝王在位年数。 b深居：幽居，不跟外界接触。 c斋醮：请僧

道设斋坛祈祷。 d得罪：冒犯，获罪。（明朝嘉靖皇帝喜欢神仙方术，期望得道成仙，杨最直言

皇帝无法升仙，被下诏狱，受杖刑而死。） ★e上疏：臣子向帝王进呈奏章。疏，给皇帝的奏议。  

f抵：掷，扔。 ★g左右：近臣，侍从。 ★h趣：同“促”，急忙，赶紧。 i遁：逃跑，逃离。  

j痴：着迷。这里指做事执着，一根筋。 ★k当：判决，判罪。 ★l市：买。 m诀：诀别。  

n日：一天之内。 o太息：叹息。 ★p第：但，只是。

 【课文回放】 * 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
4

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

1. 〈动〉判决，判罪。

《李将军列传》：“吏当
4

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

译文：官吏判决李广所带部队伤亡太大，而他本人又被匈奴活捉，（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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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律令理当斩首）。

2. 〈介〉对着，面对。

《木兰诗》：“当
4

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

译文：木兰坐在窗前梳理头发，对着镜子在额上贴上花黄。

3. 〈动〉在，处在。

《石钟山记》：“有大石当
4

中流。”

译文：有巨大的石块阻挡在水的中游。

4. 〈动〉担当，担任。

《陈情表》：“猥以微贱，当
4

侍东宫。”

译文：我凭借卑微低贱的身份，担任侍奉太子的职务。

5. 〈动〉执掌，主持。

《 〈指南录〉后序》：“北邀当
4

国者相见。”

译文：元军邀约宋朝主持国事的人前去相见。（北，指元朝。）

6. 〈动〉遮挡，遮蔽。

《项脊轩志》：“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
4

南日。”

译文：在房子前壁开了四扇窗户，用围墙围住庭院，以便挡住由南面射来的 

日光。

7. 〈副〉会，将会。

《孔雀东南飞》：“卿当
4

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译文：你将会一天天地富贵起来，只有我一个人下到黄泉！

【原文 5】刘敞：善于进谏

敞侍a英宗讲读，每指事据经b，因c以讽谏d。时两宫e方有小人间言f，谏 

者g或h讦（jié）i而过直。敞进读j《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拱k而言曰：“舜

至侧微也，尧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 l，惟孝友之德 m，光于

上下 n 耳。”帝竦体 o 改容 p，知其以义理 q 讽也。皇太后闻之，亦大喜。

  （节选自《宋史·刘敞传》）

 【注释】 ★a侍：侍奉，服侍。 b指事据经：依据经典阐明事理。 ★c因：趁机。 ★d讽 

谏：下级劝说上级时，不直指其事，而用委婉曲折的言语规劝，使其改正错误。 e两宫：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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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或皇帝、皇后。亦指太上皇和皇帝或两后。这里指太后和皇帝。（赵曙即位之初，由于生病，

便由曹太后垂帘听政。一些宦官不断向曹太后说赵曙的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  

f间言：挑拨离间的话。 g谏者：进谏的人，谏官。 ★h或：有时。 ★i讦：指责，揭

发别人的短处。 j进读：在皇帝跟前朗读诗文。 k拱：拱手，两手在胸前相合，表示恭敬。  

l道：方法。 m孝友之德：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的高尚品德。 n光于上下：像阳光一样照

耀着天地之间。 o竦体：站直身子。 ★p改容：动容。露出感动的神色。 q义理：文章中的道理。

 【课文回放】 * 时两宫方有小人间言，谏者或
4

讦而过直。

1. 〈副〉有时。

《归去来兮辞》：“或
4

命巾车，或
4

棹孤舟。”

译文：有时坐着有布篷的小车，有时划着一只小船。

2. 〈代〉有的；有的人；有的事。

《寡人之于国也》：“或
4

百步而后止，或
4

五十步而后止。”

译文：有的人跑了一百步停住脚步，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停住脚步。

3. 〈副〉或者，或许。

《岳阳楼记》：“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
4

异二者之为。”

译文：唉！我曾经探求古时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感情，他们或许不同于以

上两种心情。

【原文 6】优孟：幽默讽谏

优孟者，故楚 a之乐人 b也，多辩，常以谈笑讽谏。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

衣以文绣 c，置之华屋 d之下，席以露床，啖 e以枣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

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左右争（zhèng）f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

者，罪至死。”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马者，王

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 g 礼葬

之。”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雕玉 h为棺，文梓 i为椁，楩枫豫章 j为题

凑 k，发甲卒为穿圹（kuàng）l，老弱负土 m，齐赵陪位于前 n，韩魏翼卫其后 o，

庙食太牢 p，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 q 人而贵 r 马也。”王曰：“寡

人之过一至此乎 s ！为之奈何？”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 t 葬之。”于是王乃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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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属 u 太官 v，无令天下久闻也。  （节选自《史记·滑稽列传》）

 【注释】 a故楚：过去的楚国。 b乐人：古代掌管音乐的官吏。 c衣以文绣：给它穿上用华美锦绣 

做的衣服。衣，名词活用作动词，译为“穿”。 d华屋：华美的屋宇。 ★e啖：给……吃。 ★f争：

规劝。后来写作“诤”。 ★g人君：国君。 h雕玉：雕刻上花纹的美玉。 i文梓：有斑纹的梓木。  

j楩枫豫章：指楩、枫、豫、樟各色上等木材。 k题凑：古代天子的椁制，也赐予有功的大臣。  

l穿圹：挖掘墓穴。圹，墓穴。 m负土：背土筑坟。 n齐赵陪位于前：让齐国、赵国的使节在

前面陪祭。 o韩魏翼卫其后：让韩国、魏国的使节在后面守卫。 ★p太牢：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 

牛、羊、豕（shǐ，猪）三牲全备为“太牢”。 q贱：意动用法，以……为贱。 r贵：意动用法，

以……为贵。 s一至此乎：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 t六畜：六种家畜（马、牛、羊、猪、狗、鸡）。

这里泛指牲畜。 u属：托付，交付。 v太官：宫中掌管膳食的官员。

 【课文回放】 * 衣以
4

文绣，置之华屋之下。

1. 〈介〉表示动作行为所用或所凭借的工具、方法，可视情况译为“拿” 

“用” “凭” “把”等。

《廉颇蔺相如列传》：“愿以
4

十五城请易璧。”

译文：（秦王）希望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和氏璧。

2. 〈动〉认为。

《邹忌讽齐王纳谏》：“皆以
4

美于徐公。”

译文：（他们）都认为我比徐公还美。

3. 〈介〉起提宾作用，可译为“把”。

《廉颇蔺相如列传》：“秦亦不以
4

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译文：秦国最终没有把城池交给赵国，赵国最终也没有把和氏璧交给秦国。

4. 〈介〉表示动作行为产生的原因，可译为“因为” “由于”等。

《廉颇蔺相如列传》：“且以
4

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

译文：况且因为一块和氏璧的缘故，违背了强大的秦国的意愿，不可以。

5. 〈介〉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可译为“在”“从”。

《苏武传》：“武以
4

始元六年春至京师。”

译文：苏武在始元六年的春天回到了京师。

6. 〈连〉表示并列或递进关系，可译为“而”“又”“并且”等，也可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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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褒禅山记》：“夫夷以
4

近，则游者众；险以
4

远，则至者少。”

译文：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多；危险而又远的地方，前来

游览的人就少。

7. 〈连〉表目的关系，可译为“而”“来”“用来”等。

《师说》：“作《师说》以
4

贻之。”

译文：（我）写了这篇《师说》来送给他。

【原文 7】傅歧：独抒己见

此年冬，贞阳侯萧明伐彭城，兵败，囚于魏 a。三年，明遣使还，述魏欲通和

好，敕 b有司 c及近臣 d定议。左卫朱异曰：“边境且得静寇息人 e，于事为便。”

议者并然之。歧独曰：“高澄既新得志 f，何事须和？必是设间 g，故令贞阳遣使，

令侯景 h 自疑，当以贞阳易 i 景，景意不安，必图祸乱。若许通好，政是堕其计

中。且彭城去岁丧师，涡阳复新败退，今使就和，益示国家之弱。和不可许。”异

等固执 j，帝遂从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举兵入寇，请诛朱异。

  （节选自《南史·傅歧传》）

 【注释】 a魏：东魏（534―550），北朝朝代之一，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 ★b敕：君

王的命令。这里是动词。 ★c有司：主管某部门的官吏。 d近臣：君主所亲近的臣子。 e静 

寇息人：意思是使边境得以太平，无人入侵。 f得志：这里指东魏刚刚在与南梁的战斗中获得

胜利。 g设间：设下离间之计。 h侯景：本为东魏叛将，被南朝梁皇帝萧衍所收留，因对梁

朝与东魏通好心怀不满，遂于 548 年以清君侧的名义在寿阳（今安徽寿县）起兵叛乱，于 549 年

攻占梁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将萧衍活活饿死，掌控了梁朝军政大权。 ★i易：交换。  

j固执：坚持自己的意见。

 【课文回放】 * 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
4

景，景意不安，必图祸乱。

1. 〈动〉交换。

《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以十五城请易
4

寡人之璧。”

译文：秦王用十五座城池请求交换我的和氏璧。

2. 〈形〉容易，与“难”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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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阁序》：“冯唐易
4

老，李广难封。”

译文：冯唐容易衰老，李广难于被封侯。

3. 〈动〉轻视。

《童区寄传》：“贼易
4

之，对饮酒，醉。”

译文：（两个盗贼）轻视他，对坐在一起喝酒，喝得醉醺醺的。

【原文 8】袁安：力排众议

元和二年，武威 a 太守孟云上书：“北虏 b 既已和亲，宜 c 还其生口 d，以

安慰之。”诏百官议朝堂。公卿皆言夷狄 e谲（ jué）诈 f，求欲无厌 g，既得生

口，当复妄自夸大 h，不可开许。安独曰：“北虏遣使奉献和亲，有得边 i生口者， 

辄以归汉，此明其畏威，而非先违约也。不宜负信于戎狄，还之足示中国优贷 j，

而使边人得安，诚便。”司徒桓虞改议从安。太尉郑弘恨之，曰：“诸言当还生口

者，皆为不忠。”司隶校尉举奏 k，安等皆上印绶谢 l。肃宗诏报 m曰：“久议沉滞，

各有所志。盖 n事以议从，策由众定，君何尤 o而深谢 p？”帝竟 q从安议。

  （节选自《后汉书·袁安传》）

 【注释】 a武威：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的门户，北通敦煌。古时武威地理位置重要，素有“通

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之称，是当时中国的第三大城市，一度是西北的军政中心、经济文化中心。  

b北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 ★c宜：应该。 d生口：俘虏。 ★e夷狄：古称东方部族

为夷，北方部族为狄。常用以泛称除华夏族以外的各族。 f谲诈：狡诈，奸诈。 ★g厌：满足。  

h妄自夸大：狂妄自大。 i边：边境。 j优贷：宽容，宽恕。 k举奏：上奏。 l上印绶谢：上

交印绶谢罪。（一旦意见不被采纳就以辞职的方式斗争。） ★m报：答复。 ★n盖：用于句首，表

示要发表议论。 o尤：罪过，过错。 p深谢：深深地谢罪。 ★q竟：最终。

 【课文回放】 * 肃宗诏报
4

曰：“久议沉滞，各有所志。盖事以议从，策由众定，君

何尤而深谢？”

1. 〈动〉答复。

《廉颇蔺相如列传》：“计未定，求人可使报
4

秦者。”

译文：计划还没定下来，寻求可以答复秦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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