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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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年中考真题、模拟题中的文言文材料。

【编写特色】
1. 将相似“情节”的文言段落编写为一个单元，以便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古代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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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词做了详细的注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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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易于促成 

顿悟。

2. “注释”中带有“*”的词语是该语段的重点词语，积累所有带“*”的词语，你的词汇

量将在 300 个以上。

3. 重点的“注释”在不同语段中会适当重复，以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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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实现文言文阅读理解

能力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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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他们”都是孝悌楷模

【原文 1】陈遗：孝亲避祸

陈遗至a孝。母好食铛b底焦饭。遗作郡主簿c，恒d装一囊e，每煮食，辄f 

贮收焦饭，归以遗 g 母。后值 h 孙恩掠 i 郡，郡守袁山松即日出征。时遗已聚敛

得数斗j焦饭，未及归家，遂携k而从军。与孙恩战，败，军人溃散，遁l入山泽，

无以为粮，有饥馁 m而死者。遗独以焦饭得活，时人以为至孝之报也。

 【注释】 a至：极其。 b铛：锅，特指平底锅。 c主簿：古代官名，是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

书的佐吏。 ★d恒：总是，常常。 e囊：口袋。 ★f辄：总是。 ★g遗（wèi）：送给。  

★h值：正赶上。 i掠：劫掠。 j斗：量粮食的器具，这里是容量单位。十升等于一斗。  

k携：带着。 l遁：逃跑。 m馁：饥饿。

 【课文回放】 * 每煮食，辄
4

贮收焦饭，归以遗母。

1. 〈副〉总是，往往。

《五柳先生传》：“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
4

尽，期在必醉。”

译文：有时（亲友）摆了酒席来招待他。他去喝酒总是喝个尽兴，希望一

定喝醉。

2. 〈副〉马上，于是，就。

《促织》：“一鸣辄
4

跃去，行且速。”

译文：（蟋蟀）叫了一声就跳走了，跳得非常快。

	 * 后值
4

孙恩掠郡，郡守袁山松即日出征。

1. 〈动〉遇到，正赶上。

《出师表》：“后值
4

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

译文：后来遇到兵败，我在兵败的时候接受重任。

2. 〈名〉价值，数值。

《陌上桑》：“腰中鹿卢剑，可值
4

千万余。”

译文：（我丈夫）腰中佩着的鹿卢剑，价值达到上千上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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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课堂：21 天搞定初中文言文 300 词（赠讲解视频）

【原文 2】哑孝子：无名孝子

孝子无姓名，人以其哑而孝也，谓 a之哑孝子。性至孝，有母年已老，饥寒皆

心先喻 b之，不待母言也。家无食，乞人余以养，有所得，必持归陈 c母前，俟 d

母食，然后食，母未食，不先食也。母偶恚 e，则嬉戏拜舞母前，母欢娱如初，然

后已 f。有食瓜者，见孝子立于侧，与 g以余。持之去，食瓜者固素 h闻孝子之食

必 i 先母也，蹑 j 其后，验之。信然，乃大骇 k 服。已而 l 母死，乡人方议醵 m

钱敛 n，孝子蹶然 o起，牵乡人衣，至一井边，数数 p指水中。众讶之，姑 q引绳

下视，则得钱累累。或曰：“孝子日乞归，必投一钱于中，积之久矣。”

 【注释】 a谓：称呼。 ★b喻：明白。 c陈：摆列。 ★d俟：等候。 e恚（huì）：生气。  

f已：停止。 g与：给。 ★h素：平素，一向。 i必：一定。 j蹑：跟在后面。 k骇：惊讶。

l已而：不久，后来。 m醵（jù）：泛指凑钱、集资。 n敛：通“殓”，装殓。 o蹶然：忽然，

突然。 p数数（shuò shuò）：迫切的样子。 ★q姑：姑且。

【课文回放】 * 食瓜者固素
4

闻孝子之食必先母也。

1. 〈副〉平素，一向。

《廉颇蔺相如列传》：“且相如素
4

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

译文：而且蔺相如一向身份低微，我感到羞耻，不能容忍官位在他之下。

2. 〈副〉白白地，空。

《伐檀》：“彼君子兮，不素
4

餐兮。”

译文：那些老爷君子啊，不会白白地吃闲饭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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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3】李密：至孝陈情

李密，西晋武阳人，字令伯。早孤 a，母再适 b，祖母刘氏养之。少仕蜀，蜀

亡，晋武帝征为太子洗马，不受命，或疑其不欲归晋，武帝遣人再三趣 c 之，乃

上书，其文曰：“臣密今年四十有 d 四，祖母刘氏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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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之日长，报养刘氏之日短。”其言诚而凄，帝悯之。刘氏卒 e，遂至京师 

任职。

 【注释】 ★a孤：幼年丧父。 ★b适：嫁人，这里指改嫁。 ★c趣：通“促”，催促、督促。  

d有：通“又”，用于整数与零数之间。 e卒：死。

 【课文回放】 * 武帝遣人再三趣
4

之。

1. 〈动〉通“促”，催促、督促。

《西门豹治邺》：“巫妪何久也？弟子趣
4

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

译文：巫婆为什么这么久不回来呢？巫婆的弟子去催促一下！就又把一名

弟子投进了河中。

2. 〈动〉通“促”，急忙、赶紧。

《海瑞传》：“趣
4

执之，无使得遁。”

译文：赶紧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

3. 〈名〉乐趣，情趣。

《归去来兮辞》：“园日涉以成趣
4

。”

译文：每天到园子里散步，时间长了也就变成了一种乐趣。

【原文 4】田真：兄弟和睦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议分财。生赀 a 皆平均，唯 b 堂前一株紫荆树，共议

欲破三片。翌日 c就截之，其树即枯死，状 d如火然。真往见之，大愕 e，谓诸 f

弟曰：“树木同株，闻将分斫 g，故憔悴 h，是 i 人不如木也。”因 j 悲不自胜 k，

不复解树。树应声荣茂，兄弟相感，合财宝，遂 l为孝门。

 【注释】 a生赀：赖以生活的资财。赀，财货。 b唯：只有。 c翌日：第二天。 ★d状：

样子。 e愕：惊讶。 f诸：各位。 ★g斫：砍。 h憔悴：这里指“枯萎”。 i是：这。  

j因：于是。 ★k胜：禁得起，受得住。 l遂：于是。

 【课文回放】 * 因悲不自胜
4

，不复解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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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课堂：21 天搞定初中文言文 300 词（赠讲解视频）

1. 〈动〉禁得起，受得住。

《推敲》：“忽以‘秋风吹渭水’为对，喜不自胜
4

。”

译文：忽然想到用“秋风吹渭水”作为上句，内心的喜悦难以抑制。

2. 〈形〉尽，完。

《鸿门宴》：“刑人如恐不胜
4

。”

译文：惩罚人唯恐不能用尽酷刑。

3. 〈形〉优美，美好。

《岳阳楼记》：“予观夫巴陵胜
4

状，在洞庭一湖。”

译文：我认为巴陵地区的美好景色都在洞庭湖这里。

4. 〈动〉胜过，超过，更。

《琵琶行》：“此时无声胜
4

有声。”

译文：这时候，没有声音比有声音更能表达出内心深处的愁怨。

【原文 5】李 ：姐弟情深

唐英公李 贵为仆射 a，其姊病，必亲为粥，釜燃辄焚其须。姊曰：“汝仆多

矣，何为自苦如此！” 曰：“岂为无人耶！顾 b今姊老， 亦年老，虽 c欲久为

姊粥，复可得乎？” 

 【注释】 a仆射：官名，这里相当于“宰相”。 ★b顾：只不过，只是。 ★c虽：即使。

 【课文回放】 * 顾
4

今姊老，	 亦年老，虽欲久为姊粥，复可得乎？

1. 〈副〉只不过，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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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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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动〉视，看。

《行路难》：“拔剑四顾
4

心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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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拔出宝剑向四下里张望，内心茫然无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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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里来拜访我。

【原文 6】赵咨：孝母驱贼

赵咨，字文楚，东郡燕人也。父畅，为博士。咨少孤 a，有孝行，州郡召举 b

孝廉c，并不就。盗尝d夜往劫之，咨恐母惊惧，乃e先至门迎盗，因请为设f食，

谢g曰：“老母八十，疾病须养，居h贫，朝夕无储，乞少i置衣粮。”妻子j物余，

一无所请。盗皆惭叹，跪而辞 k曰：“所犯无状 l，干 m暴 n贤者。”言毕 o奔出，

咨追以物与 p之，不及。由此益 q知名。

 【注释】 a孤：幼年丧父。 b举：推荐。 c孝廉：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制考试。 d尝：曾经。  

e乃：于是，就。 f设：安排。 g谢：道歉。 h居：处在。居贫，处在贫困状态，即生活贫困。  

i少：稍微。 j妻子：妻子儿女。 k辞：告辞。 l无状：失礼。 ★m干：冒犯。 n暴：欺凌。  

o毕：完。 p与：给。 q益：更加。

 【课文回放】 * 所犯无状，干
4

暴贤者。

1. 〈动〉冒犯。

《黄贞麟传》：“得无有沉冤未雪，上干
4

天乎？”

译文：难道有不曾昭雪的冤案，冒犯了上天吗？

2. 〈动〉追求，求取。

《中山狼传》 ：“时墨者东郭先生将北适中山以干
4

仕。”

译文：当时墨家学者东郭先生要去北方的中山国求取官职。

3. 〈动〉直冲。

《兵车行》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
4

云霄。”

译文：人们拉扯着衣服，跺着脚，拦路痛哭，凄惨的哭声直冲九天云霄。

4. 〈动〉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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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柑者言》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
4

城之具也。”

译文：现在那些佩戴虎符、坐在虎皮上的人，威武的样子，好像是捍卫国

家的将才。

【中考链接】

芳 容 至 孝

周孝子名芳容，华亭人。其父文荣，游楚客死归州官舍矣。芳容十四岁，祖父

母相继死，临终抚芳容叹曰：“安得汝为寻亲孝子，使我瞑目九泉乎！”芳容泣而

志之，由是始有负骨归葬之念。芳容自顾年已及壮，可跋涉险阻，乃自奋曰：“天

下岂有无父之人哉！”乃焚香告家庙曰：“此去不得父骨，誓不归矣。”

自出都后，芳容日行风霜雨露中，寒燠 a 失度，饥饱无时。投止旅店，头晕目

眩，遍身焦灼如火。次日，病不能起。主人见芳容病状，惧不敢留，欲徙置邻庙。

芳容乃曰：“吾病虽剧，心实了然，药之可以即愈。且吾有大事未了，为吾招里正 b，

当告以故。”未几，里正至，闻言色动，邀医至。直至六月初始能步履。麻鞋短服，

日行三四十里。或风雨骤至，往往淋漓达旦。或赤脚行山蹊中，踵决肤裂，流血不

已。终至归州，赖老役指迷，获父骸。

芳容负骨登舟，半月余竟达里门。葬父于祖墓旁，得报祖父母遗命于地下。

 【注释】 a燠（yù）：热。 b里正：古代地方官吏名。

1.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语的含义相同的一组是（    ）。

A. 安
4

得汝为寻亲孝子／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
4

乐也

B. 芳容泣而志
4

之／寻向所志
4

，遂迷

C. 闻言色
4

动／征于色
4

，发于声，而后喻

D. 芳容负
4

骨登舟／负
4

势竞上

2.  选出与下面例句中加点的词语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例：葬父于
4

祖墓旁

A. 子墨子闻之，起于
4

鲁

B. 业精于
4

勤，荒于嬉

C. 于
4

其身也，则耻师焉

D. 受任于
4

败军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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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

安得汝为寻亲孝子，使我瞑目九泉乎！

   

4.  全文表现了芳容哪些美好的品格？

   

第一天所有段落译文：

【1】陈遗极其孝顺。他母亲喜欢吃锅底的焦饭（锅巴）。陈遗担任主簿时，总

是装着一个口袋，每次煮饭，总是把锅底的焦饭储存起来，等回家的时候，就

带给母亲。后来遇上孙恩侵略吴郡，当天郡守袁山松就要出兵征讨。这时陈遗

已经积攒了几斗锅底的焦饭，来不及送回家，便带着随军出征。袁山松与孙恩

在沪渎开战，被孙恩打败了，军队溃散，逃入山林沼泽，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做

粮食的，有因为饥饿而死了的人。唯独陈遗靠锅底的焦饭活了下来，当时人们

都认为这是对非常孝顺的人的报答。

【2】孝子没有姓名，人们因为他哑而且孝顺，所以叫他哑孝子。他本性很孝

顺，他的母亲已经年老了，饥饿寒冷都以他自己的感受来推测母亲的感受，不

用母亲说明。家里没有吃的，他乞讨别人吃剩的来养活母亲和自己。只要乞讨

到食物，他必定捧着放在母亲面前，等母亲吃，然后自己才吃，母亲不吃，自

己不会先吃。母亲偶尔生气时，他就在母亲面前嬉戏跳舞，直到母亲高兴得像

原来没生气时一样，他才停下来。有个吃瓜的人，看见哑孝子在旁边站着，于

是把多余的瓜给他吃，哑孝子拿着瓜离开了。吃瓜的人曾经听说过哑孝子吃东

西必定先给母亲吃，于是悄悄地跟在哑孝子后面来检验，果然是这样，于是他

非常吃惊佩服。后来哑孝子的母亲死了，乡里人正要商量凑钱收殓安葬他的母

亲。哑孝子突然跳起，扯着乡人的衣服到一个井边，频频指水中。众人都很惊

讶，姑且引一根绳子下井中去看，于是得到很多钱。有的人说：“孝子每天乞

讨回来，必定投一文钱到井中，积累很久了。”

【3】李密是西晋武阳人，字令伯。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再嫁，

祖母刘氏抚养他。李密年轻时在蜀国当官，蜀国灭亡后，晋武帝征召他为太

子的侍从官，可他没有接受命令。有人怀疑他不想归降晋朝，武帝派人三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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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地催促他，于是他给晋武帝进呈书面意见，在文中说：“臣子李密今年

四十四岁，祖母刘氏九十六岁，我为皇上效力的日子还很长，而侍奉祖母的

日子已短。”他的话诚恳而凄凉，晋武帝很同情他。刘氏死后，李密才到京

城担任职务。

【4】京城地区田真兄弟三人分家，别的财产都已分妥，剩下堂前的一株紫荆

树。兄弟三人商量将荆树截为三段。第二天准备去砍断它时，发现那株树已

枯死了，像是被火烧过一样。田真看到树被烧焦，十分惊愕，对两个弟弟说：

“树本来是一株，听说将要被砍后分解，便枯焦了，这说明人比不上树木。” 于

是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悲伤，不再分树。树听到田真的话后立刻枝叶茂盛，田真

兄弟大受感动，将财产重新合而为一，于是成为孝悌之家。

【5】唐英公李 贵为宰相，可他的姐姐病了，他还亲自为她烧火煮粥，以致

火苗烧了他的胡须。姐姐劝他说 :“你的仆人那么多，为什么要这样自讨苦

吃？”李 说 :“哪里是因为没有人呢？只不过姐姐现在年纪大了，我自己也

老了，即使想长久地为姐姐煮粥，还能做得到吗？”

【6】赵咨，字文楚，东郡燕人。父亲赵畅，曾做过博士。赵咨少年时期父亲

就死了，他因为孝顺母亲而被州郡推举为孝廉，可他并不上任。盗贼曾经夜晚

到赵咨家抢劫，赵咨害怕惊吓了母亲，于是先到门口迎接强盗，接着请求给他

们准备饭食并道歉说：“老母亲已经八十岁了，生病需要休养，家中贫困，无

隔夜之粮，请你们稍微留下点衣服粮食。”对于妻子儿女和其他物品，全都没

有提出要求。强盗都惭愧叹息，跪下告辞说：“我们太无理了，真不该侵扰贤

良。”说完他们都跑出门去，赵咨追出去送给他们东西，但没有赶上。从此赵

咨更加出名了。

【中考链接答案及译文】

1.  C

2.  D

3.  你怎样才能成为寻找亲人（骨骸）的孝子，让我在九泉之下闭眼呢！

4.  示例：（1）有孝心。（2）有毅力，意志坚强。（3）一诺千金。

姓周的孝子名叫芳容，是华亭人。他的父亲周文荣，在楚国游历求官时，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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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官吏住处客死他乡。芳容十四岁时，祖父祖母相继去世，他们临终时抚摸着芳

容叹息说：“你怎样才能成为寻找亲人骨骸的孝子，让我在九泉之下可以闭眼呢！”

芳容哭着记住这件事，从此开始有背父亲遗骨回来安葬的念头。芳容认为自己快成

人了，可以跋山涉水克服困难艰险了，于是自勉道：“天下怎能有没有父亲的人！”

于是在家族的宗庙里烧香说：“这次出去若找不到父亲的遗骨，就发誓再也不回

来。”

自从出了都城，无论天气如何，芳容每天都会赶路，时冷时热，时饥时饱。到

旅店投宿时，他头晕目眩，浑身热得像火一样，第二天就病得起不来床了。旅店

主人看到芳容患病的样子，不敢让他留宿，想要把他安置到附近的庙中。芳容说：

“我的病虽然严重，但我神志清醒，用药治疗，马上就可以痊愈。何况我有重要的

事没有完成，替我召见里正，我会当面把原因告诉他。”不久里正来了，听到他的

讲述后被感动，请来医生为他治疗。直到六月初，他才能走路。芳容穿着麻鞋短

衣，每天走三四十里路。有时遇到风雨突来，经常冒雨赶夜路到天亮。有时赤脚走

在山间小路上，脚跟裂开，血止不住地流。芳容终于到达归州，依靠年长的杂役指

点，找到了父亲的遗骨。

芳容背着父亲的遗骨上船回家，半个多月终于到达里门，把父亲安葬在祖墓

旁，完成了去世的祖父母的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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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们”都两袖清风

【原文 1】子罕：不受美玉

宋人或 a得玉，献诸 b子罕，子罕弗 c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

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 d 以玉为宝，若以与 e 我，皆丧

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 f 而告曰：“小人怀 g 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

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 h之。富 i而后使复其所 j。

 【注释】 a或：有人。 ★b诸：相当于“之于”。 ★c弗：不。 d尔：你。 e与：给。  

f稽首：跪拜。 g怀：怀揣。 ★h攻：加工，制造，指雕琢玉石。 i富：使动用法，“使……

变富有”。 j所：这里指这个宋人居住的地方。

 【课文回放】 * 宋人或得玉，献诸
4

子罕。

1. 〈兼〉，用于句中，相当于“之于”。

《兰亭集序》：“或取诸
4

怀抱，悟言一室之内。”

译文：有的人从自己的思想中分享一些东西，在室内（跟朋友）面对面地

交谈。

2. 〈形〉众，各个。

《陈涉世家》：“诸
4

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

译文：各郡县受秦朝官吏压迫的人，都起来惩罚当地郡县长官。

3. 〈兼〉用于句末，相当于“之乎”。

《齐桓晋文之事》：“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4

？”

译文：怎么能废除（仪式）呢，用羊来换回那头牛吧。不知道有没有这种

情况啊？

【原文 2】吕蒙正：拒绝贿赂

吕文穆公蒙正以宽厚为宰相。太宗 a尤所眷遇 b。有一朝士，家藏古鉴 c，自

言能照二百里。欲因 d公弟献以求知 e。其弟伺间 f从容 g言之，公笑曰：“吾面

不过碟子大，安 h 用照二百里？”其弟遂 i 不复敢言。闻者叹服，以为贤于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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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j远矣。盖 k寡好而不为物累 l者，昔贤之所难也。

 【注释】 a太宗：这里指宋太宗赵光义。 b眷遇：指赏识。 c鉴：镜子。 ★d因：通过。  

e知：知遇，赏识。 f伺间：等待时机。 g从容：不慌不忙地。 ★h安：哪里。 ★i遂：于是，

就。 j李卫公：指李德裕。官至宰相，以为官清廉著称。 ★k盖：大概。 l累：牵累。

 【课文回放】 * 欲因
4

公弟献以求知。

1. 〈介〉介绍动作行为的依据，可译为“通过”“凭借”。

《廉颇蔺相如列传》：“因
4

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译文：（廉颇）通过宾客引领，来到蔺相如的门前向蔺相如道歉。

2. 〈介〉介绍动作行为的对象，可译为“依照”“根据”。

《核舟记》：“罔不因
4

势象形，各具情态。”

译文：无不就着木头原来的样子模拟那些东西的形状，雕刻出来的物体各

有各的神情姿态。

3. 〈介〉介绍动作行为发生的条件，可译为“趁机”“趁着”。

《鸿门宴》：“请以剑舞，因
4

击沛公于坐。”

译文：（你）请求舞剑，趁机在座位上杀死沛公。

【原文 3】海瑞：一生清廉

都御史刚峰 a 海公卒于官舍，同乡宦 b 南京者，惟 c 户部苏怀民一人。苏 

点 d其宦囊 e，竹笼中俸金八两、葛布一端 f、旧衣数件而已。如此都御史，那可

多得！王司寇凤洲评之云：“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此九字断 g尽海公生平。

即千万言谀 h之，能加 i于此评乎？

 【注释】 a刚峰：海瑞的字。 b宦：做官。 c惟：只有。 d点：清点。 e宦囊：做官所得的财物，

这里指遗物。 f端：古代布帛的长度单位，以两丈为一端。 g断：这里是“概括”的意思。  

★h谀：赞美。 ★i加：超过。

 【课文回放】 * 即千万言谀之，能加
4

于此评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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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超过，胜过。

《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竟酒，终不能加
4

胜于赵。”

译文：秦王直到酒宴完毕，始终没有占到赵国的上风。

2. 〈名〉益处，好处。

《鱼我所欲也》：“万钟于我何加
4

焉。”

译文：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3. 〈副〉更，更加。

《游褒禅山记》：“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
4

少矣。”

译文：大概再往深处，进去的人就更少了。

4. 〈动〉浮夸，夸大其词。

《曹刿论战》：“牺牲玉帛，弗敢加
4

也，必以信。”

译文：祭祀用的猪牛羊和玉器、丝织品，我不敢虚报，一定要做到诚实可信。

【原文 4】王溥：不易其心

有王溥者，桂林人。洪武末为广东参政，亦以廉名。其弟自家来省 a，属吏与

同舟，赠以布袍。溥命还之，曰：“一衣虽微b，不可不慎，此污行辱身之渐c也。”

粮运由海道多漂没 d，溥至庾岭，相度形势，命有司凿石填堑，修治桥梁，易 e以

车运。民甚便之。居官数年，笥 f无重衣，庖 g无兼馔 h。以诬逮下诏狱，僚属馈

赆 i皆不受，曰：“吾岂以患难易 j其心哉！”事白 k得归，卒。

 【注释】 ★a省：探望。 b微：微不足道。 ★c渐：事物发展的开端。 d漂没：漂散沉没。  

★e易：改换。 f笥：盛饭或盛衣物的方形竹器。 g庖：厨房。 h兼馔：多样的食物。  

i馈赆：这里指馈赠的饭食和财物。 ★j易：改变。 ★k白：澄清。

 【课文回放】 * 一衣虽微，不可不慎，此污行辱身之渐
4

也。

1. 〈名〉苗头，事物发展的开端。

《史记·宋微子世家》：“舆马宫室之渐
4

自此始。”

译文：车马宫室奢侈华丽的苗头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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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浸湿，沾湿。

《诗经·卫风·氓》：“淇水汤汤，渐
4

车帷裳。”

译文：淇水哗哗地流淌，溅湿了车帘子。

3. 〈副〉逐渐，渐渐。

《醉翁亭记》：“山行六七里，渐
4

闻水声潺潺。”

译文：（我）沿着山路前行了六七里，渐渐听到了潺潺的溪水声。

【原文 5】崔光：不贪财物

后魏自太和迁都之后，国家殷 a 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 b 于廊庑 c 间，不

可校 d 数。太后赐百官负 e 绢，任意自量。朝臣莫 f 不称力而去。唯章武王融与

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 g，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崔光

止 h取两匹。太后问曰：“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

朝贵服其清廉。

 【注释】 a殷：富裕。 b露积：露天堆积。 c廊庑：走廊，廊屋。 d校：清点。 ★e负：扛，

背。 ★f莫：没有谁。 ★g任：能力。 h止：通“只”，只是、仅仅。

 【课文回放】 * 朝臣莫
4

不称力而去。

1. 〈代〉没有什么，没有谁。

《郑鲜之传》：“（郑鲜之）外甥刘毅权重当时，朝野莫
4

不归附。”

译文：郑鲜之的外甥刘毅在当时位高权重，朝廷中没有谁不依附他。

2. 〈副〉不要，别。

《孔雀东南飞》：“初七及下九，嬉戏莫
4

相忘。”

译文：每当七夕之夜和每月的十九日，（你们）玩耍时千万不要把我忘了。

3. 〈名〉通“暮”，日暮，黄昏。

《石钟山记》 ：“至莫
4

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之下。”

译文：待到晚上月明的时候，（我）只与苏迈坐了小船，来到峭壁下面。

4. 〈副〉没有，不。

《赤壁赋》 ：“盈虚者如彼，而卒莫
4

消长也。”

译文：盈亏的东西就像这月亮一般，最终并没有增加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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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课堂：21 天搞定初中文言文 300 词（赠讲解视频）

【中考链接】

三衢沈君持正，盛称其守白侯之贤。予问之曰：“侯定科繇 a 如何？”曰：“豪

者，善避役，役多在贫人。侯察其奸，以田定赋 b，一州服其平。”“侯律己何如？”

曰：“侯清约甚，饮衢水外，一物不烦衢民。每旦徒行入府署野夫不识与争道不

问。”“侯驭吏何如？”曰：“吏抱案立左右，唯侯言是裁，不敢以意出入之。去年

春，天子嘉之，衢人咸为侯荣。”

予问已，顾谓二三子曰：“昔予闻兰溪吴德基言若此，今持正又盛称其贤。白

侯之贤信已。”

（选自《书白衢州》，有删改）

 【注释】 ①科繇（yáo）: 科征徭役。 ②赋 : 税。

1.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豪者，善
4

避役（擅长）  B. 一州服其平
4

（铲平）

C. 侯清
4

约甚（清廉）  D. 不敢以意
4

出入之（意思）

2.  请用“/”给文中画线的句子断句。

每  旦  徒  行  入  府  署  野  夫  不  识  与  争  道  不  问

3.  结合选文，说说“白侯之贤”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第二天所有段落译文：

【1】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美玉，把它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的人说：“我

把玉给工匠看，他们认为它是宝物，所以我才献给你。”子罕说：“我把不贪当

作宝，你把玉当作宝，如果你把玉给我，大家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不如我们

各自保有自己的宝物。”献玉的人跪拜于地，告诉子罕：“小人带着美玉，唯恐

不能安全地走过乡里，献上这块玉是想请求免遭杀身之祸。”于是子罕把玉放

在自己居住的地方，派工匠替献玉者雕琢、加工，然后卖掉璧玉，使献玉者富

裕之后，才让他回到原来的居住地。

【2】吕蒙正为人宽厚，官至宰相，宋太宗尤其赏识他。有一位朝廷中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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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藏有一面古镜，自称这面古镜能照二百里，他想通过吕蒙正的弟弟把古镜

献给吕蒙正来求得他的赏识。吕蒙正的弟弟找了个机会闲谈似的说了此事，吕

蒙正笑着说：“我的脸不过碟子般大小，怎么用得着能照二百里的镜子？”他

的弟弟于是不敢再说这事了。听到这话的人都赞叹佩服吕蒙正，认为他比李卫

公更贤德。这大概是他嗜好很少并且能够不被外物牵累的原因吧。古代的贤人

也很难做到的。

【3】都御史海瑞在官舍去世了。他在南京做官的同乡，只有在户部做事的苏

怀民一个人。苏怀民检查清点他的遗物，发现竹箱里只有八两银子、两丈麻

布、几件旧衣服罢了。这样的都御史哪里还能有啊！王世贞评价他说：“不怕

死，不贪财，不结伙。”这九个字概括了海瑞的一生。即便使用千言万语来赞

美海瑞，能超过王世贞这三句话的评价吗？

【4】有一个叫王溥的桂林人，洪武末年任广东参政，因为清廉而闻名。他的

弟弟从老家来探望他，他的下属正好与他弟弟同在一条船上，送了一件布袍

给他弟弟。王溥让弟弟把布袍还给人家，说：“一件衣服虽然不值钱，但也

不能不小心，这种不好的行为是玷污自身的开始。”从海路运送的粮食，大

多漂走或沉没，王溥来到庾岭，根据当地的情况，命令有司开凿石头填平

沟壑，修建大桥，粮食改用车辆运送，人们感到很方便。王溥做了多年的

官，家里没有多余的衣服，厨房里没有多样的食物。后来他因受诬陷而被逮

捕，关进了监狱。同僚与下属送给他饭食和财物，他都不接受，说：“我怎

么能因为遭受苦难而改变我的本心呢！”事情查明后他回到家中，不久便去 

世了。

【5】北魏自从太和年间迁都洛阳以后，国家富裕，府库充盈，以至于国库的

走廊、廊屋里也堆满了钱币和绢帛，数量多得难以清点。太后下令，恩准百

官入库扛绢，只要拿得动，可随便拿取，不限数量。官员们大都量力而行，

只有章武王元融和尚书令李崇因扛得太多而跌倒，伤及踝骨。太后就不再给

他们绢帛，让他们空手回去。他们一时成为众人的笑料。侍中崔光只拿了两

匹绢帛。太后问道：“侍中啊，你怎么只拿这么少？”崔光回答说：“臣只有

两只手，所以只能拿两匹，但这已经够多的了。”朝廷中人都佩服他的清正 

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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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课堂：21 天搞定初中文言文 300 词（赠讲解视频）

【中考链接答案及译文】

1.  B

2.  每旦徒行入府署 / 野夫不识 / 与争道 / 不问

3.  示例：（1）以田定赋，做事公平；（2）清廉节约，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3）严格管理胥吏。

三衢的沈持正，赞美他们的太守白侯有德行有才能。我问他：“白侯定的徭役

怎么样？”他回答说：“富豪擅长逃避徭役，徭役大多摊在贫民身上。白侯明察富

豪的奸诈，根据田地的多少来定赋税，全州的人都佩服他做事公平。”“白侯要求自

己如何呢？”他说：“白侯是个清廉节俭的人，除了喝衢水外，不烦劳衢州百姓做

任何事情。他每天早晨徒步去官署，农夫不认识他，和他争路，他也不问罪。”“白

侯管理胥吏怎么样？”他说：“胥吏抱着案卷站在他身边，只听白侯的裁决，不敢

按照自己的意思上报下达案件。上一年的春天，皇上嘉奖了他，衢州人都为白侯感

到光荣。”

我问完，回头对几个儿子说：“以前我听兰溪的吴德基就这么说，现在持正又

赞美白侯的德行才能。白侯的确很有德行才能啊。” 


	┃第一天┃“他们”都是孝悌楷模
	┃第二天┃“他们”都两袖清风
	┃第三天┃“他们”都有仁者之风
	┃第四天┃“他们”都勤勉博学
	┃第五天┃“他们”都蔑视权贵
	┃第六天┃“他们”都曾熬过艰苦岁月
	┃第七天┃“他们”都曾犯而不校
	┃第八天┃“他们”都教子有方
	┃第九天┃“他们”都才华横溢
	┃第十天┃“他们”都保境安民
	┃第十一天┃“他们”都曾经历传奇
	┃第十二天┃“他们”都不计前嫌
	┃第十三天┃“他们”都一诺千金
	┃第十四天┃“他们”都有怜悯之心
	┃第十五天┃“他们”都是“管鲍之交”
	┃第十六天┃“他们”都智勇双全
	┃第十七天┃“他们”都刚正不阿
	┃第十八天┃“他们”都有鸿鹄之志
	┃第十九天┃“他们”都是少年天才
	┃第二十天┃“他们”都能明察秋毫
	┃第二十一天┃“他们”都是国士无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