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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课标内容要求

荫以鉴真东渡、玄奘西行等史实为例，说明唐朝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

荫知道“安史之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

荫知道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的局面。

自主学习

本版“自主学习”参考答案：

第 4课：1.先进文化 天文历法 建筑技术 日本僧人 佛经 书法 建筑

2.留学生 首位 政治制度 科举制 音乐

3.天竺 那烂陀寺 大唐西域记

第 缘课：1.任人唯亲 节度使 外重内轻 安禄山 史思明 安史之乱 洛

阳 潼关 由盛转衰 藩镇割据

2.宦官专权 黄巢 朱温 后梁

3.后周 九 北汉 北方 南方 统一

课程导入

旧金山唐人街 悉尼唐人街

伦敦唐人街 横滨唐人街

音“唐人”与日本：

阿倍仲麻吕（晁衡），十九岁历尽千辛到达长安，埋头苦

读，并在几年后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入仕为官。他和李白、

王维同朝任职，关系十分亲密。

哭晁卿衡

李 白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王 维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史
海
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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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遣唐使的目的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入繁

荣时期，日本则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

会的过渡时期，中国国家体制的完备、经

济的发达、文化的昌盛，对日本产生了巨

大的吸引力。他们不畏艰险，向中国派遣

使节学习中国的先进文明，主要学习政

治制度、典章法令、佛法，借鉴对自己有

用的部分，丰富和发展日本文化，促进自

身发展。

二、遣唐使到中国的概况

公元 593 年，圣德太子辅佐天皇摄

行朝政。圣德太子视大陆的隋朝为“礼仪

之邦”，于是派大使出使隋朝，与中国加

强友好往来，同时借机改变日本对大陆

政权历来的屈从关系，以平等的地位往

来，借此机会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显示

天皇的权威。

8 世纪后，日本遣唐使规模扩大、组

织完备，一般每次五、六百人，分乘四只

船来中国，因此，“四只船”在当时的文学

作品中成为遣唐使的同义语。

作为对遣唐使的回聘，唐王朝也曾

多次向日本派遣使节，密切了两国间的

关系。中国的书籍、货物、货币式样等随

两国使节输入日本。

630—669 年，日本派出遣唐使 6 次。

主要目的是学习唐朝的文化、制度、佛

法，另外日本为争夺朝鲜半岛的统治权

也需要与唐朝发生外交联系。702—752
年，日本派出遣唐使 4 次。这时唐朝的经

济文化已发展到鼎盛时期，日本在大化

改新后，律令体制已逐渐完备。日本不再

满足于过去从形式上模仿唐朝，而是需

要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唐文化，从中汲

取精华，借鉴对自己有用的部分，以丰富

和发展日本文化。因此这一时期日本派

出的来唐使团规模大、人数多、留学时间

长。777—838 年，日本派出遣唐使 3 次。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生产受到很大破坏，

人民流离失所，藩镇割据，政局不稳。这

一时期的遣唐使活动实际上也已经由盛

转衰，只不过是因袭前代而已。

三、遣唐使对中日交流的作用及影响

1援了解和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同

时进行贸易往来，促进中日文化、经济

交流。

2援促进日本社会文化发展。

3援一些常年留居中国的留学生和留

学僧把中国的先进制度和文化带回日

本，促进了日本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史林小憩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

不同派别的争权斗争，史称“朋党

之争”。在一次科举考试时，牛僧

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

击宰相李吉甫，遭到李吉甫的排

挤。到唐穆宗时，牛僧孺曾一度为

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等弹劾李

宗闵主持科考舞弊，李宗闵等人

被贬官，斗争更趋复杂。朝廷大臣

分化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

“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

两派相互倾轧四十余年。

李党领袖李德裕和郑覃皆出

身士族高第、宰相之子，主张“朝廷

显贵，须是公卿子弟”，其理由是耳

濡目染，“不教而自成”；而牛党领

袖牛僧孺、李宗闵等，多由进士登

第，反对公卿子弟垄断仕途。在对

待藩镇的态度上，李党世代公卿，

支持唐廷抑制强藩，因为节度使

强大，影响他们的利益；而牛党大

多来自地方州郡，与藩镇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主张姑息处之，希望

朝廷承认割据事实。在对待周边

少数民族政权的问题上，双方态

度也相去甚远……

两党争持日久，最后变为意

气相攻。除去不同利害，已无明

显的政见不同。如当时朝堂宦官

擅权，两党争相攀附权阉。两党

交替执政，相互攻伐，使腐败的朝

廷更加混乱。唐武宗时，李德裕高

居相位，将李宗闵贬斥流放封州；

宣宗时，牛党得势，李党皆被罢斥，

李德裕被贬死崖州。直到牛僧孺

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

“安史之乱”“牛李党争”与藩

镇割据以及宦官干政，最终使强

大的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

牛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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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课 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

1.遣唐使和鉴真东渡

（1）遣唐使：唐朝时期，为了学习中国的

_____，日本派遣使节到中国。遣唐使把唐朝

先进的制度、________________、文字、典籍、

书法艺术、__________ 等传回日本，对日本社

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鉴真东渡：鉴真接受 ___________ 的

邀请东渡日本，至第 6 次才成功。鉴真在日本

传授 _______，还传播中国的医药、文学、

_________、__________、绘画等，为中日文化

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2.唐与新罗的关系

新罗强盛以后，派遣使节和大批 ______
到唐朝学习中国文化。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

_____。新罗仿唐制建立了 ________，采用

________ 选拔官吏，还引入了中国的医学、天

文、历算等科技成就。朝鲜的 _________ 也传

入中国。

3.玄奘西行

（1）概况：贞观年间，玄奘前往 ______ 取

经。他在佛学最高学府 _________ 游学，成为

远近闻名的佛学大师。

（2）贡献：淤携带大量佛经回到长安，此

后主持译经工作，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重

大贡献。于记载他经历的《_______》，是研究

中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

第 5课 安史之乱与唐朝衰亡

1.安史之乱

（1）原因：唐玄宗追求享乐，赃赃赃赃赃赃赃，朝

政日趋腐败。各地的 赃赃赃赃赃赃赃 逐渐集军权、行

政权和财权于一身，势力膨胀，中央与地方形

成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的局面。

（2）经过：苑缘缘 年，赃赃赃赃赃赃赃 借口朝廷出现

奸臣，和 赃赃赃赃赃____赃赃 一起发动叛乱，史称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叛军从河北南下，先攻占东都

赃赃赃赃赃赃赃，又攻下 赃赃赃赃___赃赃，逼近长安。苑远猿
年，叛乱被平定。

（3）影响：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

唐朝的国势从此 赃赃赃__赃赃赃___赃赃；唐朝的中央

权力衰微，逐渐形成了 赃赃赃赃赃_赃赃赃赃赃 的局面。

2.黄巢起义与唐朝灭亡

（1）原因：唐朝后期，统治腐朽，赃赃赃_赃赃，
藩镇割据的态势越来越严重。人民赋役繁重，

生活困苦，又连年遭遇自然灾害。

（2）过程：起义军在 ___________ 的率领

下，转战南北，并攻入长安。

（猿）结果：________ 与其他藩镇联合镇压

了黄巢起义，他逐渐控制朝政。907 年，他建立

了 _______ 政权，唐朝至此灭亡。

3.五代十国的更迭与分立

（1）表现：在北方黄河流域先后出现后

梁、后唐、后晋、后汉、__________ 五个政权；

在南方地区出现了 _____________ 个政权，

再加上北方割据太原的 _______，史称“五代

十国”。

（2）影响：______ 政权更迭，战事不断，政

局动荡不安；当时的 __________ 地区，由于

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虽然政权

分立，但 ___________ 始终是一个客观存在

的必然趋势。

（参考答案见本版）

中国人的历史情结很深。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往往称自己是“唐

人”，他们聚居的地方便称为“唐人街”。唐人街最早可以追溯到“大

唐街”。1673 年，清中叶词人纳兰性德所作《渌水亭杂识》中写道：

“日本，唐时始有人往彼，而居留者谓之‘大唐街’，今且长十里矣。”

如今，“唐人街”随着华侨华人的足迹，已遍布世界各地。

同学们，你知道海外的华侨华人称自己是“唐人”，他们

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的原因吗？

唐朝时，中国高僧鉴真六渡

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至今在中日两国

仍备受尊崇。东渡日本后，鉴真及

其弟子在很多方面对日本产生了

重要影响。

音医药

鉴真对日本医药的贡献有口

皆碑。鉴真早年便钻研医药，他的

医术在扬州远近闻名。他东渡时

带去了很多药材，日本正仓院迄

今还藏有他带去的药物。

据《续日本纪》记载，日本朝

廷曾找来各种药物请鉴真甄别真

伪。他一一用鼻嗅、口尝加以品

定，一无错失。书中还说，日本光

明皇太后有病时，鉴真给她治疗，

效果甚佳。日本圣武天皇生病，曾

有 126 个名医被请去诊治，其中

就有鉴真和他的弟子法进。圣武

天皇逝世后，朝廷曾将原来供养

圣武天皇的米盐之类物品，转供

给鉴真和法荣。

法荣是日本医药泰斗，常给

皇上看病，是一位极受尊重的医

药大师，日本朝廷给鉴真与法荣

同等荣誉，足见鉴真在医药方面

的崇高地位。他在日本还广泛传

授药物的收藏和炮制方法。

鉴真十分注意收集各种验

方，著有《鉴上人秘方》一卷，该书

虽已失传，但在《日本国见在书

目》《本草和名》《皇国名医传》等

书籍中都记载了鉴真的著作；在

《医心方》里还能找到诃梨勒丸

方、脚气入腹方、鉴真服钟乳随年

齿方等一些方子。他东渡带去的

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等至今还

在民间使用。

据史书记载，14 世纪以前，日

本医学界把鉴真奉为医术始祖，

直到德川时期，日本的药袋上还

贴有鉴真像，否则就不是灵药，足

见鉴真对日本医药影响之深远。

音饮食

中国豆腐的发源地就在鉴真

生活的淮南。豆腐是佛教的主要

食品。鉴真东渡带去了豆腐制作

方法及豆制食品的烹调技能，在

日本佛寺和民间广为流传。可

见鉴真传去的盛唐寺庙的饮食

文化，对日本也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至今日本豆食业还将鉴

真誉为豆腐制作的祖师。

音建筑

鉴真在日本主持修建了著

名的唐招提寺。唐招提寺的许

多殿宇、佛像都被列为日本国

宝。他的弟子们用扬州干漆工

艺制作的鉴真坐像，成为日本

雕塑艺术的范本，千百年来，一

直被日本视为国宝，珍藏在唐

招提寺御影堂内。鉴真及弟子

们的这些活动，使中国的造寺、

建塔、塑像等技艺在日本得以

流传。

端 午 节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节日。众所周

知，端 午节 的 形

成，是为了纪念投

江而死的屈原。其

实，在中华民族浩瀚的

历史中，这只是端午节起源的一种说法。在民间

传说中，端午节在门口插菖蒲、艾草的习俗其实

与唐朝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也有着莫大的渊源。

唐朝僖宗年间，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转战南

北，让贪官污吏闻之色变，在官吏的鼓动下，老百

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就急急忙忙地逃难。这

一年五月，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兵临邓州城下，

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只见一波波的老弱妇

孺涌出城外。他看见一个妇人背着包袱，一手拉

着一个年纪小的男孩，另一只手却抱着年纪较大

的男孩。黄巢感到很奇怪，就下马问道：“大嫂，你

急急忙忙地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听说黄

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不日就要攻进邓

州。城里的男人都被征调去守城，我们这些老老

小小，不如早些逃命。”黄巢又指着小孩问她：“你

为什么手牵小的，却怀抱大的呢？”那妇人就说：

“怀里抱的，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里牵的才是

我亲生的儿子。万一情况危急时，我宁可丢掉自

己的儿子，也得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黄巢听

了，深受感动，就对那妇人说：“大嫂，你快快回

去，把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这样黄巢的军队就

不会伤害你了。”

妇人听了，将信将疑，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

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黄

巢的军队攻进城里，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着菖

蒲、艾草，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黄巢只得

无可奈何地领兵离去，全城因而得以幸免于难。

为了纪念这件事，此后每到端午节，大家就会在

门上插菖蒲、艾草，这个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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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
重难点
提示

上期参考答案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

世”》和《盛唐气象》

知识测试题

基础过关

员援粤 圆援悦 猿援阅 源援阅
缘援阅 远援悦 苑援粤 愿援阅 怨援月

员园援（员）开明的民族政策。

（圆）战争：唐太宗发兵

反击突厥，先后击败东、西

突厥，加强对西域的统治。

和亲：文成公主入藏。

（猿）看法：开明的民族

政策使各民族相互交流，互

相交融，密切了各族人民之

间的关系，有利于整个社会

的发展、和谐和共同繁荣。

启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

的共同繁荣，团结强盛是处

理民族关系和赢得主动的

根本；任何破坏国家、破坏

祖国统一的活动注定失败；

等。（言之有理即可）

能力训练

员援粤 圆援粤 猿援粤 源援悦
缘援（员）材料一：唐太宗

（李世民）。材料二：唐玄宗

（李隆基）。

（圆）政治：完善三省六

部制，明确中央机构的职权

以及决策程序；制定法律，

减省刑罚；增加科举考试科

目，鼓励士人报考，进士科

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科目；严

格考察各级官吏的政绩。经

济：减轻人民的劳役负担，

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军事：

先后击败东、西突厥，加强

了对西域的统治。

（猿）重用贤能；整顿吏

治，裁减冗员；发展经济，改

革税制 ；注 重文 教，编 修

经籍。

（源）重用人才、完善制

度等。（其他答案言之有理

也可）

远援（员）曲辕犁和筒车。

蜀锦。长安。

（圆）特点：经济空前繁

荣。原因：最高统治者比较

开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

动；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等。

（猿）封建社会的统治者

调整政策的目的是巩固和

维护其统治；盛世是建立在

剥削和奴役人民基础上的，

盛世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

即使是在盛世中，人民所受

的压迫和剥削也是很重的；

在封建社会制度下，盛世是

不可能长久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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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

易错易混点

唐
朝
衰
亡

安史之乱 由盛转衰

黄巢起义

朱温建

立后梁
十国（南方）

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楚、

闽、南汉、南平、北汉（太原）

五代（北方）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藩镇割据

致命打击

唐朝灭亡

第 源课 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 缘课 安史之乱与唐朝衰亡

音易错点一：玄奘和鉴真都是唐朝著

名高僧，他们都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重要

贡献

【解读】 玄奘和鉴真虽都为唐朝著

名高僧，但鉴真是东渡日本，为中日文化

交流作出卓越贡献，而玄奘则是西行前往

天竺取经，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例题】 上海世博会日本馆里，有一

个以“遣唐使”为中心的展区。下列关于唐

朝与日本交往的说法，错误的是 （ ）

A援玄奘东渡日本传播唐朝文化

B.两国之间有贸易往来

C援唐朝时期有十几批遣唐使来华

D.日本按唐朝模式进行政治改革

【解析】 唐朝时期，中国和日本的交

流非常频繁。日本当时曾派出十几批遣唐

使来中国学习。他们将唐朝先进的制度、

文字典籍与书法艺术等传回日本，并按照

唐朝的制度进行政治改革，同时，两国之

间还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因此，B、C、D 三

项是正确的。A 选项错误，玄奘是西行前

往天竺取经，而非东渡日本。本题选 A。

音易错点二：误认为五代十国是同时

存在的十五个政权，五代统治北方，而十

国统治南方

【解读】“五代”是指唐朝灭亡后，北

方黄河流域先后出现的后梁、后唐、后晋、

后汉、后周五个政权。因此，“五代”是北方

黄河流域先后更迭的五个政权。而“十国”

是与“五代”在时间上基本并存的十个政

权，它们分别是南方的吴、南唐、吴越、前

蜀、后蜀、楚、闽、南汉、南平九个政权和北

方割据太原的北汉。

【例题】 下列关于五代十国的叙述，错

误的是 （ ）

A援北方的五个政权加上南方十个政权

的合称

B援五代十国是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局面

的延续

C援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政局相对比较

稳定

D援五代十国时期，统一是一个客观存

在的必然趋势

【解析】 本题属于逆向选择题，旨在

考查同学们的辨析能力。唐朝灭亡后，北

方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五个政权，即“五

代”；南方出现了九个政权，再加上北方割

据太原的北汉，即“十国”。因此，五代十国

是北方的五个政权加上南方十个政权的

合称这个表述是错误的。本题选 A。

天竺
国力强盛

对外开放

交通便利

唐朝对外

友好往来
日本

玄奘西行

日本遣唐使

鉴真东渡

唐对日本的影响

新罗

新罗遣唐使

唐与新罗相互影响

音重点：鉴真东渡 玄奘西行

音难点：玄奘西行

员援毛泽东说：“唐玄宗前期会做皇帝，后期不会做皇帝。”试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毛泽

东这样评价唐玄宗的原因。

唐玄宗前期重用贤臣，励精图治，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出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

盛世景象，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但他在统治后期，宠爱杨贵妃，不理政

事，还重用奸臣，政治十分腐败，以致酿成“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唐玄宗对唐朝

的高度繁荣起过重大作用，但他晚年也给唐朝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所以毛泽东说唐玄宗

“前期会做皇帝，后期不会做皇帝”。

圆援安史之乱给唐朝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

（员）社会混乱，经济遭到破坏。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

坏，尤其是北方地区遭到浩劫。

（圆）唐朝由盛转衰。安史之乱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中央集权，为封建

割据创造了条件。唐朝的国势从此由盛转衰，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

（猿）藩镇割据。唐朝的中央权力衰微，安史旧将和内地节度使权势加大，逐渐形成藩

镇割据的局面。

（源）剥削加重。战争的破坏使劳动力严重不足，因此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这就

使得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

（缘）边疆不稳。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唐王朝从

此内忧外患，岌岌可危。

名师点拨

能力训练
一、选择题

唐朝的繁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漂洋过海、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唐帝国自身也以博大的胸怀兼

容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中外文化双向交流、共享繁

荣。下列事件不能佐证这一现象的是 （ ）

粤援唐蕃联姻 月援鉴真东渡

悦援玄奘西行 阅援遣唐使来华

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的史实充分体现了唐朝对

外交流的特点是 （ ）

粤援高度繁荣，共享太平

月援世界领先，求同存异

悦援对外开放，双向交流

阅援源远流长，泽被东西

如果你生活在唐代，有一天想去今天的朝鲜半

岛旅游度假，你得准备一本 （ ）

粤援《波斯旅游一览》

月援《大食风土人情》

悦援《带你去新罗》

阅援《罗马假日》

唐朝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春宵苦

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两句诗反映的情况，

直接导致了 （ ）

粤援安史之乱的爆发

月援“开元盛世”的出现

悦援唐末农民大起义

阅援唐朝诗歌的繁荣

史书记载：“怨园苑 年，废哀帝，改国号梁，都于汴

（今开封）。”该史书记载的史实与下列哪一人物

有关？ （ ）

粤援朱温 月援李林甫

悦援黄巢 阅援杨国忠

二、非选择题

大唐王朝以相当开放的姿态接纳外部世界，并

受到外部世界的尊重。依据相关提示，完成下列

探究。

【文学说史】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

《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

辉思想的神话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评价说“全书

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

从 员怨 世纪开始，它被翻译为日、英、法、德、俄等十多种

文字流行于世。

（员）《西游记》是根据唐朝哪一历史人物西行取

经的素材创作的？他西行取经的目的地是哪里？

（圆）你认为这一历史人物的哪种精神值得我们

借鉴和学习？我们如何在生活中运用它？

【情景模拟】

唐朝对外主要交通路线图：

（猿）根据上图，写出与唐朝交往的主要国家。（三

个即可）

（源）从唐代开始，海外各国开始把中国人称为

“唐人”，结合所学知识，请你谈谈唐朝能够闻名于世

的原因。

（缘）这位阿拉伯商人回国时带回的哪些商品会

受到本国人或欧洲人的喜爱？

（6）从唐朝对外交往频繁的史实中，我们能得到

什么启示？

基础过关
一、选择题

日本朝廷选拔的使臣大多为通晓经史、才干出

众而且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一流人才。日

本政府精选这些人组成遣唐使团主要是为了 （ ）

粤援传播日本的先进文化

月援增进两国间的友好往来

悦援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

阅援加强两国间的经贸往来

某班举办“中国古代文化使者”的图文展览。“东

瀛有多远，芒履难丈量。袈裟作舟帆，风雨莫阻挡”的

语句与下列哪一人物图片搭配在一起最合适？（ ）

粤援鉴真 月援玄奘

悦援郑和 阅援张骞

班里准备通过探究性学习，了解唐朝时期中亚、

印度半岛的历史和佛学情况，他们最适合参考的书

籍是 （ ）

粤援《史记》

月援《唐诗三百首》

悦援《大唐西域记》

阅援《水经》

下图诗句反映的史实是 （ ）

粤援秦朝暴政 月援赤壁之战

悦援贞观之治 阅援安史之乱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唐末农

民大起义领袖黄巢的名句。黄巢领导的这次起义

（ ）

粤援推翻了唐朝的统治

月援平定了安史之乱

悦援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阅援给唐朝统治以致命的打击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其

中五代是指唐朝灭亡后依次更迭的位于中原地区的

五个政权 （ ）

粤援后梁、后汉、后晋、后唐与后周

月援后唐、后梁、后晋、后汉与后周

悦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

阅援后周、后唐、后晋、后汉与后梁

二、非选择题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

———《日本书纪》

材料二 唐代海内统一，国力鼎盛，文化昌茂，是

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日本多次派外交使团和留

学生来长安。外国来使中，有一部分由盐城海口登陆，

转道内河、陆道而抵长安。

（员）分析材料，想一想日本为什么要向唐朝学习。

分析唐朝对日本的影响。

（圆）日本曾派哪些人前来中国学习？

（猿）从材料中，你能感悟到日本民族具有怎样的

可贵精神？这对于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

什么启示？

日
本

天竺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杜甫《月夜忆舍弟》

马嵬坡兵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节选自白居易《长恨歌》

【译文】 忽然渔阳战鼓响，惊天动地震宫阙；惊坏跳舞的歌伎，

停奏霓裳羽衣曲。九重城楼与宫阙，烽火连天杂烟尘；千军万马护君

王，直向西南急逃奔。翠华龙旗一路摇，队伍走走又停停；西出都城

百来里，来到驿站马嵬亭。龙武军和羽林军，六军不走无奈何；缠绵

委屈的美人，最终在马前丧生。

【解释】 苑缘缘 年 员员 月，唐玄宗带着杨贵妃离开长安，逃向四川。

当他们走到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市西）时，以禁军主帅龙虎大将军陈

玄礼为首的随从将士，杀死宰相杨国忠（杨贵妃堂兄），逼着皇帝处死

杨贵妃。玄宗皇帝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赐贵妃三尺白绫，自缢于马

嵬驿西门外三门佛殿。之后，玄宗皇帝常思念贵妃，惆怅万分而夜不

能寐。

文史互鉴

阴 贺 青

（参考答案见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