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假期阅读文章一   短片小说 《动物凶猛》 节选 

作者  王朔 

     … … 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城市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豪华饭店、商场，也没有

那么多的人。 

     除了几条规模不大的商业街，多数大街只是零星几间食品店和百货铺子，不到季

节，货架上的商品也很单调，大多是凭票供应的基本生活用品。街上常见的是四轮驱

动的军用吉普车和一些老式的苏联、波兰轿车。 

     上班上学时间，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干部在闲逛，路边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都

乘家寥寥。热闹的场面只有特殊的日子能看到，游行的群众队伍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

不通。 

     城里没什么年轻人，他们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 

     那时我十五岁，在一所离家很远的中学读初三，每天从东城到西城穿过整个市区

乘公共汽车上学。这是我父母为了使我免受原来的一些坏朋友的影响所采取的极端措

施。我原来就读的那所中学过去是所女中，自从开始接受男人入校后便陷入混乱，校

纪废弛。为了不受欺侮，男孩子很自然地形成一个个人数不等的团伙。每日放学，各

个团伙便在胡同里集体斗殴，使用砖头和钢丝锁，有时也用刀子。直到其中一个被打

得头破血流便一哄而散。这场面使得所有正派学生父母心惊肉跳。我感激所处的那个

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

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

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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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上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前程已经决

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

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

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对自然会轮到我。 

     唯一可称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

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

世瞩目的战争英雄。我仅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战友们隔离开来，从那充满活力的学校转到一所死气沉沉的

学校——这所新学校是当时全市硕果仅存的几所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之一——我

会感到多么无聊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新学校中很长时间没找到同志，后来虽然交了

几个朋友。但我发现他们处于教师的影响之下。我是惯于群威群胆的，没有盟邦，我

也惧于单枪匹马地冒天下之大不违向教师挑衅。这就如同老鼠被迫和自己的天敌——

猫妥协，接受并服从猫的权威，尽管都是些名种猫，老鼠的苦闷不言而喻。 

     我觉得我后来的低级趣味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和当时的情势所迫大有联系。我

那时主要从公共汽车上人们的互相辱骂和争吵中寻找乐趣，很多精致的下流都是那时

期领悟的。 

     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

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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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e à la compréhension : 

 

词汇 拼音 法文/中文意思 

豪华 haohua luxueux 

零星 lingxing quelques 

百货铺子 baihuo puzi magasin 

苏联 sulian (ex) l’URSS 

波兰 bolan Pologne 

出差 chuchai Se déplacer pour une mission 

干部 ganbu cadre 

寥寥 liaoliao peu 

场面 changmian scène 

特殊 teshu 特别 

群众 qunzhong peuple 

水泄不通 shuixiebutong bouché 

采取 caiqu 用 

极端 jiduan extrême 

措施 cuoshi mesure 

混乱 hunluan désordre 

废弛 feichi abandonner 

欺侮 qiwu intimider 

团伙 tuanhuo gang 

斗殴 dou’ou 打架 

一哄而散 yihong’ersan se disperser 

心惊肉跳 xinjingroutiao effrayé 

感激 ganji 感谢 

空前 kongqian 一直到现在 

解放 jiefang libération/libérer 

即便 jibian 即使 

无计可施 wujikeshi sans solutions 



强迫 qiangpo forcer 

诱惑 youhuo tentation 

闹事 naoshi semer les désordres 
 

入伍 ruwu s’engager dans l’armée 

兜 dou poche 

职务 zhiwu fonction 

砸 za briser 

出落为 chuluowei 成为 

举世瞩目 Jushizhumu 全世界都在看 

英雄 yingxiong héro 

不可推卸 buketuixie inéluctable 

隔离 geli mettre en quarantaine 

维持 weichi maintenir 

秩序 zhixu ordre 

盟邦 mengbang allié 

惧 ju 怕 

单项匹马 danqiangpima 一个人 

冒天下之大不韪 mao tianxiazhi dabuwei un contre tous 

挑衅 tiaoxin provocation/provoquer 

天敌 tiandi 一生的敌人 

妥协 tuoxie faire des compromis 

服从 fucong obéir 

权威 quanwei autorité 

不言而喻 buyan’eryu 明显 

低级趣味 dijiquwei 不好的兴趣爱好 

领悟 lingwu 明白 

冲突 chongtu conflit 

庸碌无为 yongluwuwei 没有用，没有作为 

消极 xiaoji négatif, passif 

 



高三假期阅读文章二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作者  鲁迅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

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

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

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

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

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

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

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

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

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

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

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

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

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

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

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

—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象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

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

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

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

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

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

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

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

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

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

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

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

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

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

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

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

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

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

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

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

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

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

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

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

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

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

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

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

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

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

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

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

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

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

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

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

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

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象习字



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

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

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

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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