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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楚人有卖其珠 ② 于郑

者。为木兰③之柜，熏④以桂
椒⑤，缀以珠玉，饰以玫瑰，
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⑥而
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
未可谓善鬻珠也。
【注释】

①选自《韩非子》 ②
珠：珍珠。 ③木兰：一种香
木。 ④薰：通“熏”。用香
料熏染。 ⑤桂椒：香料。
⑥椟：木匣。
【阅读链接】

一个楚国人，他有一颗
漂亮的珍珠，打算把这颗珍
珠卖出去。为了卖个好价

钱，他便动脑筋要将珍珠好
好包装一下，他觉得有了高
贵的包装，那么珍珠的“身
份”就自然会高起来。

他用名贵的木兰香木
雕了一只装珠宝的盒子(即
椟)，将盒子用桂椒调制的
香料熏染，又在盒子的外面
点缀上玉珠和玉片，装饰上
名贵的红色宝石，再填上翠
鸟的羽毛，看上去，这只盒
子珠光宝气，精美无比。这
样，楚人将珍珠小心翼翼地
放进盒子里，拿到市场上去
卖。

到市场上不久，很多人
都 围 上 来 欣 赏 楚 人 的 盒

子。一个郑国人将盒子拿
在手里看了半天，爱不释
手，终于出高价将楚人的盒
子买了下来。郑人交过钱
后，便拿着盒子往回走。可
是没走几步他又回来了。
楚人以为郑人后悔了要退
货，没等楚人想完，郑人已
走到楚人跟前。只见郑人
将打开的盒子里的珍珠取
出来交给楚人说：“先生，您
将一颗珍珠忘放在盒子里
了，我特意回来还珠子的。”
于是郑人将珍珠交给了楚
人，然后低着头一边欣赏着
木盒子，一边往回走去。

楚人拿着被退回的珍

珠，十分尴尬地站在那里。
他原本以为别人会欣赏他
的珍珠，可是没想到精美的
外包装超过了包装盒内的
价值，以致于“喧宾夺主”，
令楚人哭笑不得。

买椟还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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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张僧繇于②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于壁，不点③

睛。每曰：“点之即飞去。”人以为诞④，因点其
一。须臾⑤，雷电破壁，一龙乘云上天。不点睛
者皆⑥在。
【注释】

①张僧繇(yóu)：南朝梁吴(今苏州市)人，中
国古代著名的画家。 ②于：在。 ③点：点画。
④诞：荒诞。 ⑤须臾：不一会儿。 ⑥皆：都。
【阅读链接】

南北朝时，有个画家叫张僧繇。一天，他在
金陵安乐寺的墙壁上画了四条龙。

这四条龙张牙舞爪，形像逼真，但奇怪的是
都没有眼睛。游客看
了，觉得缺少神韵，很
是可惜，就请张僧繇把
龙的眼睛补上去。张
僧繇推辞说，画上眼
睛，龙就会飞走。游客
不信，都以为张僧繇在
吓唬人。

霎时间，只见乌云
密布，电闪雷鸣，被点
上 眼 睛 的 龙 腾 空 飞
去。游客们惊叹不已，
无不佩服张僧繇神奇
的点睛之笔。

【原文】
楚人有涉②江者③，其④

剑自⑤舟中坠于水。遽契
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
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
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
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
乎⑥！
【注释】

①选自《吕氏春秋·察
今》②涉：过，渡，此指乘船
渡河。 ③者：……的人。

④其：他的。 ⑤自：从。 ⑥
不亦惑乎：不是很糊涂吗。
亦，也。
【阅读链接】

从前，有个楚国人坐船
过江，他一不小心把挂在身
上的宝剑掉到江里去了。

可是那个人一点儿也不
着急，他用小刀在船舷上刻
了个记号。

有人催他，说：“还不赶
紧捞，在船舷上刻记号有什

么用啊！”
那个人却不慌不忙，

指了指刻的记号，说：“不
用着急，宝剑是从这儿掉
下去的，等船靠了岸，我就
从这儿跳下去，准能把宝
剑捞上来。”

船已经向前行驶了很
远，但是剑却不会和船一
起前进，像这样去寻找剑，
不是很糊涂吗？

【原文】
齐宣王使人吹竽③，必三百人。南郭④处士⑤

请为王吹竽，宣王说⑥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
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注释】

①选自《韩非子·内储说上》②滥：虚妄
（wàng）不实。 ③竽：古代一种乐器。滥竽，常
用来比喻没有真才实学的人。 ④南郭：复姓。
⑤处士：指没做过官的读书人。 ⑥说（yuè）：同

“悦”，高兴。
【阅读链接】

战国时期，齐国的国君齐宣王爱好音乐，尤
其喜欢听吹竽，手下有 300 个善于吹竽的乐师。
齐宣王喜欢热闹，爱摆排场，所以每次听吹竽的
时候，一定要这300人一起吹。

有个名叫南郭的处士听说齐宣王喜欢听合
奏，觉得有机可乘，就跑到齐宣王那里，吹嘘自己
说：“大王啊，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
就是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舞，花草听了也会合着
节拍摆动，我愿把我的绝技献给大王。”齐宣王听
得高兴，很爽快地收下了他，把他也编进那支
300人的吹竽队中。

这以后，南郭处士就随那 300人一块儿合奏
给齐宣王听，和大家一样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心
里极为得意。

其实南郭处士他压根儿就不会吹竽。每逢
演奏，南郭处士就捧着竽混在队伍中，人家摇晃
身体他也摇晃身体，人家摆头他也摆头，脸上装
出一副动情忘我的样子，看上去比别人吹奏得更
投入。南郭处士就这样靠着蒙骗混过了一天又
一天，不劳而获地白拿丰厚的薪水。

但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年，爱听竽合奏的齐
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愍(mǐn)王继承了王位。
齐愍王也爱听吹竽，但他喜欢听独奏。于是齐愍
王发布了一道命令，要这300个人轮流来吹竽给
他欣赏。南郭处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
可终日。他想来想去，觉得这次再也混不过去
了，只好连夜收拾行李逃走了。

【原文】
宋人有闵 ② 其苗之不

长③而揠④之者，芒芒然⑤归，
谓⑥其人曰：“今日病矣！予
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
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
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
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
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
而又害之。
【注释】

①选自《孟子·公孙丑
上》②闵（mǐn）：同“悯”，

担 心 ，忧 虑 。 ③ 长
（zhǎng）：生长，成长。 ④
揠（yà）：拔。 ⑤芒芒然：
疲惫但十分满足的样子。
⑥谓：对……说。
【阅读链接】

宋国有个农夫，他巴望
着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快
些，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
他总觉得禾苗一点儿也没
有长，心里十分焦急。

一天，他终于想出了办
法，就急忙跑到田里，将禾

苗一棵一棵地往上拔。他
从中午一直忙到天黑，累得
筋疲力尽。

回到家里，他兴致勃勃
地说：“真把我累坏啦！可
力气总算没有白费，咱家的
禾苗棵棵都长了一大截！”

他的儿子很纳闷，第二
天跑到田边一看，所有的禾
苗都枯死了。

天下不助苗生长的人
实在很少啊。以为没有用
处而放弃的人，就像是不给

禾苗锄草的懒汉。妄自帮
助它生长的，就像拔苗助长
的人，非但没有好处，反而
危害了它。

杯弓蛇影

【原文】
乐广字彦辅，迁河南

尹，尝②有亲客，久阔③不复
来，广问其故，答曰：“前在
坐，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
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
疾。”于时河南听事壁上有
角，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
即角影也。复置酒于前处，
谓客曰：“酒中复有所见
不？”答曰:“所见如初。”广
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
沉疴④顿愈。

【注释】
①选自《风俗

通 义》 ② 尝 ：曾
经。 ③久阔：久别
不见。 ④沉疴：长
久而严重的病。
【阅读链接】

晋朝有一个叫
乐广的人，他非常
喜欢结交朋友，并

经常请朋友到家里喝酒聊
天。一天，乐广做了一桌子
的好菜，宴请宾客，大厅中
觥筹交错，异常热闹，大家
猜拳行令，饮酒作乐。

一位客人正举杯痛饮，
无意中瞥见杯中似有一条
游动的小蛇，但碍于众多客
人的情面，他硬着头皮把酒
喝下。后来，他这位朋友没
有说明原因就告辞离开
了。这让乐广感到很纳闷：
他为什么突然不喝酒就走

了呢？
过了好几天，乐广一直

没有见到这位朋友。乐广
很想念他，于是就亲自登门
去看他。谁知这位朋友已
经病了好几天了，而且病得
很厉害。乐广奇怪地问：

“前几天喝酒的时候，你不
是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
病得这么厉害了呢？”

刚开始这位朋友支支
吾吾什么也不说，后来在乐
广的再三追问下，这位朋友
才说出实情：“那天你盛情
招待我，本来大家喝得很高
兴。我喝了几杯以后，突然
发现我的酒杯里有一条蛇，
而且还慢慢地蠕动。我当
时感到很害怕，也觉得很恶
心。但你的盛情难却，所以
我勉强喝了那杯酒，然后就
离开了。回到家里以后，我
感到全身都不舒服，总觉得

肚子里有一条小蛇。就这
样，我一病不起了。”

乐广得知他的病情后，
思前想后，终于记起他家墙
上挂有一张弯弓，他猜测这
位朋友所说的蛇一定是倒
映在酒杯中的弓影，于是，
他再次把客人请到家中，邀
朋友举杯，那人刚举起杯
子，墙上弯弓的影子又映入
杯中，宛如一条游动的小
蛇，他惊得目瞪口呆，这时，
乐广指着墙上挂着的弓，
说：“都是它在作怪，杯中的
蛇是这张弓的影子！”随后，
乐广把弓从墙上取下来，杯
中小蛇果然消失了。这位
朋友恍然大悟，他开心地
说：“噢，原来是这样啊，杯
中的蛇竟然是墙上的弓的
影子！”他的这位朋友疑窦
顿开，压在心上的石头被搬
掉，病也随之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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