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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最高 
 

从前，四川和杭州的两个秀才来到武昌，游览。他们同住在一家客店里。

有一天，他俩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店主人端来了丰盛的饭菜和白酒。他们一

边吃一边谈，越谈越高兴，都夸耀起自己家乡的名胜来了。     

四川秀才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峨眉山是天下最高的山，你猜猜，峨

眉山有多高？”杭州秀才还没有回答，四川秀才就说道：“古人说：峨眉山，

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你看，哪里还有比这更高的呢？” 

不等四川秀才说完，杭州秀才不服气地说：“四川哪里比得上我们杭州。

自古以来，杭州风景甲天下，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风景如画，世

上流芳，六和巨塔，屈指东方”。他看了四川秀才一眼，高兴地说：“六和塔，

六和塔，离天只有一尺八。它比峨眉山还高一尺五呢！”四川秀才也不服气，

两个人便争论起来。一个说四川峨眉山最高；一个说杭州六和塔最高。正好，

这时店主人给他们送菜来了。店主人听了两个秀才的争论，笑着说：“你们的

峨眉山，六和塔都不算最高”。两个秀才一愣，急忙问道：“那你说到底什么

最高呢？”店主人说：“那就只有我们的黄鹤楼最高了。不信你们听：黄鹤楼，

黄鹤楼，钻进九天五尺六”。两个秀才听了，都说不出话来了。 

 
练习 

 

I. 朗读这个故事并翻译其内容。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 秀才 

2． 有一天 

3． 天府之国 

4． 丰盛的饭菜 

5． 家乡 

6． （不）服气 

7． 比得上 

8． 世上流芳 

9． 屈指（可数） 

10． 争论 

 

III. 就本课内容提出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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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填空： 

 

1． 同住在……客店。 

2． 坐在一……桌子……吃饭。 

3． 他们……吃……谈。 

4． 峨眉山……天只有三尺三。 

5． 自古……杭州风景甲天……。 

6． ……有天堂，……有苏杭。 

7． 看了四川秀才……。 

8． 说……话来。 

 

V. 找出下列词语的同义词： 

 

1. 客店 

2. 同住 

3. 说 

4. 风景 

5. 甲 

6. 送菜来 

7.  急忙 

 

VI.  复述本课故事。 
 
 

自知之明 
 

战国时期，齐国有个大臣叫邹忌。他身高八尺多，长得非常漂亮。  

一天早上，邹忌穿好衣服，一边照镜子，一边问妻子：“我和城北的徐

公比，谁漂亮呢？”妻子说：“当然你漂亮！”城北的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

子。邹忌对妻子的话不大相信，于是，又问他的妾。妾说：“徐公怎么能跟你

比？ 你是齐国最漂亮的”。     

一天，邹忌家来了一位客人。他和客人谈了一会儿，便问：“你看我和

徐公比，谁漂亮呢？”客人说：“徐公没有您漂亮”。 

第二天，徐公有事来找邹忌。邹忌仔细地看了看徐公，又对着镜子瞧了

瞧自己，觉得自己比不上徐公，而且差得很远。 

晚上，他想来想去，终于明白了：妻子说我漂亮，是因为偏爱我；妾说

我漂亮，是因为怕我；客人说我漂亮，是因为有求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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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亮，邹忌就去求见齐威王，说：“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如徐公漂亮，

但是，由于妻子偏爱我，妾怕我，客人有求于我，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漂亮。

如今齐国方圆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池，是个大国。您的左右和宫妇，没有不

偏爱您的；朝廷的大臣没有不怕您的；全国之内，没有不有求于您的。这样看

来，您平日所受的蒙蔽实在太多了”。 

听了邹忌的话，齐威王连声说对，并且马上下令：“所有官吏百姓，能

当面指出我过错的，将受到上等奖赏；提出书面意见的，受到中等奖赏；能在

公共场所批评我的，给下等奖赏”。 

命令下达后，宫门前门庭若市。几个月后，提意见的人逐渐少了。过了

一年，虽然有人想提意见，但已经没什么可提的了。从此，齐国越来越强大。

燕、赵、韩、魏等国听到这件事，都纷纷前来朝拜齐威王。 

 

练习 
 

I. 朗读这个故事并翻译其内容。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镜子 

2．仔细 

3．……来……去 

4．平日 

5．蒙蔽 

6．批评 

7．庭若市 

8．意见 

9．渐 

10．从此 
 
III.   用下列的词语写出对话： 

 

1． 怎么能跟……比？ 

2． 来找 

3． 仔细  

4． ……来……去 

5． 批评 

6． 觉得 
 

IV. 回答问题： 

 

1． 邹忌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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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公是谁？ 

3． 邹忌想知道什么？问谁？ 

4． 邹忌的妻子、妾、客人为什么都说他最漂亮？ 

5． 除了邹忌以外，还有谁从这件事吸取了教训? 结果呢？ 

6． 你读了这个故事以后，有什么感想？ 

 

V. 复述本课故事。 
 
 

晏子 
 

齐国的晏子，被派到楚国去当大使。楚王听说晏子长得比较矮，想侮辱

他，就让人在大门旁边另外开了一个小门，准备等晏子来的时候，叫他从小门

进。晏子到了楚国，卫兵按照楚王的意思，叫晏子走小门。晏子对卫兵说：

“只有到狗国去的人，才从狗洞进去。今天我被派到楚国来，为什么让我走狗

洞呢？”卫兵回答不了晏子的话，只好让他从大门进去了。 

晏子见了楚王，楚王说：“齐国太没有人了! ” 

晏子说：“齐国的首都就有七、八个户人家，街上总是挤满了人。只要

人们举一举袖子，就能把太阳遮住，甩一甩汗，就跟下雨一样，怎么能说齐国

没有人呢？” 

楚王说：“齐国既然有那么多人，为什么派你这样的人来当大使呢？” 

晏子回答说：“我们齐国派大使有一个原则：对方是什么样的国家，就派什么

样的人去。如果对方的国王有才能，就派有才能的人去。如果对方的国王是个

没有才能的，我们就派没有才能的去。我是个最没用的人，所以才派到楚        

国来”。 

楚王见侮辱晏子的办法没有成功，就又想了一个新的主意。一天，楚王

请晏子参加宴会。大家正喝着酒，忽然两个卫兵拉着一个人从旁边经过。 

楚王问：“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卫兵回答：“是个小偷，是齐国人”。 

楚王听了，  转过身来笑着对晏子说： “怎么，  你们齐国人都是爱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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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吗？” 

晏子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我听说过，桔子树长在淮河以南，结的果

实又香又甜。如果把它移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就会又酸又苦。这是因为水土

的关系。我们齐国人从来不偷别人的东西，可是一到楚国就变成了小偷。我看，

这一定也是因为水土的关系吧!” 

楚王几次想侮辱晏子，结果却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练习 

 

I. 朗读这个故事并翻译其内容。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大使 

2．侮辱 

3．有才能的人 

4．宴会 

5．偷东西 

6．不慌不忙 

7．从来不…… 

8．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III. 回答问题： 

 

1．晏子到楚国去干什么？ 

2．楚王为什么想侮辱晏子？ 

3．楚王怎么侮辱晏子？ 

4．按照晏子的回答，齐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5．你读了这个故事以后，有什么感想？ 

 

IV. 找出下列词语的反义词： 

 

1．矮 

2．小门 

3．挤满了人 

4． 有才能 

5． 以南 

6． 甜 

 

V. 用“搬起石头……”这种说法写出个故事。 

 

VI. 复述本课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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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敲 
 

古时候人们作诗，常常是一边心里想着诗句，一边嘴里低声地读出来。

唐代有个诗人名叫贾岛，他作诗十分刻苦、认真。他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

几乎都要反复修改。他一天到晚嘴里总是不停地念着诗句。当时流传着不少关

于他刻苦作诗的故事，“推敲”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说，这是贾岛在京城参加考试时的事情。有一天，贾岛骑着一头小驴，

到街上去玩儿。在路上，他想出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描

写的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贾岛反复读这两句诗，觉得把其中的“推”字改

成“敲”字，也许更好一些。改不改呢？他一时决定不了，于是就在驴背上一

遍一遍地读，同时还用手作着“推”和“敲”的动作，反复地比较。他完全忘

记自己是骑着驴在街上走，小驴也跟没人管一样，朝前乱跑。 

就在这时候，前面来了一个大官。封建时代，大官出门，老百姓必须远

远地躲开。可是这位贾岛，一心想着诗句，而且还在不停地作着“推”和“敲”

的动作，小驴驮着他一直闯到大官的面前。卫兵立刻过去把他从驴背上拉了下

来。这时贾岛才知道自己闯了祸。他见了那个大官，就老老实实把自己一心想

诗句的情况说了一遍，希望大官能原谅他。 

事情真巧，原来那个大官是唐代有名的诗人韩愈。他听了贾岛说的情况，

知道是因为作诗才撞了他的车马， 不但没生气，反而停下，跟贾岛一起谈起

诗来。贾岛听说这个大官就是韩愈，非常高兴，就问他对这两句诗的意见。韩

愈想了想，说：“我觉得‘敲’字比‘推’字好。静静的夜里，在月光下，一

个僧人‘得得’地敲着山门,这个情景是很美的”。于是贾岛就把“推”字改

成了“敲”字。 我们现在用的“推敲”，这个词，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 

是指对词句进行分析、比较，反复考虑，努力要求用得准确生动。 

 

练习（一） 

 
I. 把故事从头儿至“……朝前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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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读一读  

2． 翻译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 心里想 

2． 不停地 

3． 作诗 

4． 推敲 

5． 据说 

6． 描写的是…… 

7． 安静 

8． 改（成） 

9． 用……作……的动作 

10． 管 

 

III. 利用上面的各词造句。 

 

IV. 把课文里的诗（“鸟宿池边树……”）翻译成俄语。 

 

V. 回答问题： 
 

1． 古时候人们怎样作诗？ 

2． “推敲”这个故事的人物是谁？ 

3． 贾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贾岛在京城做什么？ 

5． 贾岛骑着驴为什么反复读两句诗？ 

6． 贾岛在驴背上用手做什么动作？ 

7． 小驴怎么样？ 

 

练习（二） 

 
I.   朗读本课文第二个部分并翻译其内容。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 出门 

2． 闯祸 

3． 老实 

4. 敲门 

5． 希望 

6． 考虑 

 

III.  回答问题： 

 

1． 贾岛骑驴，大官出门，就发生了什么事? 

2． 那个大官原来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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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韩愈认为“敲”字好还是“推”字好？ 

4． “推敲”这个词有什么意思？ 

5． 你读了这个故事以后，有什么感想？ 

 

IV.  利用括号里的词语翻译句子： 

 
1. Во время написания контрольной работы он не раз все проверяет и 
исправляет. （反复修改） 

2. Он сделал рукой подзывающий жест.（用……作……的动作） 

3. Никто не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л это дело.（管） 

4. Этот ребенок натворил бед – разбил стекло.（闯了祸） 

5. Он чистосердечно обо всем рассказал маме.（老老实实） 

6. Она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наругала меня, но и, наоборот, поблагодарила.（不但
……，反而……） 

 

V.  复述本课整个故事。 

 
 

康熙与灵隐寺 
 

杭州灵隐寺又叫云林寺。 

为什么呢？ 

说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清朝统治中国以后，所以康熙常常去江南，仅杭州他就去过五次。这一

次，他是特意到西湖来游玩的。 

一天，他想要来灵隐寺来了。灵隐寺的老和尚知道了这个消息，连忙把

全寺的三百多个和尚都叫了来。从三里以外的石莲亭，把康熙皇帝接到了灵   

隐寺。 

老和尚陪着康熙， 在山上山下， 寺前寺后游了一遍。 康熙皇帝见这里有 

高高的山峰，清清的泉水，山上长满了绿绿的树。地下开满了各种鲜花，心里

很高兴。就叫人在这里摆下酒席。他一边喝酒，一边吟诗，正在高兴的时候，

老和尚上前请他为灵隐寺题匾。康熙点头答应，拿起笔来就写。没想到酒喝多

了，有点醉了。落笔时，把“灵”字上的“雨”字写得太大，下边三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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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个“巫”字，写不下了，重写吧，太丢脸。这时，康熙皇帝一只手拿着笔，

一只手摸着他的胡子，一点办法也没有。别人也都替他着急。旁边有个叫高江

村的，想出一个办法。他先在手心里写了“云林”两字，然后上前给康熙送墨，

在康熙身边把手心里的字给康熙看。康熙一看，立刻明白了，写下了“云林禅

寺”四个大字。老和尚一看，觉得不对，说：“我们这里叫‘灵隐寺’不叫

‘云林寺’”。康熙把眼一瞪说：“这里天上有云，地下有林，为什么不叫

‘云林寺’?！”别的官员也随着说：“皇上说得对！皇上说得对!” 

 

练习 

 
I.   朗读这个故事并翻译其内容。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 特意 

2. 接 

3. 陪着 

4. 点头 

5. 答应 

6. 丢脸 

7. 手心 

8. 瞪眼 

 

III.  利用上面的各词造句。 

 

IV.  回答问题： 
 

1. 你知不知道，康熙是谁？ 

2. 灵隐寺在哪儿？云林寺呢？ 

3. 请描写那边儿的景色。 

4. 你想一想，‘灵'字为什么包括‘雨’字呢？ 

5. 康熙为什么写错了字？怎么办？ 

6. 你喜不喜欢这个故事？请讲一讲，为什么？ 

 

V. 复述本课故事。 
 

 
东郭先生和狼 

 

东郭先生赶着驴，在路上慢慢地走着。 驴背上驮着一个口袋，口袋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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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很多书。 

忽然从后边跑来一只狼，慌慌张张地对东郭先生说：“仁慈的先生，救

救我吧！打猎的在后边追我，要把我打死。让我在你的口袋里躲躲吧！躲过了

这场灾难，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好处”。 

东郭先生犹豫了一会儿，看看狼那种可怜的样子，就说：“好吧，我救

救你”。他把口袋打开，拿出里面的书，想把狼装进去。他怕狼在里面不舒服，

这么装，那么装，总是装不好。 

打猎的越来越近了，都能听见马跑的声音了。狼着急地说：“先生，你

能不能快一点儿？象你这样慢，哪儿是我，简直是让他们来捉我了”。说着就

躺在地上，让东郭先生把它的腿捆起来。东郭先生把狼捆好，装进口袋，上面

放了些书，又赶着驴往前走了。打猎的追上来一看，狼不见了，就问东郭先生：

“有只狼跑过来了，您看见没有？”东郭先生回答说：“没看见。这儿有一条

小路，也许从小路逃走了”。打猎的听了东郭先生的话，就沿着小路追下去了。 

狼听见马跑的声音渐渐地远了，就在口袋里喊：“先生，可以放我出去

了”。 东郭先生把它放出来，狼前后看了看，说：“我现在饿极了，如果找

不到吃的，就要饿死。先生既然救我，就应该救到底。让我把你吃了吧!”说

着就向东郭先生扑去。 

东郭先生很害怕，只好借驴来抵挡。狼扑到驴这边，他就躲到驴那边，

嘴里不住地骂：“你这没良心的东西！你这没良心的东西!” 

正在这个时候，前边来了一个老农民。东郭先生急忙把老农民拉住，请

他评理。没等东郭先生把话说完，狼就抢着说：“他刚才把我捆起来，装在口

袋里，上边还压了很多书。 这哪儿是救我，明明是想闷死我。这样的坏人还不 

该吃吗？” 

东郭先生很生气，  对老农民说，  他救这只狼，  只是因为可怜它， 并没 

有别的意思。 

老农民想了想说：“你们的话我都不相信。这个口袋怎么装得下一只狼？

我得看一看是怎么装进去的”。狼同意了。它又让东郭先生把它捆起来，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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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口袋。这时候，老农民对东郭先生说：“现在你安全了。以后要记住，对这

样的坏东西仁慈，就会害了自己”。 

 

练习（一） 
 

I. 把故事从头儿至“……沿着小路追下去了”： 

1.  读一读  

2.  翻译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 装 

2． 仁慈 

3． 救救我吧！ 

4． 打猎的 

5． 躲 

6． 犹豫 

7． 忘不了你的好处 

8． 捆 

9． 逃走 

10． 沿着 

 
III. 利用括号里的词语翻译句子： 

 
1. Дядюшка Ван часто охотится на зайцев. （打猎） 

2. Мой отец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он спас два человека. （救） 

3. В степи топот копыт слышится издалека. （马跑的声音） 

4. Он выглядел как жалкая собачонка. （可怜的样子） 

5. На рынке она купила арбуз и яблоки и сложила их в сумку. （装） 

6. Сегодня после обеда я встретил своего товарища, а ты видела его? （看
见没有？） 

 

IV. 填空： 

 

1． 跑来一……狼 

2． 这……灾难 

3． 犹豫了…… 

4． 在……追我 

5． 象你……慢 

6． 上面放了……书 

7. 有一……小路 

 

V.  回答问题： 

 

1． 东郭先生在路上干什么？ 

2． 狼的样子为什么多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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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想一想，猎人为什么要把狼打死？ 

4． 东郭先生的口袋里装着什么？ 

5． 东郭先生为什么帮狼的忙？他怎么救了狼？ 

6． 打猎的人和东郭先生谈话以后，往哪儿去了？ 

 

VI. 复述本故事的第一个部分。 

 

练习（二） 
 

I. 朗读本课文第二个部分并翻译其内容。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 喊 

2． 相信 

3． 不住地 

4． 拉住 

5． 饿死 

6． 抢着说 

7． 既然……就…… 

8． 救（说）到底 

9． 没有别的意思 

10． 害了自己 

 

III. 俄译中： 
 

1.   постепенно удаляться 
2.   оглядеться по сторонам 
3.   очень голодный 
4.   бессовестная тварь 
5.   рассудить, кто прав, а кто нет 
6.   придавить сверху книгами 
7.   я должен посмотреть 
8.   сейчас ты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9.   запомни на будущее 

 

IV. 回答问题： 

 

1． 狼怎样报答了东郭先生？ 

2． 老农民怎么把东郭先生和狼评理？ 

3． 老农民是个什么样的人？ 

4． 你读了这个故事以后，有什么感想？ 

 

V.  复述本故事的第二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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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姜女 
 

相传秦始皇时代，有一个农民姓孟，村里人都叫他孟老汉。他家的院子

里种了一架葫芦，有一支蔓爬到邻居姓姜的院子里，结了一个大葫芦。葫芦熟

了，两家都说葫芦是自己的。最后，只好决定把葫芦分开。他们打开葫芦一看，

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他们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孟姜女，由两家一起  

抚养。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  孟姜女长大了。她既聪明，又文静。两家人

都非常喜爱她，决定要给她挑选一个好女婿。 

那时候，秦始皇要修万里长城，到处抓民工。有一个青年叫万喜良，为

了躲避苦役，从家乡逃了出来。有一天，跑到孟家的菜园子，被孟姜女发观了。

孟姜女见他衣帽整齐，不像个小偷，又听说是为了逃避苦役，就让他藏在自己

家里。两个老汉见万喜良相貌端庄，人品好，决定把他招为女婿。正在孟姜女

和万喜良举行婚礼的时候，万喜良被抓走了。 

冬天到了。孟姜女听说修长城的地方天气很冷，想到丈夫走时穿着单衣，  

就日夜为丈夫赶做棉衣。棉衣做好了，她要亲自给万喜良送去。但是，长城在

哪儿呢？她不知道，听说在北方。她就一直朝着北方走去。走了一个多月，终

于到了长城。她看见大路上走过来几个人，就向他们打听丈夫的消息，但是谁

也不知道。这时候，忽然前边走过来一个青年，他骨瘦如柴，穿着破破烂烂的

衣服。他说他是和万喜良一起被抓来的，万喜良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累死了。孟

姜女一听，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她问万喜良的尸体在哪里，那个青年说

修长城死了很多人，都埋在长城下了，到哪儿去找呀！孟姜女难过得坐在长城

下大声痛哭。她一连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把城墙冲塌了几十里，露出了万喜良

的尸体。孟姜女万万没有想到，她是来给丈夫送棉衣的，但看到的却是丈夫的

尸体。她痛苦极了，觉得没法再活下去，就跳进了大海。就在她纵身跳入大海

的时候，海上狂风四起，巨浪冲天，接着只听一阵轰鸣，海底涌出两块礁石。 

高的一块像碑，低的一块像坟。这就是传说中的孟姜女碑和孟姜女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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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一） 

 
I. 把传说从头儿至“……万喜良被抓走了”： 

1．读一读  

2．翻译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 熟 
2． 分开 
3． 文静 
4． 躲避 
5． 菜园子 

6． 发现 
7． 整齐 
8． 相貌 
9． 人品 
10． 婚礼 

 

III. 利用上面的各词造句。 

 

IV. 整理句子： 

 

1． 有、姓、时代、一个、秦始皇、农民、孟。 

2． 把、分开、只好、葫芦、决定、最后。 

3．万喜良、有、从、逃出来、了、叫、一个、家乡、青年。 

4．被、了、有一天、孟美女、他、发现。 
 
V. 回答问题： 

 

1. 孟老汉是哪个朝的人？ 

2. 他家的院子里种了些什么？ 

3. 孟、美两家为什么要把葫芦分开？ 

4. 孟美女的名字是怎么起的？ 

5. 万喜良是谁？ 

6. 两个老汉为什么决定把万喜良招为女婿？ 

 

VI. 复述本故事的第一个部分。 

 

练习（二） 

 
I. 朗读本课文第二个部分并翻译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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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棉衣 

2．终于 

3．打听消息 

4．破烂烂的衣服 

5．难过 

6. 露（出） 

7. 万万没想到 

8. 没法 

9. 巨（大） 

10. 礁石 

11. 骨瘦如柴 

 

III. 选括号里的词语填空： 

 

（相传、种、起名字、赶做、止不住、接着、修） 
 
1． 她一开口，话就 … … … 地流下来。 

2． 我家院子里 … 的柿子刚红了。 

3． 为 … 墙招工！ 

4． … … 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小官姓雀。 

5． 上个月我就日夜为妹妹的婚礼 … … 礼服。 

6． 谁给你 … 了这个 … …？ 

7． 风停了，… … 只听一阵雷声。 

 

IV. 回答问题： 

 

1． 孟美女为什么到长城去？走了多久？ 

2． 孟美女向谁打听丈夫的消息？ 

3． 万喜良为什么死了？ 

4． 万喜良坟在哪里？孟美女坟呢？ 

5． 孟美女是个什么样的姑娘？ 

 

V. 复述本故事的第二个部分。 

 

 

学书法 
 

汉字书法是中国的传统艺术。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书法家。关于他

们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    

东汉的张芝草字写得很好。那时纸还没有被广泛应用，练习写字只能用

丝织品。张芝家里做衣服用的丝织品，总是让张芝在上边练习写字；写得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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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法再写了，然后再染上颜色做衣服。张芝家附近有一个池塘。他常用池塘里

的水磨墨，写完字，就在里边洗笔洗砚。天长日久，池塘里的水都变成了黑色。   

晋朝时期的王羲之，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张芝的字。他听了张芝练习写

字的故事，非常感动。他决心向张芝学习，努力地练习书法。在江西省的临川

城东面，有一座新城山，山上有一座长方形的池子，传说那就是王羲之练习书

法时用过的“墨池”。为了学好书法，王羲之又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名山大川。

看到了许多不同风格的书法艺术品。他刻苦学习，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创造出

了自己的风格，成了中国著名书法家。 

有一次王羲之到外边去，在街头看到一个老太太正在卖扇子。他在那儿

站了半天也没看到—个人买。王羲之对老太太说：“我给你的每把扇子上写上

几个字，你就说是王右军写的，每把扇子可卖百钱。”开始老太太不相信，可

是等到王羲之把字写完，不一会儿扇子就卖光了。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从小就决心学习父亲的字。过了几年，他的字写

得也不错了。有一次他把写好的一个“大”字给王羲之看，并说：“爸爸，我

的这个字写得怎么样？”王羲之什么也没说，拿起笔来，在“大”字下边点了

一个点，就走了。这样“大”字就变成了”太”字。 

王献之拿着这个字给他的母亲看：“妈妈，你看看我写的这个字像不像

我爸爸写的？”母亲看了看，对他说：“只有这个点儿像你爸爸写的！”王献

之听了，很不好意思，从此下决心更加努力地练习。 

有一次王献之问父亲，练字有没有秘诀。王羲之想了想说：“有，有，

到水缸里去找吧！”王献之听了很奇怪，想了半天，忽然明白了，他把家里的

十八个缸都打满水，决心把这十八缸水都用来磨墨写字。 

又过了好几年，十八缸水用完了，王献之也练出了一手好字。 

现在，在中国有很多青少年喜欢书法。有的孩子从两、三岁开始就练习

写字，到七、八岁就已经写得不错了。北京有个青年叫刘京生，他的两只手都

残废了，他就用牙咬着笔杆练习写字。开始每写一个字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常常是写两、三个字就出一身汗。但是他不怕苦，每天坚持练习，最后终于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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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笔好字。在一次书法比赛中，他写的字还得了特等奖呢! 

 

练习（一） 

 
I. 把传说从头儿至“……扇子就卖光了”： 

1．读一读  

2．翻译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 书法家 

2． 草书 

3． 广泛应用 

4． 染（上）颜色 

5． 天长日久 

6． 感动 

7． 长方形 

8． 不一会儿 

 

III. 利用括号里的词语翻译句子： 
 
1. Слова этой песни трогают сердца людей.（动人） 
2. Она учится на первом курсе факультет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каждый 
день  в тетради тренируется писать иероглифы.（练习写字） 

3. Покрась эту стену в синий цвет!（染成蓝色） 
4. Я полон решимости научиться каллиграфическому письму.（决心） 
5. Я положила в чайную чашку два кусочка сахара.（长方形） 
6. В живописи он выработал свой стиль.（创造风格） 
 

IV. 回答问题： 
 

1． 张芝、王羲之，他们俩是谁？ 

2． 张芝为什么不在纸上写字？ 

3． 张芝在哪儿洗笔洗砚？结果呢？ 

4． 他是哪个朝的人？王羲之呢？ 

5． 王羲之怎样学习书法？ 

 

V. 请讲一讲“王羲之与老太太”的故事。 
 

 
练习（二） 

 
I. 朗读本课文第二个部分并翻译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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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 不错 

2． 不好意思 

3． 忽然 

4． 残废 

5． 咬 

6． 花费 

7． 坚持 

8． 特等 

 

III. 利用上面的各词造句。 

 

IV. 回答问题： 

 

1． 王羲之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2． 有一天他写了什么字？ 

3． 王献之想知道他字写得怎么样，他爸爸说什么？妈妈说什么？ 

4． 你觉得练字有什么秘诀？ 

5． 请讲一讲刘京生。 

6． 你读了这些传说以后，有什么感想？ 

 

V. 写出本文的复述提纲。 

 

VI. 复述本课整个故事。 

 

蛇酒 
 

传说几百年以前，大别山区有一个小镇，西头有一家酒店，每天都有很

多人到这里来喝酒。 

一天，喝酒的来得非常多，不大一会儿就把放在柜台里的酒卖光了。酒

店主人叫伙计李波到库房去取。李波刚一到库房门口，就听见里面有声音。他

觉得很奇怪，急忙拿出钥匙把门打开，刚要进屋，就“哎呀”一声，转身往回

跑。他一边跑一边喊：“快来人哪！快来人哪！” 

原来，库房里有一条大蛇，两丈多长，尾巴卷在房梁上，头正伸到缸里

喝酒。人们听到李波的喊叫声，马上跑了过来，见到这条大蛇，吓得谁也不敢

进去。一会儿，那条大蛇喝醉了，一下子掉进酒缸里。李波跑进去赶快把缸盖

上，在上面压了块大石头。以后，李波每次来库房取酒，总要听听缸里还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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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音。 

两年过去了，那酒缸里一直没有什么动静。李波想，大蛇一定死了，死

蛇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走过去打开缸盖儿一看，大蛇果然死了，缸里的酒变

得红红的，象血一样。酒店主人知道以后，对李波说：“那缸酒你抽空儿倒掉

吧!” 

镇上有个姓刘的无赖，经常到小酒店来喝酒。他走路一拐一拐的，遇到

刮风下雨，腰腿就疼得下不了床。他在酒店喝酒从来不给钱。李波不给喝就要

挨他打，给喝又要挨主人骂。一天，刘无赖来喝酒，李波忽然想到还没倒掉的

那缸酒，于是给他拿来一碗。刘无赖看见这碗酒就问：“这是什么酒？怎么没

见过？”李波回答说：“这是最好的酒，外边是买不到的”。刘无赖接过一闻，

说：“好香啊!”就把它一气喝光。他还要喝，可是话没说完，就倒在了地上。

李波以为他中毒死了，吓得赶紧把他拖到自己住的小屋子里，打算等到夜里   

再说。 

晚上，李波走进屋，刚点上灯，就看见刘无赖翻了个身，很快地坐了起

来，嘴里连说：“好酒，好酒!”接着站了起来，走出屋子。他走路很轻快，

也不一拐一拐的了。过了两天，正下着雨，刘无赖突然又来了，还要那种酒喝。

李波问他：“下雨天你不是下不了床吗？怎么还能走到这里来呢？”刘无赖说：

“喝了你那碗酒，我的病好多了，下雨腰腿也不疼了，你再给我点儿喝”。李

波又给了他半碗酒，他喝完还要。李波不想再给他了，就说：“没有了”。李

波看着刘无赖走出去的样子，心里想：这种酒大概能治病。 

李波他爹也有腰腿病，整天躺在床上不能动。他家里很穷，没有钱治病。

他就装了几瓶蛇酒拿回家去，让他爹也试试。第一瓶喝完，他爹能下床了；第

二瓶喝完，腰腿一点儿也不疼了。又喝了几瓶，腰也直起来了，能到地里干活

了。后来，李波还把这种蛇酒送给有腰腿病的穷人喝。他们喝了，病也都好了。

酒店主人知道以后，就不让李波再白给人了，而且还叫他卖很高的价钱。 

从此，中药里有了一种能治病的“蛇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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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一） 

 
I. 把故事从头儿至“……抽空儿倒掉吧！”： 

1．读一读  

2．翻译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 蛇 

2． 镇 

3． 酒店 

4． 门口 

5． 钥匙 

6． 原来 

7． 尾巴 

8． 伸头 

9． 一下子 

10． 掉 

11． 血 

 

III. 俄译中： 
 

1．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назад 
2． продать всё до капли 
3． кликнуть слугу 
4． побежать обратно 
5． скорей все сюда! 
6． накрыть чан 
7． прошло два года 
8． не было слышно никаких звуков 
9． чего бояться? 
10． найти (выкроить) время 

 
IV. 回答问题： 

 
1． 故事里的酒店坐落在什么地方？ 
2． 李波是什么人？ 

3． 伙计为什么要到库房去？ 

4． 他怕什么？ 

5． 那条大蛇多长？ 

6． 它干什么？ 

7． 李波把缸盖上了，没有？上面压什么？ 

8． 两年过去了，库房里怎么样？ 

 

V. 复述本故事的第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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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二） 

 
I. 朗读本课文第二个部分并翻译其内容。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 无赖 

2． 遇到 

3． 中毒（死） 

4． 翻身 

5． 突然 

6． 治病 

7． 白给 

8． 价钱 

 

III. 利用括号里的词语翻译句子： 

 

1. В селе жил один парнишка по фамилии Чжао.（镇上） 
2. Он раньше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дшучивал надо мной.（从来不） 

3. От испуга она не могла вымолвить ни слова.（吓得） 

4. Как только он зажег лампу, сразу же увидел две змеи.（点灯） 

5. Разве у тебя не болит рука?（不是……吗？） 
6. В этот день мэр города устроил детям бесплатный просмотр 

кинофильма.（白看） 

 

IV. 就本故事第二个部分的内容提出两个问题。 

 

V. 给下列词语搭配三个宾语： 

 

1. 喝 

2. 取 

3. 伸 

4. 盖 

5. 挨 

6. 点 

 

VI. 复述本故事的第二个部分。 

 
 

牛郎织女 
 

古时候有个孩子，爹妈都死了，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哥哥嫂子待他很

不好，叫他吃剩饭，穿破衣裳，夜里在牛棚里睡，牛棚里没床铺，他就睡在干

草上。他每天放牛，那头牛跟他很亲密，用温和的眼睛看着他，有时候还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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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头舔舔他的手，怪有意思的。哥哥嫂子见着他总是待理不理的，仿佛他一在

眼前，就满身不舒服。两下一比较，他也乐得跟牛一块儿出去，—块儿睡。 

他没名字，人家见他放牛，就叫他牛郎。 

牛郎照看那头牛挺周到。一来是牛跟他亲密；二来呢，他想，牛那么勤

勤恳恳地干活，不好好照看它，怎么对得起它呢？他老是挑很好的草地，让牛

吃又肥又嫩的青草，家里吃的干草，筛得一点儿土也没有。牛渴了，他就牵着

它到小溪的上游，让它喝干净的水。夏天天气热，就在树林里休息；冬天天气

冷，就在山坡上晒太阳。他把牛身上刷得干干净净，不让有一点儿草叶土粒。

到夏天，一把蒲扇不离手，把成群乱转的牛虻都赶跑了。牛棚也打扫得干干净

净。在干干净净的地方住，牛也舒服，自己也舒服。 

牛郎随口哼几支小曲儿，没人听他的，可是牛摇摇耳朵闭闭跟，好象听

得挺有味儿。牛郎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出来，没人听他的，可是牛咧开嘴，

笑嘻嘻的，好象明白他的意思。他常常把看见的听见的事告诉牛，有时候跟它

商量一些事。牛好象全了解，虽然没说话，可是眉开眼笑的，他也就满意了。

自然，有时候他还觉得美中不足，要是牛能说话，把了解的和想说的都一五一

十地说出来，那该多好呢。 

一年—年过去， 牛郎渐渐长大了。 哥哥嫂子想独占父亲留下的家产， 把 

他看成眼中钉。一天，哥哥把牛郎叫到跟前，装做很亲热的样子说：“你如今

长大了，也该成家立业了。老人家留下一点儿家产，咱们分了吧。一头牛，一

辆车，都归你；别的归我”。 

嫂子在旁边，三分象笑七分象发狠,说：“我们挑顶有用的东西给你，你

知道吗？你要知道好歹，赶紧离开这儿”。 

牛郎听哥哥嫂子这么说，想了想，说：“好，我这就走!”他想哥哥嫂子

既然扔开他象泼出去的水，他又何必恋恋不舍呢？那辆车不希罕，幸亏那头老 

牛归了他，亲密的伙伴还在一块儿，离开家不离开家有什么关系？ 

他就牵着老牛，拉着破车，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走，走出村子，走过树

林，走到山峰重叠的地方。以后，他白天上山打柴，柴装满一车，就让老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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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到市上去换粮食；夜晚就让老牛在车旁边休息，自己睡在车上。过些日子，

他在山前边盖一间草房，又在草房旁边开一块地，种些庄稼。这就算安了家。 

一天晚上，他走进草房，忽然听见一声“牛郎!”自从离开村子，他还没

听见过这个声音。是谁叫他呢？回头一看，微弱的星光下边，原来是老牛，嘴

一张一合的，正在说话。 

老牛真会说话了。 

牛郎并不觉得怎么奇怪，象是听惯了它说话似的，就转过身子去听。 

老牛说的是下边的话：“明天黄昏时候，你得翻过右边那座山。山那边

一片树林，树林前边一个湖，那时候有些仙女正在湖里洗澡。她们的衣裳放在

草地上。你要捡起那件粉红色的纱衣，跑到树林里等着，去跟你要衣裳的那个

仙女就是你的妻子。这个好机会你可别错过了”。“知道了”牛郎高兴地回答。 

第二天黄昏时候，牛郎翻过右边的那座山，穿过树林，走到湖边。湖面

映着晚霞的余光，蓝紫色的波纹晃晃荡荡。他听见有女子的笑声，顺着声音看，

果然有好些个女子在湖里洗澡。他沿着湖边走，没几步，就看见草地上放着好

些衣裳，花花绿绿的，件件都那么漂亮。里头果然有一件粉红色的纱衣，他就

拿起来，转身走进树林。 

他静静地听着， 一会儿， 就听见女子们上岸的声音， 听见一个说：“不

早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咱们偷偷地到人间来，要是老人家知道了，不知道要

怎么罚咱门呢！”过了一会儿，又听见一个说：“怎么，你们都走啦？难得来

一趟，自由自在地洗个叫澡，也不多玩一会儿。——哎呀!  我的衣裳哪儿去

了？谁瞧见我的衣裳啦？” 

牛郎听到这儿，从树林里走出来，双手托看纱衣，说：“姑娘，别着急，

你的衣裳在这儿”。 

姑娘穿上衣裳，一边梳她的长长的黑头发，一边跟牛郎谈话。牛郎把自

己的情形都一五—十地说了。姑娘听得出了神，又同情他，又爱惜他，就把自

己的情形也告诉了他。 

原来姑娘是天上王母娘娘的外孙女，织得一手好彩锦,名字叫织女。天天 



 32 

 



 33 

早晨和傍晚，王母娘娘拿她织的彩锦装饰天空，那就是灿烂的云霞。王母娘娘

需要的彩锦，就叫织女成天成改夜地织，一会儿也不许休息。织女身子老在机

房里，手老在梭上，劳累不用说，自由没有了，等于关在监狱里，实在难受。

她常常想，人人说天上好，天上好，天上有什么好呢？没有自由，又看不见什

么。她总想离开天上，到人间去，哪怕是一天半天呢，也可以见识见识人间的

景物。她把这个想头跟别的仙女说了。别的仙女也都说早有这种想法。那天下

午，王母娘娘喝千年酿的葡萄酒，多喝了点儿；靠在宝座上直打瞌睡，看样子

不见得马上就醒，仙女们见机会难得，就你拉我我拉你地溜出来，一齐飞到人

间。她们飞到湖边，看见湖水清得可爱，就跳下去洗澡。织女关在机房里太久

了，能够在湖水里无拘无束地游泳，心里真痛快，想多玩一会儿，没想到就落

在后边。 

牛郎听完织女的话，就说：“姑娘，既然天上没什么好，你就不用回去

了。你能干活，我也能干活，咱们两个结了婚，一块儿在人间过一辈子吧”。 

织女想了想，说：“你说得很对，咱们结婚，一块儿过日子吧”。 

他们俩手拉着手，穿过树林，翻过山头，回到草房。牛郎把老牛指给织

女看，说它就是从小到大相依为命的伴儿。织女拍拍老牛的脖子，用腮帮挨挨

它的耳朵，算是跟它行见面礼。老牛眉开眼笑地朝她看，仿佛说：“正是这个

新娘子”。 

从此牛郎在地里耕种，织女在家里纺织。有时候，织女也帮助牛郎干些

地里的活。两个人你勤我俭，不怕劳累，日子过得挺美满。转眼间两三个年头

过去，他们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到孩子能说话的时候，晚上得空，织女

就指着星星，给孩—子讲些天上的故事。天上虽然富丽堂皇，可是没有自由，

她不喜欢。她喜欢人间的生活，跟爸爸一块儿干活，她喜欢；逗蓄兄妹俩玩，

她喜欢；看门前小溪的水活泼地流过去，她喜欢；听晓风晚风轻轻地吹过树林，

她喜欢。两个孩子听她这么说，就偎在她怀里，叫一声妈妈，回过头来又叫一

声爸爸。她乐极了，可是有时候也发愁。愁什么呢？她没告诉牛郎。她是怕外

祖母知道她在这儿会来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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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牛郎去喂牛，那头衰老的牛又说话了，眼眶里满是眼泪。它说：

“我不能帮你们下地干活了！咱们分手了！我死了，你把我的皮留着。碰见了

什么紧急事，你就披上我的皮……”老牛没说完就死丁。夫妻两个痛哭了一场，

留下老牛的皮，把老牛的尸骨埋在草房后边的山坡上。 

再说天上，仙女们溜到人间洗澡的事到底让王母娘娘知道了。王母娘娘

罚她们，把她们关在黑屋子里。她尤其恨织女，竟敢留在人间不回来，简直是

有意败坏她的门凤。她发誓要把织女捉回来，哪怕藏在泰山底下的石缝里，大

海中心的珊瑚礁上，也一定要抓回来，给她顶厉害的惩罚。 

王母娘娘派了好些天兵天将到人间察访,察访了好久，才知道织女在牛郎

家里，跟牛郎做了夫妻。一天，她亲自到牛郎家里，可巧牛郎在地里干活，她

就一把抓住织女往外走。织女的男孩见那老太婆怒气冲冲地拉着妈妈走，就跑

过来拉住妈妈的衣裳。王母娘娘狠狠地一推，孩子倒了，她就带着织女一齐飞

起来。织女心里恨极了，望着两个可爱的儿女，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喊了一句

“快去找爸爸”。 

牛郎跟着男孩赶回家，只见梭放在织了半截的布匹上, 灶上的饭正冒热

气，女孩坐在门前哭。他决定上天去追，把织女救回来。可是怎么能上天呢？

他忽然想起老牛临死说的话，这不正是紧急事吗？他赶紧披上牛皮，找两个筐，

一个筐里放一个孩子，挑起来就往外跑。一出屋门，他就飞起来了，耳朵旁边

风呼呼地直响。飞了一会儿，望见妻子和老太婆了，他就喊“我来了”，两个

孩子也连声叫妈妈。越飞越近，眼看要赶上了，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玉簪儿往

背后一画，糟了,牛郎的前边忽然显出一条天河。天河很宽，波浪很大,牛郎飞

不过去了。 

从此以后，牛郎在天河的这边，织女在天河的那边，只能远远地望着，

不能住在一块儿了。他们就成了天河两边的牵牛星和织女星。 

织女受了很厉害的惩罚，可是不肯死心，一定要跟牛郎一块度过日子。

日久天长，王母娘娘也拗不过她，就允许她每年七月七日跟牛郎会一次面。 

每年七月七日，成群的喜鹊在天河上边搭一座桥，让牛郎织女在桥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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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因为这件事，所以人们说，每逢那一天，很少看见喜鹊,它们都往天河

那儿搭桥去了。还有人说，那一天夜里，要是在葡萄架下边静静地听着,还可

以听见牛郎织女在桥上亲亲密密地说话呢。 

 

练习（一） 

 
I. 把故事从头儿至“……牛也舒服，自己也舒服”： 

1．读一读  

2．翻译 
 

II. 俄译中： 

 
1. обращаться с кем-либо плохо 
2. носить рваную одежду 
3. есть объедки 
4. спать в хлеву 
5. смотреть на кого-либо добрыми глазами 
6.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недомогание во всем теле 
7. ухаживать за кем-либо очень тщательно 
8. работать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9. не посрамиться перед кем-либо 
10.   давать пить чистую воду 
11.   жить в чистом помещении 
 

III. 利用括号里的词语翻译句子： 

 
1.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родителей пастушонок жил в семье старшего брата и его 
жены. （过日子） 

2. На экзаменах студенты не должны посрамиться перед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м. 
（对得起） 

3. Подмети пол так, чтобы не было ни соринки. （有一点儿土粒） 
4. Летом все любят загорать на берегу моря. （晒太阳） 
5. Он отогнал собак палкой. （赶跑） 
6. Как  только старуха глянула на мальчика, он сразу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 себя 
плохо. （舒服） 

 

IV. 请讲一讲，为什么： 

1． 牛郎要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 

2． 牛郎的生活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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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牛郎要对得起牛； 

4． 牛郎照看那头牛挺周到。 

 

V.  回答问题： 

 

1． 人们为什么把孩子叫做牛郎？ 

2． 牛郎跟谁很亲密？为什么？ 

3． 请你详细讲，牛郎怎么照看牛？ 

 

VI. 复述本故事的第一个部分。 

 

练习（二） 

 
I. 把故事从“牛郎随口哼……”至“……这就算安了家”： 

1.  读一读  

2.  翻译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随口 

2．听得挺有味儿 

3．跟……商量一些事 

4．眉开眼笑 

5．美中不足  

6． 独占家产 

7． 留下 

8． 装做……的样子 

9． 恋恋不舍 

10． 回头 

11． 盖一间草房 

 

III.   就本故事第二部分的内容提出两个问题。 

 

IV. 填空： 

 

1． 哼几……小曲儿 

2． 摇摇耳朵……眼 

3． 把牛郎叫到…… 

4． 你……长大了 

5． 一……牛，一……车，都归你 

6． ……象笑……象发狼 

7． 一直……走 

8． 离开家不离开家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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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复述本故事的第二个部分。 

 

练习（三） 

 
I. 把故事从“一天晚上，他走进……”至“谁瞧见我的衣裳啦？”： 

1.  读一读 

2.  翻译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奇怪 

2．转身 

3．黄昏（时候） 

4．洗澡 

5．错过好机会 

6． 粉红色 

7． 顺着声音看 

8． 上岸 

9． 偷偷地 

10． 难得 

 

III. 利用上面的各词造句。 

 

IV. 俄译中： 
 

1.  однажды вечером 
2.  с того самого времени, как он покинул деревню 
3.  обернуться посмотреть 
4.  под тусклым звездным светом 
5.  словно бы привык слушать, что она говорит 
6.  старая коровенка сказала следующее 
7.  перебраться через гору, которая справа 
8.  пройти через лес 
9.  выйти к озеру 
10.   отражать последние лучи вечерней зари 
11.   не сделал и нескольких шагов 
12.   он тихонечко прислушивался 
13.   немного погодя 
14.   накажет нас 
15.   кто видел? 
 

V. 回答问题： 

 

1． 一天晚上，牛郎忽然听见一声。谁叫他？ 

2． 牛郎惊讶了，没有？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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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牛说了一个什么好机会？ 

4． 牛郎捡起那间粉红色的纱衣，没有？干吗？ 

 

VI. 复述本故事的第三个部分。 
 

练习（四） 

 
I. 把故事从“牛郎听到这儿，……”至“……一块儿过日子吧！”： 

1.  读一读  

2.  翻译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 同情 

2． 等于 

3． 结婚 

4． 一辈子 

5． 梳头发 

6． 一手好 

7． 一齐 

8． 过日子 

9． 你拉我我拉你 

10． 自由 

 

III. 利用括号里的词语翻译句子： 

 

1. Старина Ван мастерски пишет китайские иероглифы. （一手好） 

2. Два плюс два равно четыре, не равно пять. （等于） 
3. В прошлом месяце он целыми днями и ночами рубил хворост, чтобы 
обменять на зерно. （成天成夜） 

4. Перед праздником Весны китайцы украшают комнату лубочными 
картинками. （装饰） 

5. В обществе и экономике полнейший развал, что уж говорить о бедах, 
выпавших на долю народа. （不用说） 

6. Младший братишка закричал, и я тут же проснулся.（醒） 

 

IV. 回答问题： 

 

1． 那个仙女为什么同情牛郎，又爱惜他了？ 

2． 那个姑娘与王母娘娘有什么关系？ 

3． 王母娘娘拿织女织的彩锦作什么？ 

4． 织女为什么说，“天上没有什么好”？ 

5． 请说一说，仙女怎么溜出来，会飞到人间？ 

6． 织女要不要和牛郎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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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复述本故事的第四个部分。 
 

练习（五） 

 
I. 把故事从“他们俩手……”至“……给她顶厉害的惩罚”： 

1.  读一读  

2.  翻译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 生孩子 

2． 相依为命 

3． 逗 

4． 分手 

5． 碰见 

6． 埋 

7． 简直 

8． 捉 

9． 藏 

10． 厉害 

 

III. 回答问题： 

 

1. 你觉得织女对老牛的态度是什么? 

2. 夫妻怎样过日子？ 

3. 织女给谁讲了天上的故事？ 

4. 她喜欢什么？ 

5. 织女愁什么呢？ 

6. 老牛怎么死了？ 

7. 王母娘娘发誓什么？ 

 

IV. 用下列的词语写出对话： 

 

1． 从小到大 

2． 转眼（间） 

3． 碰见 

4． 有意 

5． 得空 

6． 算是 

 

V. 复述本故事的第五个部分。 

 

练习（六） 
 

I.  朗读本故事最后一部分并翻译其内容。 
 



 40 

II.  熟读本课文的词汇： 

 

1．跟……做夫妻 

2．亲自 

3．怒气冲冲 

4．糟了（糟糕） 

5．一时 

6．紧急事 

7．死心 

8．每逢 

 

III.  填空： 

 

1．坐在门…… 

2．在地……干活 

3．说不……话来 

4．……天去追 

5．……声叫 

6．越飞越…… 

7．从……以后 

8．会一……面 

9．搭一……桥 

 

IV.  回答问题： 

 

1． 有一天，谁来牛郎家里？干什么？ 

2． 织女对儿女喊了一句什么？ 

3． 牛郎找到了两个筐干什么？ 

4． 牛郎怎样上了天？ 

5． 牛郎赶上了妻子和老太婆，没有？为什么？ 

6． 牛郎跟织女每年几月几号会面？ 

7． 谁为他们搭桥？ 

8． 你读了这个故事以后，有什么感想？ 

 

V.  复述本故事的最后一部分。 

 

练习（七） 

 
I. 复习本课文的词汇。 

 

II. 俄译中： 

 
1.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единолично завладеть имуществом, оставленным отцом, 
он притворился, что сочувствует младшему брату. 

2. Я хочу обсудить  с тобой несколько дел: во-первых, мне нужно жениться, 
во-вторых, построить дом. 

3. Не упусти хорош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упить машину. 
4. Они всю жизнь жили друг для друга, а теперь расстались, просто бе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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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У меня счастливая жизнь, но, иногда, кажется, что чего-то не хватает, это 
так странно! 

6. Она повернула голову, лицо так и сияло; 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она 
сталкивалась с этим человеком, на время переставала различать добро и 
зло. 

 

III. 找出下列词语的同义词： 

 

1． 捉   

2． 过日子 

3． 一五一十 

4． 做夫妻 

5． 瞧见 

6． 情形 

7． 成天成夜 

8． 临死 

9． 一齐 

 
IV. 找出下列词语的反义词： 

 
1． 歹 

2． 亲热 

3． 晚霞 

4． 无拘无束 

5． 傍晚 

6． 乐 

7． 分手 

8． 将来 

9． 宽 

 

V. 就整个故事的内容提出五个问题。 

 

VI. 凭提纲复述本故事大意： 

 

1． 牛郎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 

2． 牛郎离开家； 

3． 牛郎跟织女头一次见面； 

4． 牛郎跟织女做了夫妻； 

5． 王母娘娘把织女捉回天上； 

6． 牛郎和织女每年七月七日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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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ОСНОВНАЯ ЛЕКСИКА 

 
A 

矮 ǎi низкий, низкорослый 

安静 ānjìng спокойный, тихий 

岸 àn берег 

 
B 

傍晚 bàngwǎn под вечер, в сумерках 

比得上 bǐdeshàng может сравниться 

不住地 bùzhùde непрерывно 

 
C 

才能 cáinéng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талант 

菜园子 càiyuánzi огород 

草书 cǎoshū цаошу (стиль письма) – скоропись 

残废 cánfèi потерять труд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стать 
инвалидом; увечный, покалеченный 

藏 cáng прятать, прятаться 

长方形 chángfāngxíng прямоугольник 

成天成夜 chéngtiān chéngyè дни и ночи напролёт, целыми днями и 
ночами 

闯祸 chuǎnghuò навлечь на себя несчастье 

 
D 

答应 dāying согласиться, обещать 

打猎 dǎliè охотиться 

大使 dàshǐ посол 

瞪 dèng пристально смотреть, уставиться 

丢脸 diūliǎn «потерять лицо», опозориться 

动作 dòngzuò действие, поступок 

躲避 duǒbì уклоняться, избегать 

 
E 

饿 è быть голодны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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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发现 fāxiàn обнаружить, заметить 

分手 fēnshǒu расстаться, разлучиться 

丰盛 fēngshèng богатый, обильный, процветающий 

夫妻 fūqī муж и жена, супруги 

服气 fúqì смириться, проявить покорность 

 
G 

感动 gǎndòng растрогаться, расчувствоваться 

骨瘦如柴 gǔshòurúchái худой как щепка, кожа да кости 

广泛 guǎngfàn широкий, обширный 

 
H 

害 hài вред 

花费 huāfèi тратить, расходы 

黄昏 huánghūn сумерки, под вечер 

回头 huítóu повернуть голову, обернуться, 
оглянуться 

婚礼 hūnlǐ свадьба 

 
J 

急忙 jímáng поспешно, торопливо 

家产 jiāchǎn домашнее (семейное) имущество 

家乡 jiāxiāng родные края, родина 

坚持 jiānchí твёрдо придерживаться, настаивать 

简直 jiǎnzhí просто, просто-напросто 

礁石 jiāoshí риф 

紧急 jǐnjí срочный, неотложный, чрезвычайный, 
экстренный 

镜子 jìngzi зеркало 

酒店 jiǔdiàn трактир, бар 

救 jiù спасать 

据说 jùshuō говорят, что… 

 
K 

考虑 kǎolǜ думать, обдумывать, размышля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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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店 kèdiàn постоялый двор, гостиница 

宽 kuān широкий, просторный 

捆 kǔn связывать; пачка, тюк, сноп 

 
L 

老实 lǎoshi искренний, честный, скромный 

厉害 lìhai сильный, страшный, ужасный; 
потрясающий, крутой 

恋恋不舍 liànliàn bùshě неохотно, с тяжёлым сердцем (покидать) 

流芳 liúfāng оставить после себя добрую славу, 
увековечиться 

露出 lùchū обнаружить, показать; появиться 

 
M 

埋 mái закапывать, зарывать (в землю) 

眉开眼笑 méikāiyǎnxiào сияющее (радостное) лицо 

蒙蔽 méngbì скрывать, утаивать; вводить в 
заблуждение 

描写 miáoxiě описывать 

 
N 

难得 nándé труднодостижимый, редкий 

怒气冲冲 nùqìchōngchōng гневно, быть в ярости 

 
P 

碰见 pèngjiàn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толкнуться 

批评 pīpíng критиковать, ругать, бранить 

平日 píngrì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будни 

破烂烂 pòlànlàn изорванный, истрёпанный; лохмотья 

 
Q 

敲 qiāo стучать, ударять 

抢着 qiǎngzhe наперебой 

亲自 qīnzì сам, лично 

屈指 qūzhǐ считать на пальцах, загибать пальц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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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染 rǎn красить, окрашивать 

仁慈 réncí доброта, милосердие; добросердечный 

人品 rénpǐn (моральные) качества человека 

 
S 

商量 shāngliang советоваться 

蛇 shé змея 

伸头 shēntóu высовывать голову 

手心 shǒuxīn ладонь 

梳 shū расчёсывать (волосы) 

书法 shūfǎ каллиграфия 

随口 suíkǒu экспромтом, наобум; прийтись по вкусу 

 
T 

逃走 táozǒu бежать, обратиться в бегство 

特等 tèděng высококачественный, превосходный 

特意 tèyì специально, намеренно 

同情 tóngqíng с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偷 tōu воровать, красть 

推敲 tuīqiāo обдумывать каждое слово, подбирать 
слова 

 
W 

晚霞 wǎnxiá вечерняя заря, закат 

尾巴 wěiba хвост 

文静 wénjìng спокойный, покладистый 

无赖 wúlài бездарный, никчёмный; бездельник 

侮辱 wǔrǔ обижать, унижать, оскорблять 

 
X 

洗澡 xǐzǎo купаться 

相貌 xiàngmào внешность, внешний вид, облик 

秀才 xiùcái сюцай  (учёная степень во времена 
династий Мин и Цин) 

 



 46 

Y 
宴会 yànhuì банкет, пир 

咬 yǎo кусать, грызть 

一辈子 yībèizi вся жизнь 

一时 yīshí короткое время, временно, тотчас же 

一手好 yīshǒuhǎo мастерски, хорошо (что-то делать) 

犹豫 yóuyù колебаться, быть в нерешительности 

遇到 yùdào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толкнуться) с… 

 
Z 

灾难 zāinàn бедствие 

糟糕 zāogāo отвратительно, плохо, скверно 

镇 zhèn посёлок 

争论 zhēnglùn спорить, дискутировать 

整齐 zhěngqí ровный, стройный; опрятный, 
аккуратный 

中毒 zhòngdú отравление, интоксикация  

装做 zhuāngzuò притвориться, сделать вид 

捉 zhuō схватить 

仔细 zǐxì тщательный, внимательный 

自由 zìyóu свобод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