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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后语故事】
姜太公钓鱼要要
要愿者上钩
姜太公出身低微袁 前半生可以说是漂泊
不定尧困顿不堪袁但是他却满腹经纶尧壮志凌
云袁深信自己能干一番事业遥 听说西伯姬昌尊
贤纳士尧广施仁政袁年逾七旬的他便千里迢迢
投奔西歧遥 但是来到西歧后袁他不是迫不及待
地前去毛遂自荐袁 而是来到渭水北岸的磻溪
渊今陕西宝鸡县冤住了下来遥 此后袁他每日垂钓
于渭水之上袁等待圣明君主的到来遥
姜尚的钓法奇特袁短干长线袁线系直钩袁
不用诱饵之食袁钓杆也不垂到水里袁离水面有
三尺高袁 并且一边钓鱼一边自言自语袁野姜尚
钓鱼袁愿者上钩遥 冶一个叫武吉的樵夫袁看到姜
子牙不挂鱼饵的直鱼钩袁 嘲讽道院野像你这样
钓鱼袁别说三年袁就是一百年袁也钓不到一条
鱼遥 冶姜尚说院野你只知其一袁不知其二遥 曲中取
鱼不是大丈夫所为袁我宁愿在直中取袁而不向
曲中求遥 我的鱼钩不是为了钓鱼袁而是要钓王
与侯遥 冶
后来袁他果然钓到了周文王姬昌遥 姬昌兴
周伐纣迫切需要人才袁 得知年已古稀的姜尚
很有才干袁他斋食三日袁沐浴整衣袁抬着聘礼袁
亲自前往磻溪应聘袁并封姜尚为相遥 姜尚辅佐
文王袁兴邦立国袁帮助姬昌之子周武王姬发袁
灭掉了商朝遥 自己也被武王封于齐地袁实现了
建功立业的愿望遥 姜子牙钓出的可谓是一条
野王候大鱼冶遥

【《红楼梦》歇后语赏析】
歇后语一般由前后两部分组成袁
前半部分一般是比喻 渊近似于谜面冤袁
后半部分是说明渊近似于谜底冤院野比喻
一一说明冶袁构成歇后语的特殊结构形
式袁叶红曳 把这一结构形式幻化得十分
灵活要要
要或是野比喻一一说明冶二者俱
全遥 如野梅香拜把子一一都是奴儿冶(60
回袁芳官遥 梅香是奴脾的代称袁意谓不
管老几袁都是奴才辈的遥 冤野留得青山在
一一依旧有柴烧冶(82 回袁紫鹃遥 冤
或是只取其中一部分遥 取前一部
分的野歇后冶用法又占大多数袁如野含着
骨头露着肉冶(88 回袁凤姐冤袁省略了说
明部分 野吞吞吐吐冶曰野燥屎冶(16 回袁赵
嫫摸遥 冤歇却了野干搁着冶曰野听见风就是
雨冶(57 回袁袭人遥 冤歇却野轻信又乱猜冶遥
只取用野说明冶部分的如野中看不中吃冶
(35 回袁婆子遥 冤省去的是野墙上画大饼冶
的比喻袁野清的清袁白的白冶(74 回袁王夫
人冤袁省去比喻野小葱拌豆腐冶遥 所省的袁
多为常人熟知袁不赘说袁既节约笔墨袁
又发人思索遥
有时野比喻一一说明冶两部分倒置
使用曰21 回平儿指责贾琏野没良心的东
西一一过了河就拆桥冶袁即先野说明冶袁
后野比喻冶袁强调了语意重心野没良心冶遥
的回凤姐责备尤氏野你又没才干袁又没
口齿袁锯了嘴子的葫芦冶袁也是这种用
法遥
有时巧妙地把一条歇后语分拆活

揖歇后语填空铱

大水冲了龙王庙要要
要
自家人打自家人/自家人不识自家人
传说在很久以前袁 东海岸边有座龙王
庙遥 离龙王庙几里远的地方有块菜地袁菜地
紧挨着一座庙遥 庙里的老和尚和种菜的老
头是好朋友袁两人经常在一起下棋聊天遥
这天袁他俩闲聊时袁老头神秘地对老和
尚说野方丈袁有件奇事袁原先我那二亩菜园
子都是我自己打水浇袁可自从昨天开始袁等
我去浇园子时袁菜园子已都浇过了袁也没看
见是谁给浇的遥 你说怪不怪?冶和尚听了也
觉得奇怪袁决定去看看袁弄个水落石出遥 当
晚袁老和尚早早地来到菜园袁在离那口水井
不远处藏了起来遥 整整盯了一夜袁 天快亮
时袁忽听野咔嚓冶一声袁从井内射出一道白
光袁飞出一只像鹅似的怪物遥 只见他两只大
翅膀野忽扇冶了几下袁井水就溢出老高遥 眨眼
间袁 那只怪物又飞入井内遥 和尚到井边看
时袁菜已全部浇好了遥 一连三个夜里都是这
样遥
老和尚练过武术袁第四天夜里袁他带了
把宝剑袁等那只怪物刚一飞出井口时袁一个
箭步上去猛刺了几下遥 那只怪物翅膀一斜袁
一头栽入井中遥 顿时袁野轰隆冶一声巨响袁井
裂开有几亩大的口子袁大水翻滚遥 眨眼间袁
连几里外的龙王庙前也是一片汪洋遥
龙王大怒袁 带领水兵前来与那怪物交
战遥 战了三天三夜袁怪物因寡不敌众袁现了
原形遥 原来它是龙王的三太子袁 因犯了律
条袁被贬出了东海袁受罪三年遥 三太子为了
立功袁想在凡间做些好事遥 不想被和尚刺了
一剑袁一怒之下袁掀开海眼袁淹了龙王庙遥 与
龙王交战时又不敢泄露天机袁 造成一场误
会遥
后来袁人们在议论这事时袁都说野大水
冲了龙王庙袁自家人打自家人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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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神话传说叶八仙过海曳中的人
物名填入下列括号内遥
A.韩湘子 B.铁拐李 C 张果老
D.蓝采和 E.吕洞宾 F.何仙姑
1.渊 冤要下凡要要
要六神无主
2.渊 冤吹箫要要
要不同凡响
3.渊 冤走路要要
要一摇三摆
4.狗咬渊 冤要要
要不识好人心
5.渊 冤骑毛驴要要
要倒行逆施
6.渊 冤的花篮要要
要要啥有啥

用遥 30 回写宝玉尧黛玉尧宝钗三
人各怀心事袁含沙射影袁话中带
刺袁凤姐发现后袁不动声色地野笑
间众人道院耶你们大暑天的袁谁还
吃生姜呢钥 爷众人不解其意袁便
说道院耶没有吃生姜遥 爷凤姐故意
摸着腮袁 诧异道院耶既没人吃生
姜袁怎么这么辣辣的钥 爷把野暑天
吃生姜一一辣辣的冶这条歇后语
巧妙地融入情境之中袁既起了劝
止作用袁使当事者心明袁又掩了
众人耳目袁活用得十分精彩遥
叶红曳还不拘泥于歇后语已
有的语言形式遥 歇后语虽不及
成语的定型性强袁 然而也基本
有型遥 叶红曳取其基本之型袁又因
人因时因境而变袁是又一灵活之
处遥 野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一一
自掩苦处冶这条歇后语袁就是三
种说法院野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冶
渊7 回袁焦大曰回袁风姐冤尧野胳膊只折在袖
子里冶(68 回袁 贾蓉冤尧耶姗甫膊折在袖
内冶(74 回袁凤姐冤遥 96 回写黛玉得知宝
玉将成亲的消息时袁野此时心里竟是油
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袁甜
苦酸咸袁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遥 冶心
理渲染的效果袁比野打翻了五味瓶一一
什么味儿都有冶 不是又强烈具体得多
吗钥
也有时袁 书中人物将若干句歇后

请将下列叶西游记曳中的人物填入
括号里遥
A.白骨精 B.猪八戒 C.观音菩萨
D.哮天犬 E.二郎神 F.唐僧
G.孙悟空
1.渊
冤到南天门要要
要慌了神
2.渊
冤遇上孙悟空要要
要原形毕露
3.渊
冤进澡堂要要
要左右为难
4.渊
冤西天取经要要
要多灾多难
5.渊
冤的后脊梁要要
要无能之辈(悟能
之背)
6.渊
冤 过了独木桥就不会叫了要要
要
过目(木)不忘(汪)

语一气呵出遥 凤妞成功地协理宁国府
后袁向远行归来的丈夫谈起宁府的人院
野坐山观虎斗袁借剑杀人袁截风吹火袁站
千岸儿袁推倒油瓶不扶袁都是全挂子的
武艺冶(16 回冤袁连用五条歇后语袁隐去
的说胡部分分别是院坐收其利尧不露痕
迹尧费力不多尧不沾事渊湿冤尧懒到家了袁
形象地道出了那些人的难缠遥 难缠而
终于理好袁言外的自得之意跃然纸上遥
渊文字来源于网络冤

7.渊 冤 斗孙悟空要要
要以变应变/你变
我也变
请将下列民间传说中的神仙填入
括号里遥
A.灶王爷 B.土地爷
C.阎王
D.泥菩萨 E.玉皇大帝 F.观音
1.渊
冤的参谋要要
要鬼点子多
2.渊
冤不在家要没主事的人
3.渊
冤吃稀饭要要
要装穷
4.城隍庙里拜渊
冤要走错了门
5.渊
冤捉迷藏要神出鬼没
6.渊
冤过河一自身难保

典婆婆闲画 歇后语

腊月里的镰刀要要
要
难得清闲

七月里借扇子要要
要
不识时务

五月间的桃花要要
要
谢了

瞎子卖布要要
要
瞎扯

腊月三十洗长衫要要
要
今年不干明年干

捏面人改行要要
要
不想做人

麻子照镜子要要
要
个人观点

四大金刚讨饭要要
要
穷凶恶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