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山流水遇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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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知音

领会 内涵 美妙平凡 赞叹 创作精通
难能可贵 钦佩 豪迈 旋律 壮观 波涛

红颜知己



导入 Warm-up

汉语中有个词叫做“知音”，你理解“知音”的意思吗？

你们国家语言中怎么样形容好朋友的？



生词 1

领会

晴朗

清澈

粉碎

弦

港湾

lǐnghuì

gǎngwān

qínglǎng

qīngchè

fěnsuì

xián

大家已经领会了他的意思。

宁静的港湾里停靠着许多船只。

今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

湖水清澈见底，一群群小鱼来往其间。

他不小心把掉在地上的眼镜踩了个粉碎。

姐姐轻轻地拨弄着琴弦，弹出动听的乐曲。

内涵 nèihán 经过老师的讲解，同学们领会了课文的内涵。



生词 2

美妙

乐谱

赞叹

平凡

měimiào

píngfán

yuèpǔ

zàntàn

场内的听众陶醉在美妙的歌声中。

他给我们讲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我虽爱听音乐，但对乐谱知识却不太懂。

面对车窗外美丽的景色，乘客们不时发出由衷地赞叹。

砍伐 kǎnfá 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不能随意砍伐树木。

创作

难能可贵

精通

chuàngzuò

jīngtōng

nánnéng-kěguì

作家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

他经过多年自学，已精通了四门外语。

小洁帮助妈妈干家务活，真是难能可贵啊!

民间 mínjiān 在民间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



复习

知道理解其中的意思 _______________

水很干净可以看得到底 _______________

白天天气很好，空中没有云 _______________

把东西摔碎了，成了粉末状 _______________ 

这本书很难懂，很少人知道它的__________。

吉他有六根________,每根都能弹出不同的乐声。

家庭永远是心灵的_________,守护一片难得的平静。



复习

普通的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力的 _______________

赞美与感叹 _______________

写一些新的原创的文章，或做一些新的东西 _______________

知道并熟悉掌握某项技能或者语言 _______________ 

1.小明才五岁，很_________的是，他四岁就已经开始帮助爸爸妈妈

做家务了。

2.这个琴质量很好，能弹出_______音乐。

3.现在国家已经禁止大量_______森林。



小王酷爱音乐， 的琴声总能给他带来无尽的享受。

有时他会自己 几曲，有时也自己 乐曲。虽然

他并不是 音乐之人，可 的是他一直保有对音

乐的热爱。

美妙 精通 演奏 难能可贵创作

练习练习



课文 1

俞伯牙从小酷爱音乐，他的琴声优美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虽然大家

都赞美他琴弹得好，却从没有人能真正领会他琴声的内涵，他多想找到自己的知

音啊！

一个中秋之夜，他乘船来到江边，偶遇风浪，船停在了一个类似港湾的地

方。晚上，风浪渐渐平息，天气晴朗，降水清澈，景色十分迷人。望着空中的明

月，俞伯牙来了兴致，拿出琴弹了起来，一会儿他就沉醉在了音乐之中。忽然他

看到一个人雕塑一样站在岸边，似乎听得出了神。俞伯牙一个不留神，“啪”的

一声，琴弦拨断了一根。这时，听琴的人大声说：“先生不必在意，我是个打柴

的，回家晚了，走到这里听到您在弹琴，觉得琴声美妙，不由得站在这里听了起

来。”



课文 1

俞伯牙借着月光仔细打量，见那人身旁放着刚刚砍伐来的木柴

，果然是个打柴的。俞伯牙心想：一个打柴的怎么能听懂我的琴呢？

偏僻的山野还有这么不平凡的人？于是他问：“你既然懂琴，那就请

说说，我弹的是什么曲子？”打柴人说：“先生刚才弹的乐谱是孔子

为赞叹他的弟子而创作的，只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

”俞伯牙不禁感叹，民间真有精通音乐之人，难能可贵！他迫不及待

地想和打柴人好好聊聊。



问答

1. 俞伯牙酷爱干什么，他的音乐怎么样？

2. 俞伯牙在哪儿弹琴？景色怎么样？

3. 俞伯牙的琴弦怎么了？

4. 岸边站着个谁？他认为刚才弹的是什么？



问答

俞伯牙和钟子期相遇的经过
1. 俞：酷爱音乐、无人领会、江边弹奏

2. 钟：打柴人、听得出了神、精通音乐



用所给词语或结构改写句子

1. 听了他的一席话，我 。（领会）

2. ，不知道在想什么。（出神）

3. 我们这些老百姓 。（平凡）

练习



生词 3

应邀

钦佩

演奏

yìngyāo

qīnpèi

yǎnzòu

外国友人应邀来我校参观访问。

张老师教学水平高，同学们都很钦佩他。

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演奏，是她毕生的梦想。

豪迈

壮观

气势

雄伟

háomài

xióngwěi

zhuàngguān

qìshì

中国运动员神情豪迈，列队走过主席台。

雄伟的长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河对面也是人山人海，场面相当壮观。

国庆大阅兵规模宏大，气势雄壮。

旋律 xuánlǜ 这首歌曲的旋律很优美。



生词 4

气魄 qìpò 新上任的经理具有企业家的胆识和气魄。

节奏

气概

溅

jiézòu

jiàn

qìgài

这支歌节奏比较明快。

船头飞溅起的浪花，吟唱着欢乐的歌儿。

他有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

短促 duǎncù 时间短促，容不得你慢慢思考。

波涛 bōtāo 狂风掀起波涛，不停地冲击着石堤。

侃侃而谈

领悟 lǐngwù

kǎnkǎn ér tán

他在现实中领悟到了人生的哲理。

他一坐下来便侃侃而谈，我简直插不上嘴。

荒凉 huāngliáng 大西北在未开发之前很荒凉。



生词 5

投机

降临

沮丧

变故

告辞

tóujī

gàocí

jiànglín

jǔsàng

biàngù

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

他坐了一会儿推说有事就告辞了。

灾难突然降临到这个城市，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

我班乒乓球队失利，同学们神情沮丧。

经历了许多的变故，他变得有些麻木。

凄凉

深情厚谊

真挚

qīliáng

shēnqíng hòuyì

zhēnzhì

地震过后，到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

你们对我的深情厚谊,我永远也忘不了。

世界上最真挚最无私的爱就是母爱。



练习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爷爷＿＿＿已经有段时间了，可每当提到他，奶奶还是泪流＿＿＿。

从黄昏到＿＿＿＿＿＿，奶奶整夜思念爷爷，实在忍不住了，她就到爷爷

的＿＿＿＿＿前，跟他说说话。爷爷奶奶＿＿＿＿＿的爱情真令人感动。

黎明 真挚 逝世 坟墓不止



课文-3

打柴人应邀上了船，看到俞伯牙的琴，赞道：“真是好琴。”接着又

说起瑶琴的来历，俞伯牙不禁心生钦佩。接着俞伯牙又为打柴人演奏了几

曲，请他辨识其中之意。当他的琴声雄壮豪迈的时候，打柴人说：“这旋

律表达了高山的雄伟壮观。有气势，有气魄！”当琴声曲折激越、节奏短

促时，打柴人说：“这旋律表达的是波涛汹涌，浪花飞溅，气概非凡！”

当琴声变得清晰流畅时，打柴人说：“这旋律表达的是无尽的流水。”俞

伯牙惊喜万分，过去没人能听懂他的琴声的含义，没想到在这荒凉之地，

竟觅到自己久寻不遇的知音，不仅能领会其意，还能领悟其神。



课文-4

打柴人叫钟子期，两人在月下侃侃而谈，越谈越投机。黎明将至，钟子期告辞，

并与俞伯牙约定，来年中秋还在这里相见。

第二年中秋这天，俞伯牙如约来到了老地方，从黄昏等到夜幕降临，一直不见钟

子期到来，他有些沮丧，开始用琴声呼唤钟子期，可还是见不到钟子期的影子。该不

是有了什么变故吧？俞伯牙焦急万分。

第二天，俞伯牙向一位老人打听他的好友，老人告诉他，钟子期染病，逝世已有

段时间了。临走前，他留下遗言，把坟墓修在江边，到八月十五，好听俞伯牙弹琴。

老人的话使俞伯牙流泪不止，他来到钟子期坟前，弹了一曲《高山流水》，曲终，他

把心爱的琴摔了个粉碎，悲伤地说：“琴向来是要谈给知音听的，如今我唯一的知音

已不在人世，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故事有些凄凉，但两位知音的深情厚谊感动了后人，至今人们还用“知音”来形

容朋友之间真挚而纯洁的情谊。



问答

1. 俞伯牙为什么认为打柴人是他的知音？

3. 得知钟子期的消息后，俞伯牙做了什么？

2. 为什么钟子期没有来？



问答

俞伯牙和钟子期谈话的内容

1. 雄壮豪迈——高山雄伟壮观

2. 曲折激越——波涛汹涌

3. 清新流畅——无尽的流水

两人的约定，约定是否实现

1. 来年中秋再见

2. 第二年，俞等待钟——钟未到——听说钟逝

世、遗言——俞摔琴

说一说知音的含义 朋友......的情谊



与“个”相关的格式

一个 + 名词/动词结构 + V. 表示快速或突然。

语言点

1、他手没抓住栏杆，一个跟头栽了下来。

2、我一个不小心，打碎了妈妈最心爱的花瓶。

3、俞伯牙一个不留神，“啪”的一声，琴弦拨断了一根。



与“个”相关的格式

“V+（了）个+adj/V”中，
“个”的作用类似引进补语的“得”。

语言点

1、他把心爱的琴摔了个粉碎。

2、我们都爱听张总讲话，开会的时候张总一张嘴，

大家就会笑个不停。

3、他们的武力太弱，不足以构成威胁，我们一定能够

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练一练

A. 他一个失手，碗掉在地上

B. 不一会儿就把屋子弄了个乱七八糟

C. 天阴沉沉的，瓢泼大雨下个不停

把下列6个小句组合成3个连贯的语段

D. 摔了个粉碎

E. 儿子放学，和小伙伴在家里玩儿起了捉迷藏

F. 大家的心里都很着急



向来

副词，表示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这样。

语言点

1、他们向来忠厚、老实，为人诚恳。

2、他教汉语向来重视识字，这样可以使留学生熟悉语素，

进而掌握大量的词汇。

3、琴向来是要弹给知音听的，如今我唯一的知音已不在人世，

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练一练

A. 向来为别人考虑得少 C. 这地方向来热闹B. 向来他说了不算

1. ，买东西的、逛街的、看热闹的，人山人海。

3. 他们家的事 ，得问他爱人。

2. 他的缺点就是太自私， ，为自己想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