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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学期学过的某篇课文，写一则随感。200
字左右。

提示：

1.选定课文后，可以再仔细读一遍，然后选

择自己感触最深的一点来写。

2.尽量少引述，重点写出自己的感受。

3.可以写得自由灵动些，尽可能富有新意。

一群健壮的青年，一片广袤的黄

土高原，一场激烈有力、欢快、酣畅淋

漓的舞蹈，这———就是《安塞腰鼓》。

（点出所读课文，极富激情的文字，简

洁概括《安塞腰鼓》的主要内容。）

急促的鼓点迸发出元气淋漓，奏

出了震天动地的生命强音。（紧承上

文，评价安塞腰鼓的特点。）我在安塞

腰鼓的古典中热血沸腾，那勃勃的生

机，那磅礴的力量，敲击在我的心上，

激起万丈雄心。（联系自身，引出后文

感受。）青春年少的我们，就像这安塞

腰鼓，满怀激情，雄姿英发，只要认准

了目标，便会尽自己的全力去实现，

一行动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

了！（青春就是热情，就是激情，就是

奋斗。）骤雨一样，是无尽的动力；火

花一样，是燃烧的信念；斗虎一样，是

不竭的斗志。（仿写《安塞腰鼓》中的

句子，将“读”与“感”紧密结合，自然流

畅。）就让我们心中的那一团烈火燃

烧起来吧，让我们为了自己的梦想而

举起手中的鼓槌，狠狠地敲击命运的

大鼓，全力以赴，无枉青春！（发出呼

吁，引人共鸣。）

读罢《桃花源记》，我对渔人产生

了厌恶之情。（开门见山，点出对渔人

的厌恶，紧紧扣住题目。）他受到桃花

源人的盛情款待，理应知恩图报，可他

对桃花源中人“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叮

嘱置若罔闻，一出来便“处处志之”。其

心机之缜密，昭然若揭。（用文中句子

分析渔人心机，有据可依。）他接下来

“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的举动便让

人生疑，人们不禁要问：“渔人到底想

干什么？”（谴责之意跃然纸上。）桃花

源中的米香犹在，酒味犹存，嘱咐犹

新，难道这一切他全都忘了吗？没有！

如果出卖桃花源的秘密能够换来金

钱，于我有利，为什么不可为呢？此时

的渔人是不会顾忌什么道德的，他只

知道自己网住了世之罕见的一条“大

鱼”，要做成一笔大买卖了。（议论犀

利，指出渔人的利欲熏心之可怕。）“太

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

复得路”的目的，除了向人们暗示桃花

源是虚构的，更重要的是暗示人们，在

当时战祸连年、“渔人”当道的条件下，

桃花源即使是真，亦将不复存在。（感

慨总结，照应开头。）

本次写作是写随感，怎样才能写好随感呢？

1.熟读深思。“感”是要建立在“读”的基础上。读熟

了，读懂了，感受自然丰富了，写作时就会水到渠成。

2.立意新颖。随感侧重一个“感”字，写作时要

有独特的视角和立意。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有

人读出的是海伦·凯勒的坚强不屈；有人读出的是

海伦·凯勒的乐观豁达；有人沐浴在文字传递的美

好情境中；还有人重新建立了对生活的态度……写

随感不要人云亦云，这样文章才会引人入胜。

3.读感结合。可以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一边

引用书中某些精彩的词句，一边谈自己的阅读感

受；还可以采用以小见大、联系生活实际的方法写

随感。可以联系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也可以联系自

己的所见所闻；可以是正面的经验，也可以是反面

的教训……

微题目

微技法

微作文秀

【郭老师找亮点】

这篇随感，独辟蹊

径，点评陶渊明笔下的渔

人固执、虚伪、贪婪，其行

为与淳朴、善良的桃花源

中人对比，断然不是一个

导游者，他是一个地道的

心灵上有缺陷的“愚人”。

观点独特，语言犀利，令

人叹服。

世俗之心令人心寒
———《桃花源记》读后感

【郭老师找亮点】

本文是一篇优秀的片

段。一、立意独到，深刻新颖。

作者对《安塞腰鼓》进行独特

的情感解析，从这篇课文中

读出了向上的力量，并联系

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呼吁青

春奋斗，难能可贵。二、语言

独秀，文采飞扬。文章多处使

用排比，极富气势；多用短

句，音韵铿锵。

感受力量，奋斗无悔
———读《安塞腰鼓》有感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

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引用原

文，准确简洁。）这是陶渊明描绘的桃

花源，它恬静、优美，令人心旷神怡，

无限向往。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

有这样一片桃花源。（亮出观点：每个

人心中都有一片桃花源。）它可能是

一个安静的所在，如黄昏时的公园，

如日落时的海边；它可能是一本书，

如带你进入哲学世界的《苏菲的世

界》，如令你感受人格力量的《简·爱》；

它也可能只是一段音乐，如知音共赏

的《高山流水》，如带给你鼓舞和力量

的《最初的梦想》。（运用排比句具体写

出什么才是“每个人心中的桃花源”。）

生活中总有烦恼，总有压力，这时

候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精神的桃花源，

那里纯洁得没有一丝污垢，带给我们

最单纯最宁静的幸福。（运用比喻的

修辞手法，点出桃花源是人们休憩的

精神家园。）

【郭老师找亮点】

作者由课文得出感

点，然后围绕这个感点，

运用排比和比喻的修辞

手法，形象地写出感点的

内涵和作用。选点准确，

感受深刻。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桃花源

微评比

以上三个片段，最喜欢 ，因为：

微信扫描二维码

因获取语文学习资源。

因家长加入交流群，交流孩子的学

习规划，做孩子的强大后盾！

朋友从波光潋滟的南方来。降落在呼伦贝

尔大地，他不由得一脸惊讶———这不是回到了

冬天吗？的确，这里看不到绿色，积雪一如冬季

覆盖在无垠的草原上，马群的后面冰碴和霜花

飞扬而起……我告诉他，这里的春天在银装素

裹中。

呼伦贝尔位于祖国版图的“鸡冠”处，大兴

安岭群山由西南向东北纵贯其间。在大山的西

面，就是茫茫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驱车走向

草原深处，一路看烟雪浩渺，苍穹浑然。脑海中

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通通被平坦旷远的地势

摊平，遥看有，近却无。

走出一百公里，伊和乌拉山像巨人一样平

地而起。此山诞生于远古的某一次地壳运动，海

面成为草原，礁石升腾成山。在山的顶端，兀立

着一排高大的岩石，像是长生天信手将一段长

城放在了这里，恰好挡住了西伯利亚来的寒流。

鹰在这里坐窝孵卵，是因为这里险峻又有

阳光。这岩石的南北两面的温差很大，一块面包

在南可以晒焦，在北可以雪藏到夏天。朋友背靠

岩石而立，果然感到一片温热，瞬间将身上的寒

凉驱走。我拨开脚下的草丛，让朋友看——— 一

抹嫩嫩的绿，已经在泥土里洇出。

一切仿佛都是长生天的杰作，伊和乌拉山

脚下，九曲十八弯的海拉尔河缓缓流过。海拉尔

河发源于大兴安岭，凛冽而又野性的河水从山

间泉涌直下，到了平坦的草原就没了脾气，乖乖

变成绣女手中的丝线，慢慢地在天鹅绒般的大

地上缠绕，不知道绕了多少道弯，方依依不舍地

离去。

谁说季节还在沉睡？西来的风撒下一把冰

冷的钢针，为河道除了积雪，掀开盖头，让春天

由此崭露美颜。看那河床吧———长长的蓝冰在

雪原上闪耀光泽，犹如蓝宝石的无数切面，反弹

着太阳的光芒，熠熠楚楚，美不胜收。走下山去，

我们远远就闻到了河水的气味，是灌木浸泡在

水中的清香，是干草在冰雪中酥软的冷香。蓝冰

的边缘已经融化，河畔弥漫着温情的潮湿。我们

拥抱蓝冰，听到河底微微的水声。

我要在这里找一朵花儿给朋友看。那花是

从雪窠里长出来的生命，是寒冷中彩色的童话，

是一个渺小的奇迹。果然，在柳树下的残雪中，

我找到了它。这学名叫细裂白头翁的小花，已然

含苞待放！它是那么低调，浑身是毛茸茸的灰，

只有花蕾上一抹幽幽的蓝。这小小的蓝花，是草

原花海的第一声呐喊，也是春天里最富营养的

牧草。

黛绿色的松林，把群山涂抹得深深浅浅，

风被山林阻断，炊烟像水墨一样袅袅升起，天地

犹如曲终人散的水晶宫殿，澄明而寂静。耳边是

马蹄敲击雪窠的声音、雪块从松枝上坠落的声

音……

当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一道阳光猛然袭

来，像无数金箭射入遍地白雪。风景一泻千里，

到处积雪暄腾，如蝴蝶在马腿前纷纭。

行至大兴安岭脚下的林缘草原，我们去看

牧民斯仁道尔吉家的春牧场。斯仁道尔吉和娜

莎正在接羔，看到我们，一笑，示意我们不要再

往前走了。我知道，如果惊扰了刚生了宝宝的母

羊，它就会拒绝哺育自己的新生儿。

忙了一天，数一数接下的羊羔，足足十七

头！丰收了！这是斯仁道尔吉和娜莎回到草原接

手父母的牧场以来，第二次取得足以告慰父母

的好成绩。斯仁道尔吉说：“我们牧人的幸福就

在羊身上，羊好，日子就好。”

去年秋天，草原上终于又出现了丝丝缕缕

的晨雾秋霜，这就说明地下水的水位在渐渐恢

复。牧草上挂着珍珠的草原就要回来！盼只盼，

再来几场雪，草原有了银色满满的春天，就有

一碧千里的夏天，就有遍野金黄的秋天。

（选自《文苑·经典美文》2019年第5期，有删节）

主题阅读屋

特邀供稿 / 吴应海

世上最崔嵬的，恐

怕要属山了；山中最平坦

的，大约要算路了。在进

入华山山门，看到石砌的

山路两边的乱石危峰时，

我曾侥幸地想：多亏了有

山路！然而，当我们过了

回心石来到太华咽喉千

尺幢时，当初的那点庆幸

却被唬得无影无踪了。

千尺幢，狭长的一

条山缝，被两边陡立的山

岩紧紧夹住，从那高处看

不见尽头的地方，垂下两

条长长的铁索。铁索之间，密密匝匝地横着数不清的窄

窄的石级，上面蠕动着一长串虫儿似的爬山人。提心吊

胆地爬上千尺幢，惊魂未定，便是同样险峻的百尺峡。

于是，依然是小心翼翼，依然是全神贯注，依然是如履

薄冰，爬上百尺峡，几次峰回路转，便到了擦耳岩。左边

是无底的深渊，右边是入云的峭壁，峭壁半腰是依着山

势蜿蜒起伏的窄窄山路。我们不得不贴紧岩壁，擦耳

而过。

“看，苍龙岭！”有人惊呼。啊，难道这也算路吗？一

道山脊，又窄又陡，像瘦骨嶙峋的驴背，扫一眼都让人

头晕。于是，所有的人都被它的险峻震慑住了，一种如

临大敌的恐慌在每个人心头蔓延。刚进山门时，十多人

大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心壮志，而今，只剩我们几

人横下心来，组成“敢死队”，义无反顾了。其实，凉凉的

山风挟着滚滚的雾霭，顺着山谷奔流而来，那“驴背”仿

佛禁不住寒意而微微颤抖。趁着雾霭的掩护，我们总算

攀上苍龙岭。待我们在“韩退之投书处”小憩时，回顾来

路，后怕得直伸舌头。

终于到了南天门。南天门倒不奇，奇的是它后面

有“天下第一险”之称的长空栈道。谁相信这也是“路”

啊！一座独木桥，通向峭壁半腰的栈道。一边是壁立千

仞，直插苍穹，一边是云海茫茫。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

深，只知道山在头上，云在脚下，一道倚天绝壁矗立在

云天之间。此时，我们仿佛拥有了一段别人所不曾有的

非凡经历。

古云自古华山一条路，然而那是一条怎样的路

啊！千尺幢、百尺峡，你凸凸凹凹，坎坎坷坷，是让桀骜

的大山给颠簸的吗？擦耳岩、苍龙岭，你歪歪斜斜，蜿蜿

蜒蜒，是让剽悍的山风给刮歪的吗？还有长空栈道，这

哪是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啊，那硬是凭人力从没有路

的地方凿出来的，但华山的路最终还是缚住了大山！

曾有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路的地方，便到处都是

路。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开拓，华山何止一条路！

人生之路，不也是如此吗？

（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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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撰稿 / 郭雪爱

以下栏目期待广大老
师和同学的稿件支持———

第一版

主题阅读屋：精选或与课

文主题相关，或与学生生活相

关，或与节日节令相关的经典

美文或新鲜时文，组成一个专

版。要求有精短的赏读。共 猿园园园
字左右。

名家作品选粹：精选某一

名家作品，组成一个专版。要求

选文经典，能代表作家风格；对

选文进行多样加工，或析手法，

或悟情感，或摘美句等，切入点

要小，避免含混笼统。共 猿园园园
字左右。

名著视窗：对八年级部编

教材（下）中的两部名著（《傅雷

家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进

行知识的整合和梳理。包括：

淤人物形象扫描，即对名著中

的主要人物的性格、事件做一

简要介绍；于重点情节研读，即

截取精彩段落，或做片段欣赏

（可分析写法，可分析语言技

巧等），或设题。

字词大观园：意义或字形
相近的易混字词的辨析；新词

的解读，即从全新角度解读
词语的起源、演变及使用等。

缘园园 字以内。

趣味语文馆：包括人物春

秋、文史札记、神话传说、经典

广告、趣味对联、有趣短信、名

人逸事、文化视点、民俗风情

等。缘园园 字以内。

第四版

升格演示厅：包括写作文

题、病文展示、点石成金（旁批

式）、失误会诊（总评）、收获多

多等。

青青荷苑：校园文学社团
的简介及成员优秀文章的展

示。要求有社团介绍、社团学生

佳作 猿~缘 篇、社团活动照片等。

投稿邮箱：

曾曾遭赠憎赃8岳员圆远援糟燥皂

征稿启事

用稿声明
《学习报》是一份多学科、

多层次、多角度，面向全国大、
中、小学生及教育工作者的教
辅类报纸。本报的办报方针是

“紧扣课标及教材，针对年级特
点和学科特色同步辅导”。本

报旨在拓宽学生阅读视野，激

发学习兴趣，培养高尚的人格
和高雅的情趣，提升综合能力。

本报诚征各学科各类教育、教

辅稿件，撰稿、荐稿者请注意以

下事项。

1.稿件一经采用，即视为

同意将网络传播权及电子发行
权授予本报。本报一次性支付
的稿 酬已包含上述 授 权的
使用费。

2.稿件中选用他人文章
时，请务必注明原稿件作者姓
名和选文出处，否则不予刊登。

若原出版者注明“未经许可，不

得转载”，请勿推荐，来稿一律

不收。推荐类稿件一经采用，

本报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之规定给原作者和
推荐者奉寄稿酬和样报。

3.由于部分作者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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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精段精练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

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

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 ，为岩。青

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

澈，影布石上。 然不动， 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

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 ， 。

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

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

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8.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句子。

9援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

（1）皆
·
若空游无所依

（2）日光
·
下澈

（3）悄怆幽
·
邃

10.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

（1）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2）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11.下列对选文的分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援第一段采用移步换景的写法，介绍发现小石

潭的经过和小石潭周围的环境。

B援第二段采用定点特写的方法，描写潭水和潭

中游鱼。

C援第四段描绘了小石潭寂静寥落的环境，是作者

对环境凄凉的感受，也是其遭贬后忧伤心情的流露。

D援本文着意渲染了小石潭幽深冷寂的环境，抒

发了作者贬居生活的孤寂、无奈之情。

资料卡片

上期参考答案2020年 2月 12日 第 30期 2020年 2月 12日 第 30期

课内篇·快乐演练

学 习 报
八 年 级 语 文

《小石潭记》
课文赏读

加入《学习报》家长交流群

交流孩子的学习规划

加入名师微课家长伴学群

看视频，重点难点全掌握

（本版参考答案见下期二、三版中缝）

《小石潭记》

特邀拟题 / 罗正兵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

百步，又得钴钅母潭。潭西二十五步，当

湍而浚者为鱼梁淤。梁之上有丘焉，生

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于，负土而出，

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 然盂相累

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

列而上者，若熊罴榆之登于山。

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

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

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予怜而售

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

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

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

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

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

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 之声与耳谋，

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

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 、杜虞，则贵游之士争

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

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

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选自《永州八记》）

注释：淤鱼梁：用石砌成的拦截水流、中开缺口以便

捕鱼的堰。于偃蹇：形容石头高耸的样子。盂 （q侃n）然：山

势高峻的样子。榆罴（p侏）：棕熊。虞沣（f佶ng）、镐（h伽o）、
（h俅）、杜：均为古地名，其中沣、镐分别为周文王、周武王

建都处。

译文：找到西山后的第八天，循着山口向西北走两百
步，又发现了钴钅母潭。离潭西二十五步，正当水深流急的地
方是一道坝。坝顶上有一座小丘，上面长着竹子和树木。小

丘上的石头拔地而起曲折起伏，破土而出，争奇斗怪的，
几乎多得数不清。那高耸的石头相拥着向下倾斜的，好像

成群的牛马在小溪里饮水一样；那些像兽角一样排列着、
倾斜着向上的石头，好像棕熊在向山上攀登。

这小丘很小，不足一亩，可以装到笼子里占为己有。

我打听它的主人是谁，有人说：“这是唐家不要的地方，想
出售而没人买。”问它的价钱，说：“只要四百文。”我很喜欢

它，就买了下来。李深源、元克己这时和我一起游览，他们
都非常高兴，认为是出乎意料的收获。我们就轮流拿起镰
刀、锄头，铲去杂草，砍掉那些乱七八糟的树，点起一把大
火把它们烧掉。好看的树木、竹子显露出来了，奇峭的石头

也呈现出来了。站在其中眺望，只见四面的高山，天上的浮
云，潺潺的溪流，遨游的飞禽走兽，全都欢快地呈巧献技，
效力在这小丘之下。（我们在小丘上）枕着石头席地而卧，

清澈明净的溪水使我眼目舒适，潺潺的水声分外悦耳，那

悠远寥廓、恬静幽深的境界使人心旷神怡。不满十天（我）

就得到两处风景胜地，即使古代爱好山水的人士，也许没
有到过这地方吧。

唉！凭着这小丘优美的景色，如果把它放到京都附近
的沣、镐、 、杜等地，那么，喜欢游览观赏的人士争先恐后
地来买它的，每天增加一千金恐怕更加买不到。如今被抛

弃在这荒僻的永州，连农民、渔夫走过也瞧不上眼，售价只
有四百文钱，一连几年也卖不出去。而我和深源、克己独独

因为得到它而高兴，难道遇上这个小丘真的要靠运气吗？
我把这篇文章写在石碑上，用来庆贺与这小丘的遇合。

创作背景：公元805年，柳宗元在其参加的唐宋古文

运动中失败，遭到政敌的迫害，被贬到永州当司马。柳宗

元名义上虽是政府官员，但没有任何权力，不能过问政

事。永州是个偏僻的山沟，柳宗元在此整整住了十年。其

间，柳宗元随遇感怀，发愤读书，寄情山水，创作了大量的

诗歌散文；其中，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柳宗元在永州时

写成的。

一、一词多义

1.清：水尤清冽（清澈）

以其境过清（凄清）

香远益清（周敦颐《爱莲说》）（清芬）

2.环：如鸣 环（名词，玉饰）

四面竹树环合（动词，环绕）

3.可：潭中鱼可百许头（大约）

不可久居（可以，能够）

二、重点虚词

以：全石以为底（介词，把）

卷石底以出（连词，相当于“而”，可不译）

以其境过清（介词，因为）

三、古今异义词

1.乃记之而
·
去

古义：离开。今义：前往，到某处。

2.崔氏二
·
小

·
生

古义：年轻人。今义：戏曲艺术中的一种角色。

四、词类活用

1.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

西：名词作状语，向西。

2.心乐之

乐：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以……为乐。

3.皆若空游无所依

空：名词作状语，在空中。

4.日光下澈

下：名词作状语，向下。

5.斗折蛇行

斗：名词作状语，像北斗星那样。

蛇：名词作状语，像蛇那样。

6.其岸势犬牙差互

犬牙：名词作状语，像狗的牙齿那样。

7.凄神寒骨

凄：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悲伤。

寒：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寒冷。

五、特殊句式

1.省略句

（1）斗折蛇行

“斗”前省略主语“溪水”，应为“（溪水）斗折

蛇行”。

（2）坐潭上

“坐”前省略主语“我”，“潭”前省略介词

“于”，应为“（我）坐（于）潭上”。

2.倒装句

全石以为底

宾语前置，应为“以全石为底”。

六、名句积累

1.通过描写小石潭中的鱼儿来表现水清的

句子是：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2.既概括了小石潭环境清幽的特点，又写

出了作者凄苦悲凉的心情的句子是：凄神寒骨，

悄怆幽邃。

3.未见小石潭，即已暗示小石潭景色优美

的句子是：隔篁竹，闻水声，如鸣 环。

七、出自本文的成语

1. 然不动：静止不动。

2.斗折蛇行：像北斗星那样曲折，像蛇那

样蜿蜒前行。形容道路曲折蜿蜒。

3.犬牙差互：像狗的牙齿那样交错不齐。

清代学者王国维说：“以我观物，万物皆着

我之色彩。”《小石潭记》就是一篇打着作者主观

性烙印的文章。

《小石潭记》是柳宗元被贬永州以后所写。

小石潭原是钴 潭西边的小丘再往西的一个无

名潭水，或者说一个大水洼罢了。但是，在柳宗

元的笔下，这里的水、鱼、树、石相互映衬，构成

了一幅美妙谐调的潭水图画。

你看这里的水。它的声音，“如鸣珮环”；它

的性状，“水尤清冽”；它的情态，“皆若空游无所

依”（从鱼儿空游来反衬水的清澈柔美）。

你看这里的鱼。有数量，“潭中鱼可百许

头”；有情态，“ 然不动， 尔远逝，往来翕忽，似

与游者相乐”。尤其最后一句最为精彩。我们知

道，鱼本是没有情感的。这里的鱼却“与游者相

乐”，其实，读者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心情很好

的柳宗元在与鱼儿“相乐”呢？

你看这里的树。“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

披拂。”那青青的树和翠绿的藤蔓缠绕在一

起，织就一张绿色的网，点缀在小潭的四周；那

参差不齐的枝条，随风摆动，不也在与小潭“相

乐”吗？

你看这里的石。“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

以出，为坻，为屿，为 ，为岩。”“坻”即水中高

地；“屿”是小岛；“ ”是不平的岩石。这些石头

形状各异、千姿百态，又“全石以为底”，这样看

来，小石潭完全是一个由各种形态的石头围出

的池潭。这个小石潭虽然无名，但它多么独特

啊，在这里，又有作者发现的多少惊喜与乐趣在

里面呢？

我们回过头再看一眼这个小潭———水清，

鱼趣，树茂，石奇。但作者并没有就此而止，还要

乘兴追寻其源头，“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

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美的体验

在此达到一个高潮。

从以上这些近乎完美的风景画般的描写

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被贬谪时忘情融入山

水时那短暂的快乐。但从“其境过清”等句子也

不难发现，他贬谪生活中不时袭来的孤凄悲凉

的心境。

特邀撰稿 / 水 鱼

《小石潭记》文言知识梳理

钴
钅母
潭
西
小
丘
记

拓
展
阅
读

一版

《傅雷家书》导读（三）

1. 傅聪 2.《傅雷家

书》是书信汇编，独立成

篇，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选择性阅读；《傅雷家书》

是位知识渊博的父亲给孩

子的人生指导，阅读这本

书，感受父子深情的同时，

还可以丰富文化、艺术、历

史等各领域的知识，适合

采用摘记、批注的方法阅

读。 3.略。

三版

《桃花源记》知识检测

1.（1）沿着，顺着（2）尽
（3）仅仅、只（4）整齐的样

子（5）田间小路（6）详细

（7）记号（8）拜访 2.D（A.寻
找/随即，不久；B.舍掉/房
屋；C .实现 /果实；D.听
到。）3.B（A.助词，的/代
词，指问题；B. ……的样

子；C.副词，于是，就/竟然，

居然；D.介词，对，向/被。）

4.D（A.古义：妻子儿女；今

义：男子的配偶。B.古义：

不要说，更不必说；今义：

表条件关系的关联词语。

C.古义：新鲜美好；今义：

食物新鲜，味道好。D.隔
绝、不通音讯。）5.（1）东晋

靖节先生（2）豁然开朗

（3）老人 小孩（4）阡陌交

通 鸡犬相闻 6.“黄发垂

髫，并怡然自乐”展现出一

幅和谐安宁、自得其乐的

幸福生活图景。 7.寄托了

作者对和平（没有战乱）的

向往，对平等、和谐、自足

的幸福生活的追求。 8.阡
陌交通 鸡犬相闻 9.（1）
类（2）全，都（3）与人世隔

绝的地方 10.（1）老人和

小孩，个个都安闲快乐。

（2）渔人一一向（桃花源中

人）详细地说出自己听到

的事，他们听了都感叹惋

惜。 11.B（主要是对外界

朝代的更替及带给人们的

战争灾难叹惋不已。）

连线中考

1.（1）交错相通（2）同
“邀”，邀请（3）沿着、顺着

（4）做记号 2.（1）芳草新

鲜美好，落花繁多。（2）（他

们）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

然不知道有过汉朝，更不

必说魏朝和晋朝了。 3.C
（暗示桃花源人不愿与世

人交往的心理。） 4.相
似点：都是当时不可实现

的虚幻想象；都描绘了一

个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

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

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 ，为岩。青

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

澈，影布石上。 然不动， 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

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

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

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

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1.解释下列加点的词。

（1）潭中鱼
·
可百许头（ ）

（2）
·
然不动（ ）

（3）
·
尔远逝（ ）

（4）以其境过
·
清（ ）

2.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

（1）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2）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3.下列对文章内容和写法的分析不正确的一

项是 （ ）

A.这篇短小精美的山水游记，按“发现小石

潭———潭中景物———小潭溪流———潭上感受———

交代同游者”的顺序，记录了作者游览的经历。

B.文章开篇以环 相击之音来写水声，表现出

水声的清脆，令人愉悦；同时也借水声烘托出环境

的幽静。

C.第二段写游鱼，先总体写鱼的大体数量和

“空游无所依”的状态，接着采用特写镜头写日光鱼

影，勾画出一幅生动活泼的游鱼图。

D.作者善用正面和侧面的描写方法来写景物，

如“斗折蛇行”就是采用侧面描写的方法写出了溪

流的曲折蜿蜒。

4.作者感到“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这不仅仅

是自然环境的冷清所致，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请

结合选文和链接材料（作者同时期在永州写给友人

的信），探究其深层原因。

【链接材料】

仆淤闷即出游,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于复

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圆土盂，一遇和景榆，伸展支体，

亦以为适，然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选自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有删节）

【注】淤仆：对自己的谦称。于已：过一会儿。

盂譬如囚拘圆土：好像被囚禁在圆形围墙之中。榆和

景：温暖的日光。

（2019年重庆市A卷中考试题）

基础·积累运用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

（1）心
·
乐之

（2）水尤清
·
冽

（3）潭中鱼可百
·
许头

（4）日光下
·
澈

（5）往来
·
翕

·
忽

2.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

A.如鸣珮
·
环

·
环而攻之而不胜

B.乃记之而
·
去 成礼而

·
去

C.水尤
·
清冽 香远益

·
清

D.不可久
·
居

·
居天下之广居

3.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

项是 （ ）

A.
·
乃记之而去

·
乃不知有汉

B.
·
然不动 人恒过，

·
然后能改

C.似
·
与游者相乐 念无

·
与为乐者

D.
·
以其境过清

·
以君之力

4.下列句子的翻译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全石以为底。

翻译：以整块的石头为底。

B. 尔远逝。

翻译：忽然间在远处消逝了。

C.斗折蛇行。

翻译：（溪水）像北斗星那样曲折，像蛇那样蜿

蜒前行。

D.凄神寒骨。

翻译：让人感到心情悲伤，寒气透骨。

5.填空。

（1）柳宗元，字子厚， 代文学家。

（2）文中高度概括小石潭的氛围，同时抒发作

者政治受挫遭贬后忧伤心情的句子是：

。

（3）文中描写游鱼静态的句子是：

；描写游鱼动态的句子是：

。

6援历史上，有不少文人为了排遣被贬之后内心

的寂寞、苦闷、抑郁之情，或望月释怀，或寄情山水。

请根据下面的上联，结合本文内容，对出下联。

上联：苏东坡消除寂寞夜游承天寺；

下联： 。

7.请你仿照示例，展开想象，为你所设计的小

石潭的某处景点写一段导游词，要求抓住其特点，

用富有激情的、生动的语言进行介绍。

示例：小径通幽———走入小径，你会体会到青

树翠蔓、蒙络摇缀的优美意境，会闻到沁人心脾的

翠竹清香，也会听到如鸣 环的潺潺的流水声，还

会欣赏到鸟鸣山更幽的意境。近观则竹树环合，轻

风徐来；远眺则群山连绵，雾霭苍茫。

连线中考

小 石 潭 记
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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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精段精练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

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

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 ，为岩。青

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

澈，影布石上。 然不动， 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

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 ， 。

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

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

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8.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句子。

9援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

（1）皆
·
若空游无所依

（2）日光
·
下澈

（3）悄怆幽
·
邃

10.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

（1）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2）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11.下列对选文的分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援第一段采用移步换景的写法，介绍发现小石

潭的经过和小石潭周围的环境。

B援第二段采用定点特写的方法，描写潭水和潭

中游鱼。

C援第四段描绘了小石潭寂静寥落的环境，是作者

对环境凄凉的感受，也是其遭贬后忧伤心情的流露。

D援本文着意渲染了小石潭幽深冷寂的环境，抒

发了作者贬居生活的孤寂、无奈之情。

资料卡片

上期参考答案2020年 2月 12日 第 30期 2020年 2月 12日 第 30期

课内篇·快乐演练

学 习 报
八 年 级 语 文

《小石潭记》
课文赏读

加入《学习报》家长交流群

交流孩子的学习规划

加入名师微课家长伴学群

看视频，重点难点全掌握

（本版参考答案见下期二、三版中缝）

《小石潭记》

特邀拟题 / 罗正兵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

百步，又得钴钅母潭。潭西二十五步，当

湍而浚者为鱼梁淤。梁之上有丘焉，生

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于，负土而出，

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 然盂相累

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

列而上者，若熊罴榆之登于山。

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

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

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予怜而售

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

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

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

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

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

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 之声与耳谋，

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

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 、杜虞，则贵游之士争

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

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

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选自《永州八记》）

注释：淤鱼梁：用石砌成的拦截水流、中开缺口以便

捕鱼的堰。于偃蹇：形容石头高耸的样子。盂 （q侃n）然：山

势高峻的样子。榆罴（p侏）：棕熊。虞沣（f佶ng）、镐（h伽o）、
（h俅）、杜：均为古地名，其中沣、镐分别为周文王、周武王

建都处。

译文：找到西山后的第八天，循着山口向西北走两百
步，又发现了钴钅母潭。离潭西二十五步，正当水深流急的地
方是一道坝。坝顶上有一座小丘，上面长着竹子和树木。小

丘上的石头拔地而起曲折起伏，破土而出，争奇斗怪的，
几乎多得数不清。那高耸的石头相拥着向下倾斜的，好像

成群的牛马在小溪里饮水一样；那些像兽角一样排列着、
倾斜着向上的石头，好像棕熊在向山上攀登。

这小丘很小，不足一亩，可以装到笼子里占为己有。

我打听它的主人是谁，有人说：“这是唐家不要的地方，想
出售而没人买。”问它的价钱，说：“只要四百文。”我很喜欢

它，就买了下来。李深源、元克己这时和我一起游览，他们
都非常高兴，认为是出乎意料的收获。我们就轮流拿起镰
刀、锄头，铲去杂草，砍掉那些乱七八糟的树，点起一把大
火把它们烧掉。好看的树木、竹子显露出来了，奇峭的石头

也呈现出来了。站在其中眺望，只见四面的高山，天上的浮
云，潺潺的溪流，遨游的飞禽走兽，全都欢快地呈巧献技，
效力在这小丘之下。（我们在小丘上）枕着石头席地而卧，

清澈明净的溪水使我眼目舒适，潺潺的水声分外悦耳，那

悠远寥廓、恬静幽深的境界使人心旷神怡。不满十天（我）

就得到两处风景胜地，即使古代爱好山水的人士，也许没
有到过这地方吧。

唉！凭着这小丘优美的景色，如果把它放到京都附近
的沣、镐、 、杜等地，那么，喜欢游览观赏的人士争先恐后
地来买它的，每天增加一千金恐怕更加买不到。如今被抛

弃在这荒僻的永州，连农民、渔夫走过也瞧不上眼，售价只
有四百文钱，一连几年也卖不出去。而我和深源、克己独独

因为得到它而高兴，难道遇上这个小丘真的要靠运气吗？
我把这篇文章写在石碑上，用来庆贺与这小丘的遇合。

创作背景：公元805年，柳宗元在其参加的唐宋古文

运动中失败，遭到政敌的迫害，被贬到永州当司马。柳宗

元名义上虽是政府官员，但没有任何权力，不能过问政

事。永州是个偏僻的山沟，柳宗元在此整整住了十年。其

间，柳宗元随遇感怀，发愤读书，寄情山水，创作了大量的

诗歌散文；其中，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柳宗元在永州时

写成的。

一、一词多义

1.清：水尤清冽（清澈）

以其境过清（凄清）

香远益清（周敦颐《爱莲说》）（清芬）

2.环：如鸣 环（名词，玉饰）

四面竹树环合（动词，环绕）

3.可：潭中鱼可百许头（大约）

不可久居（可以，能够）

二、重点虚词

以：全石以为底（介词，把）

卷石底以出（连词，相当于“而”，可不译）

以其境过清（介词，因为）

三、古今异义词

1.乃记之而
·
去

古义：离开。今义：前往，到某处。

2.崔氏二
·
小

·
生

古义：年轻人。今义：戏曲艺术中的一种角色。

四、词类活用

1.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

西：名词作状语，向西。

2.心乐之

乐：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以……为乐。

3.皆若空游无所依

空：名词作状语，在空中。

4.日光下澈

下：名词作状语，向下。

5.斗折蛇行

斗：名词作状语，像北斗星那样。

蛇：名词作状语，像蛇那样。

6.其岸势犬牙差互

犬牙：名词作状语，像狗的牙齿那样。

7.凄神寒骨

凄：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悲伤。

寒：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寒冷。

五、特殊句式

1.省略句

（1）斗折蛇行

“斗”前省略主语“溪水”，应为“（溪水）斗折

蛇行”。

（2）坐潭上

“坐”前省略主语“我”，“潭”前省略介词

“于”，应为“（我）坐（于）潭上”。

2.倒装句

全石以为底

宾语前置，应为“以全石为底”。

六、名句积累

1.通过描写小石潭中的鱼儿来表现水清的

句子是：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2.既概括了小石潭环境清幽的特点，又写

出了作者凄苦悲凉的心情的句子是：凄神寒骨，

悄怆幽邃。

3.未见小石潭，即已暗示小石潭景色优美

的句子是：隔篁竹，闻水声，如鸣 环。

七、出自本文的成语

1. 然不动：静止不动。

2.斗折蛇行：像北斗星那样曲折，像蛇那

样蜿蜒前行。形容道路曲折蜿蜒。

3.犬牙差互：像狗的牙齿那样交错不齐。

清代学者王国维说：“以我观物，万物皆着

我之色彩。”《小石潭记》就是一篇打着作者主观

性烙印的文章。

《小石潭记》是柳宗元被贬永州以后所写。

小石潭原是钴 潭西边的小丘再往西的一个无

名潭水，或者说一个大水洼罢了。但是，在柳宗

元的笔下，这里的水、鱼、树、石相互映衬，构成

了一幅美妙谐调的潭水图画。

你看这里的水。它的声音，“如鸣珮环”；它

的性状，“水尤清冽”；它的情态，“皆若空游无所

依”（从鱼儿空游来反衬水的清澈柔美）。

你看这里的鱼。有数量，“潭中鱼可百许

头”；有情态，“ 然不动， 尔远逝，往来翕忽，似

与游者相乐”。尤其最后一句最为精彩。我们知

道，鱼本是没有情感的。这里的鱼却“与游者相

乐”，其实，读者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心情很好

的柳宗元在与鱼儿“相乐”呢？

你看这里的树。“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

披拂。”那青青的树和翠绿的藤蔓缠绕在一

起，织就一张绿色的网，点缀在小潭的四周；那

参差不齐的枝条，随风摆动，不也在与小潭“相

乐”吗？

你看这里的石。“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

以出，为坻，为屿，为 ，为岩。”“坻”即水中高

地；“屿”是小岛；“ ”是不平的岩石。这些石头

形状各异、千姿百态，又“全石以为底”，这样看

来，小石潭完全是一个由各种形态的石头围出

的池潭。这个小石潭虽然无名，但它多么独特

啊，在这里，又有作者发现的多少惊喜与乐趣在

里面呢？

我们回过头再看一眼这个小潭———水清，

鱼趣，树茂，石奇。但作者并没有就此而止，还要

乘兴追寻其源头，“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

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美的体验

在此达到一个高潮。

从以上这些近乎完美的风景画般的描写

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被贬谪时忘情融入山

水时那短暂的快乐。但从“其境过清”等句子也

不难发现，他贬谪生活中不时袭来的孤凄悲凉

的心境。

特邀撰稿 / 水 鱼

《小石潭记》文言知识梳理

钴
钅母
潭
西
小
丘
记

拓
展
阅
读

一版

《傅雷家书》导读（三）

1. 傅聪 2.《傅雷家

书》是书信汇编，独立成

篇，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选择性阅读；《傅雷家书》

是位知识渊博的父亲给孩

子的人生指导，阅读这本

书，感受父子深情的同时，

还可以丰富文化、艺术、历

史等各领域的知识，适合

采用摘记、批注的方法阅

读。 3.略。

三版

《桃花源记》知识检测

1.（1）沿着，顺着（2）尽
（3）仅仅、只（4）整齐的样

子（5）田间小路（6）详细

（7）记号（8）拜访 2.D（A.寻
找/随即，不久；B.舍掉/房
屋；C .实现 /果实；D.听
到。）3.B（A.助词，的/代
词，指问题；B. ……的样

子；C.副词，于是，就/竟然，

居然；D.介词，对，向/被。）

4.D（A.古义：妻子儿女；今

义：男子的配偶。B.古义：

不要说，更不必说；今义：

表条件关系的关联词语。

C.古义：新鲜美好；今义：

食物新鲜，味道好。D.隔
绝、不通音讯。）5.（1）东晋

靖节先生（2）豁然开朗

（3）老人 小孩（4）阡陌交

通 鸡犬相闻 6.“黄发垂

髫，并怡然自乐”展现出一

幅和谐安宁、自得其乐的

幸福生活图景。 7.寄托了

作者对和平（没有战乱）的

向往，对平等、和谐、自足

的幸福生活的追求。 8.阡
陌交通 鸡犬相闻 9.（1）
类（2）全，都（3）与人世隔

绝的地方 10.（1）老人和

小孩，个个都安闲快乐。

（2）渔人一一向（桃花源中

人）详细地说出自己听到

的事，他们听了都感叹惋

惜。 11.B（主要是对外界

朝代的更替及带给人们的

战争灾难叹惋不已。）

连线中考

1.（1）交错相通（2）同
“邀”，邀请（3）沿着、顺着

（4）做记号 2.（1）芳草新

鲜美好，落花繁多。（2）（他

们）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

然不知道有过汉朝，更不

必说魏朝和晋朝了。 3.C
（暗示桃花源人不愿与世

人交往的心理。） 4.相
似点：都是当时不可实现

的虚幻想象；都描绘了一

个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

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

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 ，为岩。青

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

澈，影布石上。 然不动， 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

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

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

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

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1.解释下列加点的词。

（1）潭中鱼
·
可百许头（ ）

（2）
·
然不动（ ）

（3）
·
尔远逝（ ）

（4）以其境过
·
清（ ）

2.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

（1）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2）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3.下列对文章内容和写法的分析不正确的一

项是 （ ）

A.这篇短小精美的山水游记，按“发现小石

潭———潭中景物———小潭溪流———潭上感受———

交代同游者”的顺序，记录了作者游览的经历。

B.文章开篇以环 相击之音来写水声，表现出

水声的清脆，令人愉悦；同时也借水声烘托出环境

的幽静。

C.第二段写游鱼，先总体写鱼的大体数量和

“空游无所依”的状态，接着采用特写镜头写日光鱼

影，勾画出一幅生动活泼的游鱼图。

D.作者善用正面和侧面的描写方法来写景物，

如“斗折蛇行”就是采用侧面描写的方法写出了溪

流的曲折蜿蜒。

4.作者感到“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这不仅仅

是自然环境的冷清所致，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请

结合选文和链接材料（作者同时期在永州写给友人

的信），探究其深层原因。

【链接材料】

仆淤闷即出游,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于复

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圆土盂，一遇和景榆，伸展支体，

亦以为适，然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选自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有删节）

【注】淤仆：对自己的谦称。于已：过一会儿。

盂譬如囚拘圆土：好像被囚禁在圆形围墙之中。榆和

景：温暖的日光。

（2019年重庆市A卷中考试题）

基础·积累运用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

（1）心
·
乐之

（2）水尤清
·
冽

（3）潭中鱼可百
·
许头

（4）日光下
·
澈

（5）往来
·
翕

·
忽

2.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

A.如鸣珮
·
环

·
环而攻之而不胜

B.乃记之而
·
去 成礼而

·
去

C.水尤
·
清冽 香远益

·
清

D.不可久
·
居

·
居天下之广居

3.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

项是 （ ）

A.
·
乃记之而去

·
乃不知有汉

B.
·
然不动 人恒过，

·
然后能改

C.似
·
与游者相乐 念无

·
与为乐者

D.
·
以其境过清

·
以君之力

4.下列句子的翻译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全石以为底。

翻译：以整块的石头为底。

B. 尔远逝。

翻译：忽然间在远处消逝了。

C.斗折蛇行。

翻译：（溪水）像北斗星那样曲折，像蛇那样蜿

蜒前行。

D.凄神寒骨。

翻译：让人感到心情悲伤，寒气透骨。

5.填空。

（1）柳宗元，字子厚， 代文学家。

（2）文中高度概括小石潭的氛围，同时抒发作

者政治受挫遭贬后忧伤心情的句子是：

。

（3）文中描写游鱼静态的句子是：

；描写游鱼动态的句子是：

。

6援历史上，有不少文人为了排遣被贬之后内心

的寂寞、苦闷、抑郁之情，或望月释怀，或寄情山水。

请根据下面的上联，结合本文内容，对出下联。

上联：苏东坡消除寂寞夜游承天寺；

下联： 。

7.请你仿照示例，展开想象，为你所设计的小

石潭的某处景点写一段导游词，要求抓住其特点，

用富有激情的、生动的语言进行介绍。

示例：小径通幽———走入小径，你会体会到青

树翠蔓、蒙络摇缀的优美意境，会闻到沁人心脾的

翠竹清香，也会听到如鸣 环的潺潺的流水声，还

会欣赏到鸟鸣山更幽的意境。近观则竹树环合，轻

风徐来；远眺则群山连绵，雾霭苍茫。

连线中考

小 石 潭 记
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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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学期学过的某篇课文，写一则随感。200
字左右。

提示：

1.选定课文后，可以再仔细读一遍，然后选

择自己感触最深的一点来写。

2.尽量少引述，重点写出自己的感受。

3.可以写得自由灵动些，尽可能富有新意。

一群健壮的青年，一片广袤的黄

土高原，一场激烈有力、欢快、酣畅淋

漓的舞蹈，这———就是《安塞腰鼓》。

（点出所读课文，极富激情的文字，简

洁概括《安塞腰鼓》的主要内容。）

急促的鼓点迸发出元气淋漓，奏

出了震天动地的生命强音。（紧承上

文，评价安塞腰鼓的特点。）我在安塞

腰鼓的古典中热血沸腾，那勃勃的生

机，那磅礴的力量，敲击在我的心上，

激起万丈雄心。（联系自身，引出后文

感受。）青春年少的我们，就像这安塞

腰鼓，满怀激情，雄姿英发，只要认准

了目标，便会尽自己的全力去实现，

一行动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

了！（青春就是热情，就是激情，就是

奋斗。）骤雨一样，是无尽的动力；火

花一样，是燃烧的信念；斗虎一样，是

不竭的斗志。（仿写《安塞腰鼓》中的

句子，将“读”与“感”紧密结合，自然流

畅。）就让我们心中的那一团烈火燃

烧起来吧，让我们为了自己的梦想而

举起手中的鼓槌，狠狠地敲击命运的

大鼓，全力以赴，无枉青春！（发出呼

吁，引人共鸣。）

读罢《桃花源记》，我对渔人产生

了厌恶之情。（开门见山，点出对渔人

的厌恶，紧紧扣住题目。）他受到桃花

源人的盛情款待，理应知恩图报，可他

对桃花源中人“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叮

嘱置若罔闻，一出来便“处处志之”。其

心机之缜密，昭然若揭。（用文中句子

分析渔人心机，有据可依。）他接下来

“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的举动便让

人生疑，人们不禁要问：“渔人到底想

干什么？”（谴责之意跃然纸上。）桃花

源中的米香犹在，酒味犹存，嘱咐犹

新，难道这一切他全都忘了吗？没有！

如果出卖桃花源的秘密能够换来金

钱，于我有利，为什么不可为呢？此时

的渔人是不会顾忌什么道德的，他只

知道自己网住了世之罕见的一条“大

鱼”，要做成一笔大买卖了。（议论犀

利，指出渔人的利欲熏心之可怕。）“太

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

复得路”的目的，除了向人们暗示桃花

源是虚构的，更重要的是暗示人们，在

当时战祸连年、“渔人”当道的条件下，

桃花源即使是真，亦将不复存在。（感

慨总结，照应开头。）

本次写作是写随感，怎样才能写好随感呢？

1.熟读深思。“感”是要建立在“读”的基础上。读熟

了，读懂了，感受自然丰富了，写作时就会水到渠成。

2.立意新颖。随感侧重一个“感”字，写作时要

有独特的视角和立意。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有

人读出的是海伦·凯勒的坚强不屈；有人读出的是

海伦·凯勒的乐观豁达；有人沐浴在文字传递的美

好情境中；还有人重新建立了对生活的态度……写

随感不要人云亦云，这样文章才会引人入胜。

3.读感结合。可以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一边

引用书中某些精彩的词句，一边谈自己的阅读感

受；还可以采用以小见大、联系生活实际的方法写

随感。可以联系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也可以联系自

己的所见所闻；可以是正面的经验，也可以是反面

的教训……

微题目

微技法

微作文秀

【郭老师找亮点】

这篇随感，独辟蹊

径，点评陶渊明笔下的渔

人固执、虚伪、贪婪，其行

为与淳朴、善良的桃花源

中人对比，断然不是一个

导游者，他是一个地道的

心灵上有缺陷的“愚人”。

观点独特，语言犀利，令

人叹服。

世俗之心令人心寒
———《桃花源记》读后感

【郭老师找亮点】

本文是一篇优秀的片

段。一、立意独到，深刻新颖。

作者对《安塞腰鼓》进行独特

的情感解析，从这篇课文中

读出了向上的力量，并联系

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呼吁青

春奋斗，难能可贵。二、语言

独秀，文采飞扬。文章多处使

用排比，极富气势；多用短

句，音韵铿锵。

感受力量，奋斗无悔
———读《安塞腰鼓》有感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

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引用原

文，准确简洁。）这是陶渊明描绘的桃

花源，它恬静、优美，令人心旷神怡，

无限向往。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

有这样一片桃花源。（亮出观点：每个

人心中都有一片桃花源。）它可能是

一个安静的所在，如黄昏时的公园，

如日落时的海边；它可能是一本书，

如带你进入哲学世界的《苏菲的世

界》，如令你感受人格力量的《简·爱》；

它也可能只是一段音乐，如知音共赏

的《高山流水》，如带给你鼓舞和力量

的《最初的梦想》。（运用排比句具体写

出什么才是“每个人心中的桃花源”。）

生活中总有烦恼，总有压力，这时

候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精神的桃花源，

那里纯洁得没有一丝污垢，带给我们

最单纯最宁静的幸福。（运用比喻的

修辞手法，点出桃花源是人们休憩的

精神家园。）

【郭老师找亮点】

作者由课文得出感

点，然后围绕这个感点，

运用排比和比喻的修辞

手法，形象地写出感点的

内涵和作用。选点准确，

感受深刻。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桃花源

微评比

以上三个片段，最喜欢 ，因为：

微信扫描二维码

因获取语文学习资源。

因家长加入交流群，交流孩子的学

习规划，做孩子的强大后盾！

朋友从波光潋滟的南方来。降落在呼伦贝

尔大地，他不由得一脸惊讶———这不是回到了

冬天吗？的确，这里看不到绿色，积雪一如冬季

覆盖在无垠的草原上，马群的后面冰碴和霜花

飞扬而起……我告诉他，这里的春天在银装素

裹中。

呼伦贝尔位于祖国版图的“鸡冠”处，大兴

安岭群山由西南向东北纵贯其间。在大山的西

面，就是茫茫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驱车走向

草原深处，一路看烟雪浩渺，苍穹浑然。脑海中

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通通被平坦旷远的地势

摊平，遥看有，近却无。

走出一百公里，伊和乌拉山像巨人一样平

地而起。此山诞生于远古的某一次地壳运动，海

面成为草原，礁石升腾成山。在山的顶端，兀立

着一排高大的岩石，像是长生天信手将一段长

城放在了这里，恰好挡住了西伯利亚来的寒流。

鹰在这里坐窝孵卵，是因为这里险峻又有

阳光。这岩石的南北两面的温差很大，一块面包

在南可以晒焦，在北可以雪藏到夏天。朋友背靠

岩石而立，果然感到一片温热，瞬间将身上的寒

凉驱走。我拨开脚下的草丛，让朋友看——— 一

抹嫩嫩的绿，已经在泥土里洇出。

一切仿佛都是长生天的杰作，伊和乌拉山

脚下，九曲十八弯的海拉尔河缓缓流过。海拉尔

河发源于大兴安岭，凛冽而又野性的河水从山

间泉涌直下，到了平坦的草原就没了脾气，乖乖

变成绣女手中的丝线，慢慢地在天鹅绒般的大

地上缠绕，不知道绕了多少道弯，方依依不舍地

离去。

谁说季节还在沉睡？西来的风撒下一把冰

冷的钢针，为河道除了积雪，掀开盖头，让春天

由此崭露美颜。看那河床吧———长长的蓝冰在

雪原上闪耀光泽，犹如蓝宝石的无数切面，反弹

着太阳的光芒，熠熠楚楚，美不胜收。走下山去，

我们远远就闻到了河水的气味，是灌木浸泡在

水中的清香，是干草在冰雪中酥软的冷香。蓝冰

的边缘已经融化，河畔弥漫着温情的潮湿。我们

拥抱蓝冰，听到河底微微的水声。

我要在这里找一朵花儿给朋友看。那花是

从雪窠里长出来的生命，是寒冷中彩色的童话，

是一个渺小的奇迹。果然，在柳树下的残雪中，

我找到了它。这学名叫细裂白头翁的小花，已然

含苞待放！它是那么低调，浑身是毛茸茸的灰，

只有花蕾上一抹幽幽的蓝。这小小的蓝花，是草

原花海的第一声呐喊，也是春天里最富营养的

牧草。

黛绿色的松林，把群山涂抹得深深浅浅，

风被山林阻断，炊烟像水墨一样袅袅升起，天地

犹如曲终人散的水晶宫殿，澄明而寂静。耳边是

马蹄敲击雪窠的声音、雪块从松枝上坠落的声

音……

当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一道阳光猛然袭

来，像无数金箭射入遍地白雪。风景一泻千里，

到处积雪暄腾，如蝴蝶在马腿前纷纭。

行至大兴安岭脚下的林缘草原，我们去看

牧民斯仁道尔吉家的春牧场。斯仁道尔吉和娜

莎正在接羔，看到我们，一笑，示意我们不要再

往前走了。我知道，如果惊扰了刚生了宝宝的母

羊，它就会拒绝哺育自己的新生儿。

忙了一天，数一数接下的羊羔，足足十七

头！丰收了！这是斯仁道尔吉和娜莎回到草原接

手父母的牧场以来，第二次取得足以告慰父母

的好成绩。斯仁道尔吉说：“我们牧人的幸福就

在羊身上，羊好，日子就好。”

去年秋天，草原上终于又出现了丝丝缕缕

的晨雾秋霜，这就说明地下水的水位在渐渐恢

复。牧草上挂着珍珠的草原就要回来！盼只盼，

再来几场雪，草原有了银色满满的春天，就有

一碧千里的夏天，就有遍野金黄的秋天。

（选自《文苑·经典美文》2019年第5期，有删节）

主题阅读屋

特邀供稿 / 吴应海

世上最崔嵬的，恐

怕要属山了；山中最平坦

的，大约要算路了。在进

入华山山门，看到石砌的

山路两边的乱石危峰时，

我曾侥幸地想：多亏了有

山路！然而，当我们过了

回心石来到太华咽喉千

尺幢时，当初的那点庆幸

却被唬得无影无踪了。

千尺幢，狭长的一

条山缝，被两边陡立的山

岩紧紧夹住，从那高处看

不见尽头的地方，垂下两

条长长的铁索。铁索之间，密密匝匝地横着数不清的窄

窄的石级，上面蠕动着一长串虫儿似的爬山人。提心吊

胆地爬上千尺幢，惊魂未定，便是同样险峻的百尺峡。

于是，依然是小心翼翼，依然是全神贯注，依然是如履

薄冰，爬上百尺峡，几次峰回路转，便到了擦耳岩。左边

是无底的深渊，右边是入云的峭壁，峭壁半腰是依着山

势蜿蜒起伏的窄窄山路。我们不得不贴紧岩壁，擦耳

而过。

“看，苍龙岭！”有人惊呼。啊，难道这也算路吗？一

道山脊，又窄又陡，像瘦骨嶙峋的驴背，扫一眼都让人

头晕。于是，所有的人都被它的险峻震慑住了，一种如

临大敌的恐慌在每个人心头蔓延。刚进山门时，十多人

大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心壮志，而今，只剩我们几

人横下心来，组成“敢死队”，义无反顾了。其实，凉凉的

山风挟着滚滚的雾霭，顺着山谷奔流而来，那“驴背”仿

佛禁不住寒意而微微颤抖。趁着雾霭的掩护，我们总算

攀上苍龙岭。待我们在“韩退之投书处”小憩时，回顾来

路，后怕得直伸舌头。

终于到了南天门。南天门倒不奇，奇的是它后面

有“天下第一险”之称的长空栈道。谁相信这也是“路”

啊！一座独木桥，通向峭壁半腰的栈道。一边是壁立千

仞，直插苍穹，一边是云海茫茫。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

深，只知道山在头上，云在脚下，一道倚天绝壁矗立在

云天之间。此时，我们仿佛拥有了一段别人所不曾有的

非凡经历。

古云自古华山一条路，然而那是一条怎样的路

啊！千尺幢、百尺峡，你凸凸凹凹，坎坎坷坷，是让桀骜

的大山给颠簸的吗？擦耳岩、苍龙岭，你歪歪斜斜，蜿蜿

蜒蜒，是让剽悍的山风给刮歪的吗？还有长空栈道，这

哪是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啊，那硬是凭人力从没有路

的地方凿出来的，但华山的路最终还是缚住了大山！

曾有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路的地方，便到处都是

路。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开拓，华山何止一条路！

人生之路，不也是如此吗？

（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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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撰稿 / 郭雪爱

以下栏目期待广大老
师和同学的稿件支持———

第一版

主题阅读屋：精选或与课

文主题相关，或与学生生活相

关，或与节日节令相关的经典

美文或新鲜时文，组成一个专

版。要求有精短的赏读。共 猿园园园
字左右。

名家作品选粹：精选某一

名家作品，组成一个专版。要求

选文经典，能代表作家风格；对

选文进行多样加工，或析手法，

或悟情感，或摘美句等，切入点

要小，避免含混笼统。共 猿园园园
字左右。

名著视窗：对八年级部编

教材（下）中的两部名著（《傅雷

家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进

行知识的整合和梳理。包括：

淤人物形象扫描，即对名著中

的主要人物的性格、事件做一

简要介绍；于重点情节研读，即

截取精彩段落，或做片段欣赏

（可分析写法，可分析语言技

巧等），或设题。

字词大观园：意义或字形
相近的易混字词的辨析；新词

的解读，即从全新角度解读
词语的起源、演变及使用等。

缘园园 字以内。

趣味语文馆：包括人物春

秋、文史札记、神话传说、经典

广告、趣味对联、有趣短信、名

人逸事、文化视点、民俗风情

等。缘园园 字以内。

第四版

升格演示厅：包括写作文

题、病文展示、点石成金（旁批

式）、失误会诊（总评）、收获多

多等。

青青荷苑：校园文学社团
的简介及成员优秀文章的展

示。要求有社团介绍、社团学生

佳作 猿~缘 篇、社团活动照片等。

投稿邮箱：

曾曾遭赠憎赃8岳员圆远援糟燥皂

征稿启事

用稿声明
《学习报》是一份多学科、

多层次、多角度，面向全国大、
中、小学生及教育工作者的教
辅类报纸。本报的办报方针是

“紧扣课标及教材，针对年级特
点和学科特色同步辅导”。本

报旨在拓宽学生阅读视野，激

发学习兴趣，培养高尚的人格
和高雅的情趣，提升综合能力。

本报诚征各学科各类教育、教

辅稿件，撰稿、荐稿者请注意以

下事项。

1.稿件一经采用，即视为

同意将网络传播权及电子发行
权授予本报。本报一次性支付
的稿 酬已包含上述 授 权的
使用费。

2.稿件中选用他人文章
时，请务必注明原稿件作者姓
名和选文出处，否则不予刊登。

若原出版者注明“未经许可，不

得转载”，请勿推荐，来稿一律

不收。推荐类稿件一经采用，

本报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之规定给原作者和
推荐者奉寄稿酬和样报。

3.由于部分作者通讯地址
不详，请您见报后与我报及时
联系，以便奉寄稿酬和样报。

电话：0351—3239626（总
编办）

或请与各编辑部联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