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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Chinese 6  
 

1. Read the following 3 Classic Chinese stories and 1 

modern stories  

a. 三國演義 （三顧茅廬/三国演义 （三顾茅庐） 

b. 水滸傳 （武松打虎）/水浒传 （武松打虎） 

c.  西游記 （ 三打白骨精）/西游记 （ 三打白骨精） 

d. 刘墉 （照亮你自己）/劉墉 （照亮你自己） 

2. Answer each story’s questions on a 3 ring binder sheet 

3. Turn in the 4 pages of questions/answers on the first 

day of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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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你自己   － 劉墉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我在外面演講的時候， 談到用時間的方法， 常常考大家一個問題》  

題目是這樣的 ： 

我家住在長島， 距曼哈頓相當遠， 可是當我拍了幻燈片 都得送到曼哈

頓的專家店沖洗（ 大約四個小時沖好）每次我進城， 除了沖洗， 一定

順便逛逛美術館和書店。 這三個地方的距離不遠， 請問我應該採取下

列那一條路線？ 

1. 先把幻燈送去沖洗， 而後去買書， 再去美術館， 再回去拿沖好的

幻燈片 

2. 先去美術館， 再去買書， 最後去沖洗幻燈片 

3. 先把幻燈片送去沖，接著去美術館， 而後去買書， 再回去拿沖好

的幻燈片 

4. 先去買書， 再去沖幻燈片， 接着去逛美術館， 最後回去拿沖好的

幻燈片。 

答案是什麼 ？  

當然是“三”。因為沖洗幻燈片需要最少四個小時， 我不能選“二”，  站

在那裡苦等； 選“一”也不好， 因為買了書， 再去逛美術館， 很不方便。 

搞不好買的是本大厚書，一路提下來， 把手都勒紫了。 至於“四”， 非

但書重， 而且很可能逛完美術館， 幻燈片還沒沖好， 得等半天。 

比較起來， 當然是先把幻燈片拿去沖洗， 輕輕鬆鬆逛美術館， 再去書

店買書， 最後回到沖洗的地方比較聰明。 到時候幻燈片沖洗好了， 如

果只有幾張， 連盒子都不用，往書裏一夾， 打道回府， 不是好極了

嗎？？ 

＊＊＊ 

當你有很多事要做， 又一樣也不能省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安排順序。 

你會發現，順序不同， 會造成很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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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我以前在電視公司新聞部工作的時候， 每天早上黑板上都寫著一

條條的新聞， 例如早上九點鐘總統府有重要會議和某運動會開幕， 十

點鐘有邦交國家部長來訪和重要展覽揭幕； 十一點有抗議遊行和重大

刑事案件的記者會； 十二點有某團體午餐會議和某廣場民俗表

演。。。。。 

 

因為在同一時間常有一堆新聞要採訪， 所以必須由長官安排路線。 

妙的是， 當不同的長官安排時， 常發生很大的差別。 聰明的長官可能

只用三組人， 就能應付一天的新聞， 而且每組都遊刃有餘， 一點也不

趕。     碰上不怎麼靈光的長官就不同了， 他可能用五組人， 連工友

小弟都派去打燈光， 還忙得手忙腳亂，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不同？ 

因為調配的先後 ── 技術高明的長官， 能把位置和交通看好， 再計算

每則新聞要花的時間和堵車的可能性； 甚至把播新聞是可能放在前面

播還是後面播都考慮進去； 據我觀察， 那特別會安排的長官， 總是先

花時間一點點算好， 再分配工作。 至於那個不上路的， 則“耍帥！“ 慌

慌張張， 毛毛躁躁， 沒想清楚就下令。 

我也記得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 作首相的時候， 

有人問她日理萬機， 甚至還常下廚， 是怎麼辦到的。 柴契爾夫人答得

很簡單：“ 我只是準備個小本子， 把要做的事寫在上面， 每完成一件， 

就劃掉一項。” 我當時很不以為然， 但是後來用同樣的方法， 却越來

越覺得有道理── 

第一： 當每件事都清清楚楚列在眼前的時候， 可以像安排新聞路線，    

   依照輕重緩急排列 

第二： 記憶再好的人也會疏忽， 這樣條列下來， 不容易遺漏。 

第三：好像入伍服役的人， 在床頭掛一個月曆， 過一天劃一格。 當你  

 每完成一件事就刪去 一條， 會有成就感， 能鼓舞士氣。 

第四：那成為一個清楚的工作日誌， 以後可以隨時回頭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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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我更進一步， 在記事本上用不同顏色的筆來寫── 

紅色 － 記文學， 繪畫的創作 

藍色 － 記下創作送去發表的地方 

綠色 － 表示出版的書數 和書名。 

黑色 －  紀錄日常事務。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由於一清二楚， 首先不致“一稿兩投”鬧笑話。 其

次有個好處， 是我可以由三種色彩的距離，隨時檢討自己是不是在某

些時段太少創作， 又在某些時段太少發表。 還有， 當紅筆和綠筆註記

太多的時候， 我又得反省一下， 自己是不是成為工作狂了， 應該放慢

腳步， 出去充電了。 

希望你也能準備一本記事本， 不必開電腦， 不必用滑鼠， 只要伸手就

能翻閱， 一目瞭然看到自己。 

對！ ！ 那非但是看到你要做的事， 而且也呈現了你已完成的事，你

的成績， 和對未來的計畫。  所以， 那也是一面鏡子， 照亮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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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墉 （照亮你自己） 

Questions : 

 

1) 作者 (the author) 為什麼選擇第三條路線（送幻燈片，逛美術館，

買書， 取幻燈片） ？  

 

2) 聰明的長官和“不靈光” 的長官在安排採訪路線時有什麼不同？ 

 

 

3) 柴契爾夫人 用什麼方法一天處理這麼多事 ？ 

 

 

4) 劉墉 為什麼覺得用個小本子把要做的事寫下來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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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ified version》 

照亮你自己   － 刘墉 

我在外面演讲的时候， 谈到用时间的方法， 常常考大家一个问题，  

题目是这样的 ： 

我家住在长岛， 距曼哈顿相当远， 可是当我拍了幻灯片 都得送到曼哈

顿的专家店冲洗（大约四个小时冲好）每次我进城， 除了冲洗， 一定

顺便逛逛美术馆和书店。 这三个地方的距离不远， 请问我应该采取下

列那一条路线？ 

1. 先把幻灯送去冲洗， 而后去买书， 再去美术馆， 再回去拿冲好的

幻灯片 

2. 先去美术馆， 再去买书， 最后去冲洗幻灯片 

3. 先把幻灯片送去冲，接着去美术馆， 而后去买书， 再回去拿冲好

的幻灯片 

4. 先去买书， 再去冲幻灯片， 接着去逛美术馆， 最后回去拿冲好的

幻灯片。 

答案是什么 ？  

当然是“三”。因为冲洗幻灯片需要最少四个小时， 我不能选“二”，  站

在那里苦等； 选“一”也不好， 因为买了书， 再去逛美术馆， 很不方便。 

搞不好买的是本大厚书，一路提下来， 把手都勒紫了。 至于“四”， 非

但书重， 而且很可能逛完美术馆， 幻灯片还没冲好， 得等半天。 

比较起来， 当然是先把幻灯片拿去冲洗， 轻轻松松逛美术馆， 再去书

店买书， 最后回到冲洗的地方比较聪明。 到时候幻灯片冲洗好了， 如

果只有几张， 连盒子都不用，往书里一夹， 打道回府， 不是好极了

吗？？ 

＊＊＊ 

当你有很多事要做， 又一样也不能省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安排顺序。 

你会发现，顺序不同， 会造成很大的差别。 



 30 

记得我以前在电视公司新闻部工作的时候， 每天早上黑板上都写着一

条条的新闻， 例如早上九点钟总统府有重要会议和某运动会开幕， 十

点钟有邦交国家部长来访和重要展览揭幕； 十一点有抗议遊行和重大

刑事案件的记者会； 十二点有某团体午餐会议和某广场民俗表演。。。 

因为在同一时间常有一堆新闻要采访， 所以必须由长官安排路线。 

妙的是， 当不同的长官安排时， 常发生很大的差别。 聪明的长官可能

只用三组人， 就能应付一天的新闻， 而且每组都遊刃有余， 一点也不

赶。     碰上不怎么灵光的长官就不同了， 他可能用五组人， 连工友

小弟都派去打灯光， 还忙得手忙脚乱，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 

因为调配的先后 ── 技术高明的长官， 能把位置和交通看好， 再计算

每则新闻要花的时间和堵车的可能性； 甚至把播新闻是可能放在前面

播还是后面播都考虑进去； 据我观察， 那特别会安排的长官， 总是先

花时间一点点算好， 再分配工作。 至于那个不上路的， 则“耍帅！“ 慌

慌张张， 毛毛躁躁， 没想清楚就下令。 

我也记得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 作首相的时候， 

有人问她日理万机， 甚至还常下厨， 是怎么办到的。 柴契尔夫人答得

很简单：“ 我只是准备个小本子， 把要做的事写在上面， 每完成一件， 

就划掉一项。” 我当时很不以为然， 但是后来用同样的方法， 却越来

越觉得有道理── 

第一： 当每件事都清清楚楚列在眼前的时候， 可以像安排新闻路线， 

            依照轻重缓急排列 

第二： 记忆再好的人也会疏忽， 这样条列下来， 不容易遗漏。 

第三：好像入伍服役的人， 在床头挂一个月历， 过一天划一格。 当

你      每完成一件事就删去 一条， 会有成就感， 能鼓

舞士气。 

第四：那成为一个清楚的工作日志， 以后可以随时回头检验。 

如今， 我更进一步， 在记事本上用不同颜色的笔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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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 － 记文学， 绘画的创作 

蓝色 － 记下创作送去发表的地方 

绿色 － 表示出版的书数 和书名。 

黑色 －  纪录日常事务。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由于一清二楚， 首先不致“一稿二投”闹笑话。 其

次有个好处， 是我可以由三种色彩的距离，随时检讨自己是不是在某

些时段太少创作， 又在某些时段太少发表。 还有， 当红笔和绿笔注记

太多的时候， 我又得反省一下， 自己是不是成为工作狂了， 应该放慢

脚步， 出去充电了。 

希望你也能准备一本记事本， 不必开电脑， 不必用滑鼠， 只要伸手就

能翻阅， 一目瞭然看到自己。 

对！ 那非但是看到你要做的事， 而且也呈现了你已完成的事，你的成

绩， 和对未来的计划。  所以， 那也是一面镜子， 照亮你自己。 

 

劉墉 （照亮你自己）/刘墉 （照亮你自己） 

 

Questions：  

1) 作者 (the author) 为什么选择第三条路线（送幻灯片，逛美术馆， 

买书， 取幻灯片） ？  

 

2) 聪明的长官和“不灵光” 的长官在安排采访路线时有什么不同？ 

 

3) 柴契尔夫人 用什么方法一天处理这么多事 ？ 

 

4) （刘墉为什么觉得用个小本子把要做的事写下来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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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ào liàng nǐ zì jǐ － líu yōng 

 

wǒ zài wài miàn yǎn jiǎng de shí hòu， tán dào yòng shí jiān 

de fāng fǎ， cháng cháng kǎo dà jiā yī gè wèn tí，  

tí mù shì zhè yàng de ： 

wǒ jiā zhù zài cháng dǎo， jù màn hā dùn xiāng dāng yuǎn， 

kě shì dāng wǒ pāi le huàn dēng piàn dōu děi sòng dào màn hā 

dùn de zhuān jiā diàn chōng xǐ（dà yuē sì gè xiǎo shí chōng 

hǎo） měi cì wǒ jìn chéng， chú le chōng xǐ， yī dìng shùn 

biàn guàng guàng měi shù guǎn hé shū diàn。 zhè sān gè dì 

fāng de jù lí bù yuǎn， qǐng wèn wǒ yīng gāi cǎi qǔ xià liè nà yī 

tiáo lù xiàn？ 

1. xiān bǎ huàn dēng sòng qù chōng xǐ， er hòu qù mǎi shū

， zài qù měi shù guǎn， zài húi qù ná chōng hǎo de 

huàn dēng piàn 

2. xiān qù měi shù guǎn， zài qù mǎi shū， zùi hòu qù 

chōng xǐ huàn dēng piàn 

3. xiān bǎ huàn dēng piàn sòng qù chōng， jiē zhe qù měi 

shù guǎn， er hòu qù mǎi shū， zài húi qù ná chōng hǎo 

de huàn dēng piàn 

4. xiān qù mǎi shū， zài qù chōng huàn dēng piàn， jiē zhe 

qù guàng měi shù guǎn， zùi hòu húi qù ná chōng hǎo 

de huàn dēng piàn。 

 

dá àn shì shén me ？  

dāng rán shì“ sān”。 yīn wèi chōng xǐ huàn dēng piàn xū yào 

zùi shǎo sì gè xiǎo shí， wǒ bù néng xuǎn“ er”， zhàn zài nà lǐ 

kǔ děng； xuǎn“ yī” yě bù hǎo， yīn wèi mǎi le shū， zài q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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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àng měi shù guǎn， hěn bù fāng biàn。 gǎo bù hǎo mǎi de 

shì běn dà hòu shū， yī lù tí xià lái， bǎ shǒu dōu lè zǐ le。 zhì 

yú“ sì”， fēi dàn shū zhòng， er qiě hěn kě néng guàng wán 

měi shù guǎn， huàn dēng piàn hái méi chōng hǎo， děi děng 

bàn tiān。 

bǐ jiào qǐ lái， dāng rán shì xiān bǎ huàn dēng piàn ná qù 

chōng xǐ， qīng qīng sōng sōng guàng měi shù guǎn， zài qù 

shū diàn mǎi shū， zùi hòu húi dào chōng xǐ de dì fāng bǐ jiào 

cōng míng。 dào shí hòu huàn dēng piàn chōng xǐ hǎo le， rú 

gǔo zhǐ yǒu jǐ zhāng， lián hé zǐ dōu bù yòng， wǎng shū lǐ yī 

jiā， dǎ dào húi fǔ， bù shì hǎo jí le ma？？ 

＊＊＊ 

dāng nǐ yǒu hěn dūo shì yào zùo， yòu yī yàng yě bù néng 

shěng de shí hòu， zùi zhòng yào de jìu shì ān pái shùn xù。 

nǐ hùi fā xiàn， shùn xù bù tóng， hùi zào chéng hěn dà de 

chāi bié。 

jì dé wǒ yǐ qián zài diàn shì gōng sī xīn wén bù gōng zùo de 

shí hòu， měi tiān zǎo shàng hēi bǎn shàng dōu xiě zhe yī tiáo 

tiáo de xīn wén， lì rú zǎo shàng jǐu diǎn zhōng zōng tǒng fǔ 

yǒu zhòng yào hùi yì hé mǒu yùn dòng hùi kāi mù， shí diǎn 

zhōng yǒu bāng jiāo gúo jiā bù zhǎng lái fǎng hé zhòng yào 

zhǎn lǎn jiē mù； shí yī diǎn yǒu kàng yì yóu xíng hé zhòng dà 

xíng shì àn jiàn de jì zhě hùi； shí er diǎn yǒu mǒu tuán tǐ wǔ 

cān hùi yì hé mǒu guǎng chǎng mín sú biǎo yǎn。。。。。 

 

yīn wéi zài tóng yī shí jiān cháng yǒu yī dūi xīn wén yào cǎi 

fǎng， sǔo yǐ bì xū yóu zhǎng guān ān pái lù xiàn。 

miào de shì， dāng bù tóng de zhǎng guān ān pái shí， cháng 

fā shēng hěn dà de chāi bié。 cōng míng de zhǎng guān k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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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éng zhǐ yòng sān zǔ rén， jìu néng yìng fù yī tiān de xīn wén

， er qiě měi zǔ dōu yóu rèn yǒu yú， yī diǎn yě bù gǎn。 pèng 

shàng bù zěn me ling guāng de zhǎng guān jìu bù tóng le， tā 

kě néng yòng wǔ zǔ rén， lián gōng yǒu xiǎo dì dōu pài qù dǎ 

dēng guāng， hái máng dé shǒu máng jiǎo luàn， 

 

wéi shén me yǒu zhè me dà de  bù tóng？ 

yīn wéi diào pèi de xiān hòu ── jì shù gāo míng de zhǎng 

guān， néng bǎ wèi zhì hé jiāo tōng kàn hǎo， zài jì suàn měi 

zé xīn wén yào huā de shí jiān hé dǔ chē de kě néng xìng； 

shèn zhì bǎ bō xīn wén shì kě néng fàng zài qián miàn bō hái 

shì hòu miàn bō dōu kǎo lǜ jìn qù； jù wǒ guān chá， nà tè bié 

hùi ān pái de zhǎng guān， zōng shì xiān huā shí jiān yī diǎn 

diǎn suàn hǎo， zài fēn pèi gōng zùo。 zhì yú nà ge bù shàng 

lù de， zé“ shuǎ shuài！“ huāng huāng zhāng zhāng， máo 

máo zào zào， méi xiǎng qīng chǔ jìu xià lìng。 

 

wǒ yě jì dé yīng gúo shǒu xiàng chái qì ě fū rén （Margaret 

Thatcher） zùo shǒu xiàng de shí hòu， yǒu rén wèn tā rì lǐ 

wàn jī， shèn zhì hái cháng xià chú， shì zěn me bàn dào de。 

chái qì ě fū rén dá dé hěn jiǎn dān：“ wǒ zhǐ shì zhǔn bèi ge 

xiǎo běn zǐ， bǎ yào zùo de shì xiě zài shàng miàn， měi wán 

chéng yī jiàn， jìu huà diào yī xiàng。” wǒ dāng shí hěn bù yǐ 

wéi rán， dàn shì hòu lái yòng tóng yàng de fāng fǎ， què yuè 

lái yuè jué dé yǒu dào lǐ── 

 

dì yī： dāng měi jiàn shì dōu qīng qīng chǔ chǔ liè zài yǎn qián 

de shí hòu， kě yǐ xiàng ān pái xīn wén lù xiàn， yī 

zhào qīng zhòng huǎn jí pái liè 

dì è：  jì yì zài hǎo de rén yě hùi shū hū， zhè yàng tiáo liè xi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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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ái， bù róng yì yí lòu。 

dì sān： hǎo xiàng rù wǔ fú yì de rén， zài chuáng tóu guà yī 

gè yuè lì， gùo yī tiān huà yī gé。 dāng nǐ měi wán 

chéng yī jiàn shì jìu shān qù yī tiáo， hùi yǒu chéng jìu 

gǎn， néng gǔ wǔ shì qì。 

dì sì： nà chéng wéi yī gè qīng chǔ de gōng zùo rì zhì， yǐ hòu 

kě yǐ súi shí húi tóu jiǎn yàn。 

 

rú jīn， wǒ gēng jìn yī bù， zài jì shì běn shàng yòng bù tóng 

yán sè de bǐ lái xiě ── 

hóng sè － jì wén xué， hùi huà de chuàng zùo 

lán sè － jì xià chuàng zùo sòng qù fā biǎo de dì fāng 

lǜ sè － biǎo shì chū bǎn de shū shù hé shū míng。 

hēi sè － jì lù rì cháng shì wù。 

 

dāng wǒ zhè yàng zùo de shí hòu， yóu yú yī qīng è chǔ， 

shǒu xiān bù zhì“ yī gǎo liǎng tóu” nào xiào huà。 qí cì yǒu gè 

hǎo chǔ， shì wǒ kě yǐ yóu sān zhǒng sè cǎi de jù lí， súi shí 

jiǎn tǎo zì jǐ shì bù shì zài mǒu xiē shí duàn tài shǎo chuàng 

zùo， yòu zài mǒu xiē shí duàn tài shǎo fā biǎo。 hái yǒu， 

dāng hóng bǐ hé lǜ bǐ zhù jì tài dūo de shí hòu， wǒ yòu děi 

fǎn xǐng yī xià， zì jǐ shì bù shì chéng wéi gōng zùo kuáng le， 

yīng gāi fàng màn jiǎo bù， chū qù chōng diàn le。 

 

xī wàng nǐ yě néng zhǔn bèi yī běn jì shì běn， bù bì kāi diàn 

nǎo， bù bì yòng huá shǔ， zhǐ yào shēn shǒu jìu néng fān yuè

， yī mù liǎo rán kàn dào zì jǐ。 

 

dùi！！ nà fēi dàn shì kàn dào nǐ yào zùo de shì， é qiě yě 

chéng xiàn le nǐ yǐ wán chéng de shì， nǐ de chéng jì， hé dù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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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èi lái de jì huà。 sǔo yǐ， nà yě shì yī miàn jìng zǐ， zhào 

liàng nǐ zì j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