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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与文化系列教材”编写规则 

 

现在用于课堂语法教学的中文教材很多，但是缺少合适的不同层次的系列阅读教

材，应波士顿剑桥出版社之邀，我们从2007年到2014年，编写了一套从初级到高级的汉

语与文化阅读教材。 

这套教材共五册，涵盖五个不同的阶段。第一册《天上星星亮晶晶》适用于一年级

第二学期，第二册《太阳有多远》适用二年级第一学期，第三册《月亮总是美好的》适

用于二年级第二学期，第四册《风从哪里来》适用于三年级第一学期，第五册《坐看云

起时》适用于三年级第二学期。 

每一册十篇课文，前三册每篇课文500字左右，30个生词；后两册每篇课文750字左

右，50个生词。后两册除了所用的词汇和语法点难度大于前三册外，还增加了一些成语

和古诗词文句。虽然所有课文都是文章体，但是叙述方式由口语逐渐过渡到书面语。 

这套教材语法点主要依照《现代汉语八百词》，词汇的选用参考一些常用汉语课本。

课后有作业练习，练习包括词语连接，选择答案，思考讨论等，和普通教材不同的是，

阅读教材练习多是理解性的，每册后面有练习答案和生词索引。 

为了帮助学生阅读，书后面附有拼音课文；为了扩展学生的词汇量，课后面列有与

课文内容相关的常用同类词语；为了照顾使用不同字体的学生，采用繁简两种字体。为

了让学生能够反复练习语法和词语，后面课文尽量重复前面课文的语法点和生词。 

我们在这套书的前言里写了，课本是学生学习的范本。所以虽然这只是一套阅读教

材，但我们编写时仍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丝毫不敢大意。所有课文我们自己撰写，

力求做到每篇课文主题明确、内容生动；思路清晰、论述合理；而且特别注意用词规范、

标点准确；语句通顺、行文流畅。其实这五十篇课文涵盖文化内容多、跨越难易幅度大，

加之课文字数及生词量的限制，撰写起来并不容易。 

这五本书的书名都跟天空有关系，并不是事先拟定的。本来我们把第一本也就是第

二册，叫做“小霞的网恋”。但是出版社从学生的角度考虑，认为“太阳的远近”比较

合适。我们想，既然第一本是“太阳”了，那么第二本就“月亮”吧，接着也就“星星”、

“风”和“云”了。后来出版社做宣传时称之为“天空系列”，挺好听的。当然每一册

里面必定有一两篇和书名相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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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语与文化系列教材”编写宗旨 

  

这套教材编写的宗旨是：通过一系列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课文，开阔学生学习中文的

空间；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提高学生阅读中文的水平；增强学生理解中国文化的

能力。 

通过学习语言了解文化知识，通过了解文化知识促进语言学习，二者的互动作用早

已被对外汉语学界所肯定。学生在学中文的过程中了解到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等于给

他们提供了一个和自己文化进行比较的机会。他们在学习中不但提高了他们的汉语水

平，而且还因为了解了很多文化知识而产生了一种成就感。这种不断增加的成就感，又

促使他们更有兴趣地去学习中文。 

现在美国的中学都已经有中文AP课程了，中文AP课程强调学生在学习中文的同时

了解中国文化，这套系列教材对于参加中文AP课程的中学生和选修中文课的大学生以

及自学中文的人都会有所帮助。 

我们知道，学习汉语的学生从初级到高级人数总是呈金字塔状的，这其中有各种各

样的原因，但是，如果让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得到了解中国文化知识的乐趣，有一种

收获文化知识的成就感，应该是减少学生半途而去的办法之一。 

 

3、选用什么样的文化内容 

 

选入哪些文化内容是编写这套教材的最大问题。一般教科书由于受话题和语法的制

约，不可能系统地进行文化的介绍，但是阅读教材可以。但是选用哪些文化内容？选用

的标准是什么？这是编写中最大的问题。下面是我们在遴选文化内容时的一些体会。 

 

3·1  选用学生常常会问到的传统文化 

文化内容多种多样，什么样的文化内容需要出现在教材里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学生

常常会问到的那些文化知识。学了一段时间汉语的学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所接触，幷

逐渐熟悉起来，他们开始试着对比他们自己的文化用中文来了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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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们在过圣诞节和新年的前后，常常会问中国人过年的情形，会问中国人过

年时要不要互相送礼物。在老师解答了中国人过年不送礼物，但要给小孩子压岁钱之后，

他们又会继续发问：为什么要给小孩子压岁钱呢？ 

他们会围绕着中国人过年的活动来问老师：中国人过年为什么要舞龙、舞狮子？他

们在准备感恩节火鶏的时候，也会问到中国节日吃什么样的节日食品。 

他们去中国餐馆吃饭的时候，不仅要问四川菜和北京菜有哪些不同，还常常会问到

餐馆里面为什么会有神龛。那个拿大刀的人是谁。蜡烛下面盘子里面摆的橘子和苹果是

做什么用的。 

他们在情人节前夕给朋友写卡片的时候，自然也会问到中国有没有情人节。他们看

到电影和电视里面的小脚女人和大辫子男人的时候，也一定会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

还会问中国人的姓名有哪些特殊的含义？他的中文名字又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还有为什么中国人结婚的时候要穿红颜色的衣服，而死人的时候却要穿白色的衣服

呢？以及那似乎总也说不清楚的中国人家里的称呼。 

要是他们去了一趟中国城，看了几场中国电影，那问题就会更多了，甚至连测字算

卦是怎么一回事都要一一问到，还有就是汉语教学中有关成语的问题。 

多年来，我们发现学生问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他们

年复一年地问着一些几近相同的问题。 

 

3·2  选用学生常常看到的现代社会文化 

学汉语不只是在传统文化里转圈子，学生会用自己身边的事情来比对中国，他们会

问到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例如：爷爷奶奶住进了老人院的学生，就会问中国的老人是

怎么生活的？一些星期天去教堂的学生，星期一就会问中国人做礼拜吗？接着问中国人

的信仰是什么？学生也会由麦当劳和匹萨等快餐食品问到中国的快餐。还有由于最近中

国的污染问题比较突出，学生就会从由污染说到环境保护。这些内容让学生比较容易用

学过的语言复述。 

我们编写这套不同程度的系列教材，在不同的阶段引入不同层次的文化，低年级学

生主要是“看”，高年级的主要是“想”，所谓“想”就是思考，对文化的内容及影响

进行思考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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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内容应该具有稳定性 

  

文化内容的编写有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我们知道，从一个社会的文化存活时间来看，

有长期和短期之分。所谓长期文化是说这种文化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它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里不会消失或改变；短期文化是说这种文化现象是暂时性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

很快就会改变或者消失。当然长期和短期的概念是相对的，但二者之间毕竟还是有相当

大的区别。  

短期文化大都具有鲜活性，很受人欢迎，但是也很容易因时效而逐渐地消失。比如：

曾经有人写过的“文革”、“六四”、“改革开放”、“待业下岗”、“住房”、“饮

食变化”、“厕所收费”等等。 

编一本教材很不容易，编成使用后，编者希望在再印、再版时，做一些补充修改，

以达到精益求精。但是如果文化内容受时代限制，每过几年就得进行一次脱胎换骨大修

改，就很可能出现改正旧的同时出现新的不足。如果不做修改的话，辛辛苦苦编出来的

教材就可能被淘汰，如果才用了几年就弃之不用，也实在是太可惜了。 

所以，为了能够相对长期的使用，有些即时文化即使是很热门也要慎用；反之，只

要使用的时间能够长一些，哪怕是所谓的“封建糟粕”也在所不惜。当然，如果你有富

裕的财力、精力、时间的话，短期文化的课本也是很有用的。 

 

5、文化内容必须注意准确性 

  

编写文化教材时一定要注意文化内容的准确性，比如：年节的来源、名称的演变、

习惯的成因、风俗的沿袭、统计的数字、文字的含义，等等都要言之有据。我的意思幷

不是非要做多么深入的考据，但是内容可靠的课文才可以较长久地生存下去，才不至于

让老师前后矛盾，让学生觉得中国文化是一笔糊涂帐。为了准确地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和

现代文化，我们在撰写课文时，凡是涉及到古文的都对照了原文，并且在课文后附录了

原文，标明了出处；凡是阐述现代社会问题的都查阅了文献，核实了相关的信息，诸如

年代、数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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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化内容撰写要注意技巧性 

  

有些文化内容是常见的，却表示一种负面的意思，这怎么办？这些文化我们既不能

忽略不谈，也不能把老祖宗的丑揭出来，笑话古人，笑话自己。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尽

可能地把负面的内容从正面来介绍。例如：第三册的“古人很愚蠢吗？”以及“阿Q精

神”等等。 

文化阅读教材不应该出现像汉语课本介绍家人、购物、看球赛那样的内容，文化阅

读教材要介绍的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内容。这就有一个写作的要求，要求课文不仅浅显易

懂，而且要流畅舒适，让学生愿意读，此外还要有可读性和一定的哲理性。 

要达到这个要求实为不易，特别是最初级的低年级教材。我们尽力往这个目标努力，

例如：低年级的“你喜欢什么颜色”，“天上星星亮晶晶”；高年级的“风从哪里来”，

“坐看云起时”等等。另外，高年级教材还有一个内容和篇幅的矛盾，某些话题由于字

数的限制，内容无法完全展示，为了避免文章读起来不完整，我们话题选择和撰写时都

力求做到文章的完整性。 

下面我们从每一册拿出两篇课文，来谈一下“汉语教材是如何融入中国文化的”。 

 

 

 

 



《汉语与文化系列教材》                   黄伟嘉 敖群 
 

 7 

第一册    

一、为什么尊敬老人 

二、狗是人的好朋友 

三、你喜欢什么颜色 

四、喝茶喝酒喝咖啡 

五、快餐盒饭汉堡包 

六、挂件香包吉祥钱 

七、扇子剪纸和风筝 

八、星星的爱情故事 

九、天上星星亮晶晶 

十、长城故宫兵马俑 

第二册    

一、小霞的网恋 

二、小丽想跟谁结婚 

三、不听话的太阳 

四、月宫里的嫦娥 

五、喜欢吃中国菜 

六、中国画儿里有意思  

七、太阳的远近 

八、自以为聪明的人 

九、有礼貌地称呼人 

十、独生子女长大了 

第三册    

一、月亮总是美好的 

二、环境的影响 

三、东西和东西 

四、古人很愚蠢吗﹖ 

五、普通话和地方话 

六、阿Q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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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手足情和七步诗 

八、皇宫和民居 

九、天干地支与十二生肖 

十、文房四宝 

第四册    

一、风从哪里来 

二、新《龟兔赛跑》 

三、什么是歇后语 

四、对联种种 

五、汉字的故事 

六、书的历史 

七、风水与迷信 

八、压岁钱的来源 

九、花儿与花语 

十、《红楼梦》和林黛玉 

第五册    

一、坐看云起时 

二、婚姻的历程 

三、中国古代神话 

四、现代神话与科学幻想 

五、国粹中的书法和中医 

六、京剧也是中国的国粹 

七、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 

八、电与环境 

九、武器与战争   

十、汉字与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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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  三、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爸爸喜欢蓝颜色，他说天是蓝色的，海是蓝色的，蓝色表示宁静。我妈妈喜欢绿

颜色，她说草是绿色的，树是绿色的，绿色表示生命。我姐姐喜欢白色，她说云是白色

的，雪是白色的，白色表示纯洁。 

我喜欢什么颜色呢？我喜欢彩虹的颜色，彩虹有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

颜色；我也喜欢花儿的颜色，花儿有各种不同的颜色，有红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

白的，什么颜色的花儿都有，所以我什么颜色都喜欢。 

过生日的时候，爷爷送给我一盒彩笔，里面有24种不同的颜色。爷爷告诉我，世界

上有很多颜色，多得数也数不清。不过红、绿、蓝是三种基本颜色，其他颜色都是这三

种颜色合成的。 

我爷爷奶奶说，中国人最喜欢红颜色，因为红颜色表示吉利，红颜色能给人们带来

好的运气。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春联是红色的，鞭炮是红色的，小孩子的压岁钱也是红

色的纸包起来的。中国人结婚的时候，新娘穿红颜色的衣服，新郎带大红花，就是希望

红色给他们带来好运气。 

中国人也喜欢黄颜色，因为黄颜色表示富贵，金子是黄色的，龙是黄色的，古代皇

帝穿的衣服，住的宫殿都是黄色的。中国人的祖先就生活在黄土地上，喝的是黄河水，

自己皮肤也是黄色的。 

颜色不但好看而且有特别的含义，颜色让世界变得非常漂亮，所以每个人都喜欢颜

色，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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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册   九、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天黑了，夜晚的天空中出现了许多星星，这些星星像是随意撒上去的钻石，亮晶晶

的散落在远近高低不同的地方。落到远处的，看起来小一些，亮光淡一些；落在近处的，

就大一些，光亮也强一些。因为撒得不匀，有的地方只有稀稀的几颗，有的地方聚集了

很多，最多的密密麻麻的像一条银白色的河。 

其实，天上的星星不是随意撒上去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家，每天晚上它们都会在同

一个地方出来。还有的星星有好几个家，春夏秋冬住在不同的地方。 

星星跟我们一样也有自己的名字，有的叫金星，有的叫火星，还有的叫水星、木星、

土星什么的。有一些星星的名字特别好听，比如：摇光星、海石星、孔雀星、紫薇星、

织女星、牵牛星，等等。 

中国有一位诗人写过一首诗，说星星是天上的街灯，他说：“天上的明星现了，好

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在诗人的心中，天上有

一个美丽的世界。 

很多年来，人们一直想去天上转转，于是就有了“嫦娥奔月”、“牛郎织女”这些

传说；很多年来，星星们也一直想到人间看看，那悄悄划过夜空的一道道亮光，就是偷

偷溜向人间的流星。 

听老人们说，流星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欢乐，所以每当人们看到流星的时候都会

合起手掌，对着流星默默地许愿，他们希望流星给自己带来幸福，给家人带来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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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册   四、月宫里的嫦娥 

 

后羿的妻子叫嫦娥﹐嫦娥长得又漂亮又聪明。嫦娥知道上帝给了后羿一颗“不死

药”﹐她心想：人永远活着多好啊！谁愿意死呢﹖﹗ 

一天﹐嫦娥趁后羿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把那颗“不死药”吃了下去。嫦娥把药吃

下去以后，突然发觉自己的身体变轻了﹐而且越来越轻。渐渐地嫦娥升到了天空中，飞

到了月亮上。这时候嫦娥才明白﹐“不死药”原来是让人永远活在天上的。 

嫦娥飞到月亮上以后﹐就住在月宫里。月宫很大，也很漂亮。月宫的院子里有一棵

高大的桂花树，树底下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白兔。嫦娥每天什么事情都不做，只是唱歌、

跳舞。 

过了一段时间，嫦娥就觉得没有意思了。月宫虽然很大﹐可是没有人跟她一起住﹔

这里虽然有香甜的桂花酒，可是没有人跟她一起喝。月亮上没有人和她说话，没有人听

她唱歌，也没有人跟她跳舞，嫦娥一个人感到很寂寞。 

这时候﹐她想起了她的丈夫后羿，想起了以前的邻居，想起了许多好朋友。嫦娥心

里很难过﹐她后悔自己偷吃了“不死药”。 

一年又一年﹐很多年过去了，嫦娥一个人呆在冷冰冰的月宫里。她常常在想：每当

月亮圆的时候，人们就望着月亮﹐望着月宫里的我。很多人羡慕我﹐都以为我很快乐﹐

我很幸福。 

其实﹐我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我不想呆在月亮上了﹐我要回到人间去。现在如果有

一颗药能让我回去，我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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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册   八、自以为聪明的人 

 

世上有许多聪明人，也有许多自以为聪明的人。聪明人做事情的时候，会想出一些

办法来，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自以为聪明的人做事情的时候，也会想一些办法，但是

他们想出来的办法，常常把事情办坏。下面讲的就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做笨事情的故

事。 

很久以前有个人叫李明，有一年他帮朋友照看庄稼。李明天天去田里看小秧苗长高

了没有，每次去的时候他都觉得小秧苗长得太慢了，好像总是那么一点点儿高，李明有

些着急了。 

李明要想办法让小秧苗长得快一点儿，长得高一些。这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地想啊、想啊……，天快亮的时候，他终于想出来了一个好办法：把小秧苗拔高一点儿。 

想到这个办法以后，李明非常兴奋，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他自言自语地

说：“小秧苗长得慢，我们可以帮助它长快一点儿啊！大家怎么这么笨呢？怎么连这么

简单的办法都想不到呢？” 

李明兴奋得睡不着觉了。天刚刚亮，他就跑到田里去，一个人弯着腰把小秧苗一棵

一棵地往高拔。他拔啊、拔啊……，从早上一直拔到天黑。当田里剩下最后几棵秧苗的

时候，李明累得实在拔不动了，他直起腰来，摇摇晃晃地回家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明就来到田里看他的秧苗。他发现昨天辛辛苦苦拔高的秧苗全都

死了，只有那几棵没有拔的小秧苗直直地站立着，这时候他突然觉得这几棵秧苗一夜之

间好像长高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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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册   一、月亮总是美好的 

  

中国人特别喜欢月亮，中国有许多关于月亮的传说，例如：“嫦娥奔月”、“吴刚

伐树”、“玉兔捣药”等等。 

 “吴刚伐树”是说吴刚学习的时候犯了错误，上帝罚他到月宫里砍伐桂花树。“玉

兔捣药”是说玉兔为了帮助嫦娥回到人间，每天都在精心地制作能够回到人间的新药。 

 中国不但有关于月亮的传说，而且还有月亮的节日。月亮的节日有两个：一个是

元月十五的元宵节﹔一个是八月十五的中秋节。 

元月十五是新年的第一个圆月夜。这天晚上家家户户吃元宵、点灯笼，庆祝圆月的

到来。为什么这天晚上要吃元宵，要点灯笼呢？因为圆圆的元宵和明亮的灯笼，就像天

上的月亮一样。后来人们把这一天就叫做元宵节，也叫做灯笼节。 

月亮每月的十五圆一回，一年要圆十二回。中国人觉得八月十五的月亮最圆、最亮、

最好看。八月十五这天正好是秋天的中间，于是人们把这一天叫做中秋节。 

过中秋节的时候人们吃月饼，圆圆的月饼象征着家人团团圆圆。因为中秋节是家人

团圆的节日，所以中秋节也叫团圆节。这一天在外地学习和工作的人，不管离家多远都

要回来和家人团聚。 

中国人喜欢月亮，因为月亮永远是美好的。人们高兴的时候，望着月亮吟诗、唱歌；

人们伤心的时候，对着月亮述说心中的烦恼；人们睡不着觉的时候，静静地看着月亮，

回想着童年的往事；思念着远方的亲友。 

其实，无论是圆圆的圆月，还是弯弯的月牙，她都会给人们带来一份快乐，一种寄

托和一片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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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册   四、古人很愚蠢吗﹖ 

 

中国古代有很多寓言，寓言里讲的大都是聪明人做聪明事的故事，但是也有一些寓

言讲的是愚蠢人做愚蠢事情的故事。下面的“杞人懮天”、“画蛇添足”、“南辕北辙”

就是愚蠢人做愚蠢事情的故事。 

“杞人忧天”是说杞国有个人担心天会塌下来。他担心天塌下来后自己无处可去，

于是他天天望着天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他朋友劝他说，天是气体组成的，气

体是不会塌下来的。他听了朋友的话以后，才放下心来。 

“画蛇添足”是说有几个人比赛画蛇，先画完的人可以得到一壶酒。一个人画好了

蛇以后，看到其它人还没有画好，就觉得自己很能干，于是又要给蛇添上四只脚。他正

在画蛇脚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画完了。那个人对他说，你输了，蛇是没有脚的，说着就

把酒拿走了。 

“南辕北辙”是说一个人要去南方，可是他朝北走。他的朋友告诉他说：“你的方

向错了。”他回答说：“我的马跑得快，我的路费多，我的马夫好。”朋友对他说：“你

的方向错了，你的马跑得越快，你的路费越多，你的马夫越好，最后离你要去的地方越

远。” 

寓言都是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小故事，每一个寓言都告诉人们一个道理。那么上面

这三个寓言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不是说古人很愚蠢呢﹖ 

当然不是啦。这三个寓言是从反面教育大家，不要像寓言里的人那样做愚蠢的事情。

“杞人懮天”告诉我们不要为不必要的事情担心﹔“画蛇添足”告诉我们不要做不必要

的事情﹔“南辕北辙”告诉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方向，看清楚自己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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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册   一、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风。风和雨、雪一样是

一种自然现象，不过风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当风在我们面前吹过时，我们才能感觉到

它的存在。风其实是流动的空气，流动的空气就是风。 

空气为什么会流动呢？科学家说，空气跟水一样，从压力高的地方往压力低的地方

流动，空气流动就产生了风。流动慢的叫微风，流动快的叫大风，流动速度特别快的叫

狂风或者飓风。每年夏季，台湾、福建和广东等沿海地区都会出现强烈的飓风，人们把

这种季节性飓风叫做台风。 

风是从哪里来的呢？两千多年前中国有位大文学家叫宋玉，他写过一篇文章叫《风

赋》。他说风最初在平地上形成，从湖中水草尖儿上轻轻飘起，顺着山涧峡谷溜进大山

深处，然后一路疾行，遇到山洞时它大声怒吼，遇到树林便恣意狂舞。文学家对风的描

述和科学家不一样，字里行间充满着诗情画意。 

人们喜欢风，但是不喜欢大风，更不喜欢飓风，因为飓风会给人们带来灾害。刮飓

风时房屋被吹坏，树枝被刮断。还有一种飓风叫龙卷风，它卷起来的灰尘像一条龙的样

子，从地面一直连到天空。龙卷风把大树连根拔起，把牛马卷到天上，把村庄夷为平地。 

人们喜欢微风，微风给人们带来一种清爽舒适的感觉，它可以吹去身上的燥热，吹

走心中的烦恼。“风和日丽、风清月朗、风轻云淡”说的都是微风。即便是雨天，当人

们用“和风细雨”来描述它时，你可以想象出那种烟雨蒙蒙的景色，能体会到那种沁人

心脾的感受。 

风是大自然的产物，给人类带来舒适也带来灾难。很多年来，人们一直想方设法利

用风来造福于人类。古时候人们发明了风车，利用风力汲水浇灌土地，现在人们利用风

力发电，风力发电不需要很多投资，而且没有污染。 

读到这里，我们知道了风是从哪里来的，也知道了风是怎么产生的，那么谁能告诉

我，风是怎么消失的？消失的风又去哪儿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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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册   七、风水与迷信 

 

风水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之一，有人说它是研究住宅的一门学问，有人说它是迷

信。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风水研究的不是住宅的建筑质量和设计风格，而是住宅的地

理位置和内部结构所显示的吉凶福祸。风水大师说，他们从风水的角度可以看出住宅给

居住者带来的是吉祥还是凶险，所以有人说它是迷信。 

研究风水的人认为，人的疾病与健康、穷困与富裕；官场的升迁与罢免、生意的成

功与失败，都跟所居住的房屋有关系。如果房屋的风水好，居住在里面的人就会健康长

寿、升官发财，而且子孙满堂。 

古人建造房屋都要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请他们来看房屋的外部环境，看房屋的内

部结构。不仅老百姓盖房子要请风水先生，皇帝建造宫殿也要请风水先生。人们把风水

最好的地方称做风水宝地，研究风水的书上说，背靠大山，面临河流，门前开阔，两侧

有所依托的地方就是风水宝地。 

古时候盖房子要看风水，修建墓地也要看风水，那时的人们相信在风水好的地方修

建墓地，祖先可以保佑子孙平安，家族兴旺。据史书记载，古代皇帝的陵墓，无论秦朝

的秦始皇陵，还是唐朝的武则天陵，或者清朝皇帝的十三陵，它们占据的都是风水宝地。 

风水这种传统文化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在，今天仍然有不少人相信风水，很多人买

房子的时候都会请风水先生来看一看。如果房子的地理位置不好，他们会听从风水先生

的建议，在门头镶一面小镜子，或者在门前放一块大石头，说是这样可以把晦气、灾祸

挡在门外。如果房子的内部结构不好，他们也会听风水先生的建议，在进门处立一个屏

风，或者在客厅里放一个鱼缸，或者在卧室中摆一块水晶，说这样可以化凶险为吉利，

为家人带来好运和福气。 

那么风水究竟是迷信还是学问？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历史上很多人在风水宝地上盖

房屋、建墓地，可是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没有荣华富贵；我也知道历代皇帝的宫殿和陵

墓占据了许多风水宝地，可是他们的后代却不见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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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册   一、坐看云起时 

 

云是飘浮在天上的，虽然我们每天都看得到它，但是摸不到。摸不到不是因为它高

高在上，而是因为云是一种水汽，是聚集在一起的水汽，所以即便你在高山之上，云雾

之中，也无法把它捧在手中，揣在怀里。这种聚集在一起的水汽接近地面时叫做雾，升

到天空中叫云。因此人们常常把它们连起来说，例如：“云雾缭绕”、“腾云驾雾”、

“云消雾散”、“拨开云雾见青天”等等。 

古时候人们十分喜欢看云，唐朝诗人王维有一首诗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意思是诗人沿着山涧登山，走到水流消失之处，坐下来看身边飘起的白云。在中国古代，

许多地方都有专门看云的观云台、望云亭等。 

为什么古人喜欢看云呢？因为云能给人们带来一种美的享受。一片片的白云在蓝天

里伸展卷曲、变幻多端，时而像朵朵繁花，时而似层层鱼鳞，时而如缕缕银丝，为广袤

无际的天空增添了许多生动和妩媚。尤其每当清晨、傍晚时分，绚丽多彩的云霞把天空

渲染得一片灿烂光辉。  

云还能给人们一种启发，古人说你静静地看那些来去无踪、如梦似幻的云，看久了

就会有一些遐想，会悟出一些人生哲理。古人喜欢的不止是云舒卷自如、婀娜多姿的形

状，更喜欢云无拘无束、无所欲求的性格。 

晋代诗人陶渊明说：“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句话表面上说云从深山

中飘浮出来是无心之行，鸟儿飞累了知道要回窝。实际上是说自己出来做官就像山中飘

浮出来的云一样，并非本意；如今像倦飞的鸟一样要辞官回家，归隐深山。唐代诗人焦

郁在《白云向空尽》诗中说：“白云升远岫，摇曳入晴空。乘化随舒卷，无心任始终。”

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白云从远山中升起，摇摇摆摆飘向晴空。无拘无束伸展卷曲，

无所欲求任其生灭。 

云原本是一种自然现象，无思维，亦无性格，是古人据其特性赋予了它一种性格，

并以此作为当时人们的一种行为准则。古人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思想加在植物、动物，甚

至自然现象之上，就像前一本书里的“花儿与花语”一样。 

  

     

http://chengyu.itlearner.com/cy12/12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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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册   十、汉字与中华民族 

 

世界上曾经有过四大古文字：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中国文字和玛雅文字，如

今除了中国文字以外，其它三种文字早已经不再使用，中国文字——汉字是世界上唯一

使用了3000多年目前仍然使用的文字。 

文字本来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们交际的辅助工具，但是由于汉字具有象形和表

意的性质，所以它除了记录语言、交流思想外，还承载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用

汉字记录的历史、文学、哲学等中华文化典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中国悠久的历史和

灿烂的文化借助汉字这个载体得以流传至今。 

因为汉字字体和字义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所以汉字有一种超越时间的功能，这种

功能可以让现代人阅读历史各个时代的书籍。例如：今天的小学生可以轻松地朗读唐朝

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也能很容易地看

懂春秋时期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的含义，还有的学者要在2000年多

前的儒家学说中找到治理当今世界的药方。 

汉字不但有超越时间的功能，还具有超越空间的功能。中国疆域辽阔、方言众多，

许多方言的语音差别非常大。但是由于天南海北的中国人使用的是同一个文字，所以当

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时，可以借助文字来进行交流。例如：“上街”的“街”普通话读

jie，湖南话读gai，闽南话读jue，上海话读ga，不同方言区的读音虽然不一样，但是写出

来的汉字一样，表示一样的意思。 

汉字超越时空的功能使其具有一种很强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让中国这个文化底蕴

深厚的泱泱大国几千年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放弃汉字，改

用拼音文字，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会流失，悠久的历史就会断裂；如果我们以前使用的是

拼音文字，那么不同方言区的人就无法交流。长期以往，国家就有可能分裂，泱泱之大

国也许早就不存在了。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它承载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明，凝聚中华民族。世界上

众多的文字中，大概只有汉字可以让一个民族延续不断，昌盛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