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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级班学员 

 
亲爱的中级班学员朋友， 
 

您已经完成了初级班学业，现在已升入中级班继续学习。首先我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世界语中有一句谚语“komenco bona — laboro duona （良好的开端，成功的一半）”。顺利

完成初级班学习任务意味着您在世界语成材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一段崎岖的路程。这段路程

考验了您的勇气、决心和毅力，证明您是完全有能力继续前进直至到达光辉顶点的。现在展

现在您面前的是一段更加艰难、更加漫长的道路。让我们携起手来，披荆斩棘，共同向更远

大的目标迈进吧。 
您将要学习的这本教材定名为《世界语实用中级课本》。顾名思义，这本教材着重于语

言的实践使用而不拘泥于理论上的阐述和探讨。大家知道，语言与其说是一种知识不如说是

一种技巧。所谓掌握了一种语言，不是指您是否已经知道有关这门语言的各种知识和语法理

论，而是指您是否能熟练地运用（包括听说读写译）这门语言。学习任何一种语言都要贯彻

这一原则。世界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当然也不例外，下面我们根据这一原则，给您的学习

提几点建议： 
1. 首先要学好课文。掌握语言意味着能够理解别人而且也能用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表

达自己的思想。语言教学的目的是为了使学习者能够掌握并运用这两种技巧。学习课文就是

理解课本编者在课文中所说的话，也就是提高理解能力。因此，您首先应该把课文中每一句

话的确切含义弄清楚（但不要死抠它们的语法结构）。课文要反复朗读（ 好读出声音来），

直到能背诵为止（不能背诵，至少也要熟读）。 
2. 要下苦功夫记忆单词。生词可以集中记忆，也可以分散记忆。记住生词的基本词义，

只是初识阶段。要真正掌握单词的词义和用法，还必须在学习过程中结合上下文仔细揣摩、

反复操练。不要希望一次能把一课的全部生词记住。遗忘——复习——遗忘——再复习，经

过几次反复，生词才能记牢。那些不常用的单词，即使一时忘记了也不要紧。如果它们是常

用的，以后您一定会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把它们记住的。 
3. 要开口讲。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世界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已经广泛应用于各

国世界语者的日常交往、广播和旅游事业中。这充分证明了世界语是能够用于口头的、有生

命力的语言。在一年一度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上人们可以遇到许多口语讲得很漂亮的世界语

者，我们不少自学成才的世界语者，他们的口语也都讲得很流利。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口

语。在学习小组里、在学习班上，或者遇到任何一个世界语者，都应该尽量用世界语讲话。

即使是没有任何学习同伴的世界语者，也可以用世界语自言自语或自问自答。用世界语讲话，

不要怕错，有的话不知道怎样表达，可以适当用汉语代替。能讲一点“洋泾浜”世界语，总

比不讲世界语好。如果您经常开口讲世界语，不需要多长时间，您的口语能力就会有显著提

高。不信，您可以试一试。 
4. 不要死抠语法。语法要不要学？当然要学。但，不学语法也能学好世界语。我国著

名世界语者徐声越先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三十多年前在一篇谈自己学习世界语的经验时

说过，他能够用世界语写作（他的诗蜚声国际世界语讲坛）之前从来没有系统地读过一本世

界语语法书。他还说“教会我们讲话和写作的不是语法规则，而是世界语名家的著作。阅读

他们的著作，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生动活泼的表现法，学会如何用一些极简单的词语和句

式将一个复杂的思想叙述得有条有理、明白易懂。这种本领，语法是无法教给我们的。相反

地，如果一味死抠语法，我们的文体就会变得僵硬，就会带有学究气味。当然，前面已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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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语法还是要学的，这里有一个目的和方法问题。学语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句。

如果一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比较复杂，但意思清楚，只要我们能够理解，就没有必要去抠它们

的语法了。中级班不是语法专修班。即使在语法专修班上，有些句子的复杂语法结构，我们

也未必能说得清楚。语法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如果您有兴趣，等您学完中级班和进修班的课

程后再去钻研吧。我们课本中虽然有不少语法方面的内容，但这些材料都是为了学习中级班

课程的实际需要按照实用的原则安排的，所以请您务必不要超越课本的要求去死抠语法。 
为了便于学员自学，辅导材料中附有每课课文的汉语参考译文。不应该认为我们所附的

译文是标准的、完美无缺的。如果您认为我们的译文有不妥和错误之处，请您及时来信给我

们指出，以便日后有机会予以更正或说明。 
这本中级课本共分 20 课。鉴于前八课难度不大，我们原则上规定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

各学四课，以后每月各学三课。全书半年学完。 
本书各课都配有大量练习。大部分练习是为了巩固和复习旧知识和本课所学内容而安排

的；另一部分练习是对课文和语法的补充。无论哪种练习都应该悉心去做。辅导材料中附有

各课练习的答案，学员可参照答案检查自己的学习成果。 
您在学习中有什么体会、收获、建议，或者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请及时来信告诉我们。 
祝 

学习进步！ 
课本编者 王崇芳 

 
 

怎样学好第一个月的功课（1-4 课） 

 
第一课的部分课文（即课文 A）是根据法国民间故事改写的一篇短小的世界语原文作品。

我们一字未改地把它选来作为中级课本的第一课，一方面是因为这篇文章寓意深刻，值得认

真学习，同时也为了让学员们在学完初级课程后就能立即读到世界语原文作品，提高学员们

的学习兴趣。第二部分课文（即课文 B），是编者自编的。第一课的重点是学习关系从句这

一语法项目。一般来说，初级班应以学习简单句为主，而中级班则应开始学习各种复合句。

关系从句是构成主从复合句的基础。掌握了关系从句，实际上就等于学会了主从复合句。关

系从句是由关系代词或关系副词引导的。关系代词和关系副词有好多个，不可能在一课中把

它们全部学完。但这些关系代词和关系副词具有大致相似的语法特征，只要我们先学会了

kiu, kio, kie 的用法，我们就不难掌握其他关系代词和关系副词的用法。关系从句的结构和用

法是比较灵活的，加之汉语中没有这样的语法现象，学员初次接触往往不易掌握，必须经过

大量例句的对比观察，才能逐步熟悉。为此，本课配有大量以 kiu, kio, kie 这三个关系词引

导的各种形式的关系从句的练习，希望学员们通过这些练习能对各种关系从句的形式和用法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第二课通过对数和计算的进一步学习（初级班已经学过这方面的内容），要求学员们能

够用世界语快速读出多位数字并熟练掌握有关各种算式的读法。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世界

语者，他们已经具有相当高的世界语阅读能力，但碰到三位以上的数字时却不能立即迅速读

出，听到别人读出一组数字后也不能立刻领悟。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缺少训练的缘故。本课的

目的是让学员再次得到训练的机会，所以课文稍长了一些。希望学员们通过第二课的学习，

能获得迅速读数的能力。在第二课中同时还要学习一些构词法的知识。学习构词法可以使学

习者的词汇量迅速增加若干倍，大大提高阅读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所以，学习构词法也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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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班的主要学习任务之一。从本课起各课都配有构词法方面的练习，通过这些练习您可以陆

续掌握主要前 和后 的用法并学会用这些词 构成的常用派生词。 
第三课主要学习亲属称谓。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亲属称谓在实际生活中都是比较麻

烦的问题。记得参考消息 83 年 1 月 22 日曾登过一条《苏联在安娜•乌里扬诺娃故居建立列

宁纪念馆》的消息。消息中提到“列宁的外甥维克托•乌里扬诺夫向科研人员和修复专家提

供了重要的细节”。后来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位同志来信指出：“这里提到的外甥显然是侄子

之误。因为维克托既然姓乌里扬诺夫，一定是列宁家的人，而不是外甥。俄文的外甥和侄子

是同一个词，翻译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译法。世界语中的外甥和侄子也是同一个词。这个

例子说明了我们在学习世界语过程中必须弄清世界语亲属称谓体系的重要性。总的来说，西

方的亲属关系分得比较粗，中国的亲属关系分得比较细。这是习惯和文化差异的问题，很难

说孰优孰劣。我们中国人对西方人的那一套称谓体系很不习惯，总认为不够精确。其实粗有

粗的好处，细有细的麻烦。比如本课第二篇课文“konversacio”中的“Onklino Maria”是

Onklino Elizabeta 的姐姐或妹妹，而 Elizabeta 很可能就是说话人（Edzino）的舅母或伯（叔）

母。如果 Elizabeta 是舅母，在汉语中我们怎么称呼 Onklino Maria 呢？我请教了几位有经验

的朋友，他们也找不到恰当的译法， 后勉强译为“玛丽娅舅姨妈”，也不知是否妥当。亲

属称谓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深入研究整个亲属称谓体系以及所有亲属

关系的名称（这是社会语言学的课题之一），我们只须弄清比较常见的亲属关系的称谓以及

少数几个表示亲属关系的前 、后 的用法就可以了。 
第四课重点学习人体各主要部位和主要器官的世界语名称和动词命令式的用法。另外，

课文中有几组常用的同义词，也请注意区别。 
祝学员们学习顺利。 

王崇芳 
 
 

第一单元语法问答 

（1-4 课） 

 
1. 问：学了第一课的语法“关系从句”这一小节后，我对关系从句的构成及其作用还

不太清楚，请再举例说明一下。 
答：在各种从句中，关系从句算是较难掌握的，主要原因是汉语里没有这种结构（指没

有用关系代词、关系副词引导的从句这种形式），加上这种从句在形式和作用上变化较多，

所以我们中国人学习起来特别感到困难。 
1）关系从句的基本形式和用法：有时一个名词（不管它在句中起什么作用）用一两个

词来修饰它还不够，必须用一个句子来说明它。比如有这样两句话：Iu maljunulo vizitis vin 
hieraŭ. Li estas esperantisto.（一位老人昨天来看你。他是世界语者。）如果觉得把这两句话分

开来说有点啰嗦，而且结构不够紧凑，想要把它们合并成一句，就必须使用关系从句： 
La maljunulo, kiu vizitis vin hieraŭ, estas esperantisto. 昨天来看你的那位老人是世界语

者。 
这里的关系从句“kiu vizitis vin hiera ”ŭ 是“la maljunulo”的定语。关系从句紧跟在被修

饰名词之后。又如课本中的另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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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la ĝardeno floras multaj belaj floroj. Mi promenis en la ĝardeno. 花园里开着许多美丽

的鲜花。我曾在花园里散步。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句子合并成一个句子： 
Mi promenis en la ĝardeno, kie multaj belaj floroj floras. 我曾在开着许多美丽鲜花的花园

里散步。 
这个句子中的关系从句是“kie multaj belaj floroj floras”修饰前面的名词 la ĝardeno，从

句的 kie 不是疑问副词，而是关系副词，代表它前面的词组 en la ĝardeno. 
上面两个例句中被关系从句所修饰的词在语法上叫做先行词。先行词可以是名词，也可

以是与关系代词或关系副词对应的指示代词或指示副词，如 tiu, tio, tie 等。关于这方面的例

句可以参见第一课语法部分以及第一课的有关练习题。从那些例句及练习中我们可以看出关

系从句有如下几个语法特点： 
a）关系代词 kiu, kio 的格（即使用主格还是宾格）由它们在从句中的语法作用而定（与

先行词的格无关）。例如： 
Tiu, kiun mi vizitos, estas instruisto. 我要拜访的那个人是教师。（kiun 是宾格，因为它在

从句中作宾语。） 
Tiu, kiu vin vizitos, estas instruisto. 将要拜访你的那个人是教师。（kiu 是主格，因为它在

从句中作主语。） 
b）kiu 的数要与先行词的数一致。例如： 
Mi jam legis tiujn librojn, kiujn vi donis al mi. 我已经读了你给我的那几本书。（kiujn 用复

数，因为它的先行词是复数名词。） 
c）关系代词 kiu(j)的先行词可以是单数或复数名词，也可以是 tiu(j)，而 kio 的先行词只

能是 tio，而且不可以用复数形式。例如： 
Mi skribis per la krajono tion, kion li legis. 我把他读的句子用铅笔写下来。（不可改为

tiojn, kiojn。） 
ĉ）关系从句在一般情况下必须紧接在先行词之后。 
d）关系词的先行词可以是主句的主语、宾语、表语或状语。（例句可参见第一课语法及

练习部分。） 
 

2. 问：当一个形容词同时修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数名词时，形容词应该用复数形式，

如第三课课文中的“Miaj avo kaj avino sidas unu apud la alia”。但我们有时也遇到“Mia frato 
kaj fratino”这样的形式，不知后者是否正确？ 

答：这样的形式，也是可以用的。按照严格的逻辑分析，形容词同时修饰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名词时应该用复数形式。试比较下列三句的句意： 
Li manĝis dolĉajn pomon kaj piron. 他吃了一个味道甜美的苹果和一个味道甜美的梨。 
Li manĝis dolĉan pomon kaj piron. 他吃了一个味道甜美的苹果和一个梨。（梨的味道不

一定甜美） 
Li manĝis pomon kaj piron dolĉan. 他吃了一个苹果和一个味道甜美的梨。（苹果的味道

不一定甜美） 
根据以上分析，你所举课文中的“Miaj avo kaj avino sidas unu apud la alia”在逻辑上无

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句意不会产生混淆，根据柴门霍夫的使用习惯，两个单数名词前的

物主代词可以用单数形式代替复数形式，例如“mia frato kaj fratino”（我的哥哥和妹妹），这

是因为“miaj frato kaj fratino”在语音上不如“mia frato kaj fratino”来得自然。 
 
3. 问：第二课语法中的例句“Iliaj fortoj triobliĝis”译成汉语为“他们的力量增长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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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明明是三倍，却说成了两倍，我不理解，请讲解一下。 
答：“triobliĝis”译成汉语有两种方式：“增加了两倍”或“增加到三倍”。假定原来基

数为 2，世界语的“triobliĝis”就是 2×3＝6。在汉语中实际上就是增加了两倍，即增加后

的数目减去原数再除以原数。如果说成增加到三倍，即增加后的数目除以原数（6÷2＝3）。
由此可见两种说法，意思是相同的。 

 
4. 问：那么“Tiu ĉambro estas duoble pli granda ol la nia”为什么译成“这个房间比我们

的房间大两倍”呢？ 
答：“pli granda ol”的意思是“比…大”，“duoble”说明“比…大”的程度，亦即在原

数的基础上再加上两倍。如果 A（原数）是 10,“B estas duoble pli granda ol A”中的 B 应为

30。也就是 B 比 A 增加了两倍，或 B 是 A 的三倍。试比较： 
1. A pezas 10 kilogramojn; B estas duoble pli peza ol A. (B = 30 kg.)  A 重 10 公斤；B 比 A

重两倍。（B 重 30 公斤） 
2. A pezas 10 kilogramojn; B estas trioble tiom peza, kiom A. (B = 30 kg.)  A 重 10 公斤；B

的重量是 A 的三倍。（B 重 30 公斤）（也就是：B 比 A 重两倍） 
 
5. 问：第三课课文中 B 中的 onklino Maria 译成“玛丽娅舅妈”，onklo Johano 译成“约

翰舅姨父”，但词典中 onklo 和 onklino 并没有这两个释义。请问 onklo 和 onklino 到底能表

达多少亲属关系？ 
答：实际上，onklo 可以用来指与父亲或母亲同辈的任何男性亲属。所以这两个词所表

示的亲属关系是相当广泛的，有时甚至无法找到恰当的汉语对译词。如这里的 onklino Maria
和 onklo Johano 分别译成“玛丽娅舅姨妈”（伊丽莎白舅母的姐姐或妹妹）和“约翰舅姨父”

（玛丽娅的丈夫），就不一定很恰当。如果您认为有更恰当地译法，请来信告知。 
 
6. 问：关于基数词的写法，一本初级世界语课本这样写道：“十以上的数均由基数词简

单结合构成，dek, cent, mil 与相乘之数连写，与相加之数分写。如“dudek, tricent, kvarmil …”。

根据该书规定，64,000 是否可以写成 sesdekkvarmil？ 
答：不可以。该课本关于十以上基数词连写的规则的叙述是不完整的。完整而正确的叙

述应该是：dek, cent 应与前面的相乘数连写，而 mil, miliono 则应与前面的相乘数分写。否

则，如果 mil 前面的数字很大（这个大数与 mil 也是相乘关系），它们连写起来，就不易辩

认了。例如 sesdekkvarmil（64,000），okcentkvindekdumil（852,000）。 
所以，根据以上原则，该课本中出现的“kvarmil”这一形式是不正确的。 
 
7. 问：第四课的练习 V 中的第三小题与第四小题各为“mia laboro komenciĝis je la sepa 

horo”和“Mia laboro ĉesis je la deka horo”，为什么前者需要加-iĝ，而后者则不加？ 
答：后 -iĝ的基本作用是使及物动词词根变为不及物动词。komenci（开始）原是及物

动词，它可以带有以宾格名词或动词不定式充当的直接宾语。例如： 
Kamaradoj, nun ni komencu nian lecionhoron. 同志们，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La du unuaj laboristoj komencis disputadi pri siaj fosiloj. 前两名工人开始争论应该用什么

样的锹。 
fini（结束，完成）与 komenci 一样，也是及物动词。例如： 
Jam estas tempo por fini nian lecionon. 下课的时间已经到了。 
Li jam finis paroli. 他已不再讲话了。 
如果我们要表达“第一节课将在八点开始”这个意思，“komenci”就需要加后 i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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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及物动词（这时主语不再是“li”而是“lecionhoro”）： 
La unua lecionhoro komenciĝos je la oka. 
同样道理，“第一节课将在八点四十五分结束”中的 fini 也应该加后 -iĝi： 
La unua lecionhoro finiĝos je kvarono antaŭ la naŭa. 
ĉesi（停止）和 daŭri（继续，持续）本身就是不及物动词，当我们分别用它们表达“雨

停了”和“讲习班还在上课”这两个意思时，则不应加后 -iĝi。 
La pluvo jam ĉesis. 雨已停了。 
La kurso ankoraŭ daŭras. 讲习班还在上课。 
但是 ĉesi 还可以和不定式连用（即通常用在不定式前），例如： 
Ŝi ĉesis kanti. 她不再唱歌了。 
Manĝu nur kiam vi estas malsata kaj ĉesu manĝi tuj kiam vi satiĝas. 只有在肚子饿的时候

才该吃饭，饱了就该立刻停吃。 
daŭri 和 ĉesi 不同，它不能和动词不定式连用。如果我们要表达“继续工作”这个意思

时，必须在它的后面加后 -ig，使它成为及物动词。例如： 
Ni daŭrigas la laboron. 我们继续工作。（不可以说成“Ni daŭrigas labori”，当然也不可以

说成“Ni daŭras labori”。 
 
8. 问：第二课的第一个注解说“juano”和“ĝiao”都是根据汉字“元”和“角”的读音描

写然后加名词词尾-o 构成的。但我认为，根据世界语的拼音读音规则“元”和“角”的词

根都应该读成两个音节（ju-an, ĝi-aŭ），这与汉字原来的读音有出入，为什么不能把它们改

成一个音节的词根呢（例如 jŭan, ĝjaŭ）？ 
答：您的看法是对的。“元”和“角”这两个货币单位是中国的特有事物，只能音译，即按

拼音规则将汉字的读音用世界语字母转写出来。中国的人名、地名以及大部分中国特有事物

都需要采用音译的办法，这就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汉语拼音世界语转写方案”。为了工作需

要《中国报道》杂志社（EPĈ）五十年代曾制定了一套转写方案，我国的世界语出版物在很

长时间内都是根据这套方案转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的。1979 年国务院指示，我国所有的外

文出版物一律按照汉语拼音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我国的世界语出版物当然也不例外，在

EPĈ 改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后的几年中，不少外国世界语反映不会拼读带有

QWXY 等字母的音节，要求重新改用世界语转写法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在征得上级机

关同意后 EPĈ 编辑部对前期转写方案加以改进，制订了一套新的“汉语拼音世界语转写方

案”，于 1984 年 5 月开始使用。前期转写方案的主要缺点是汉语中的 j、q、x 分别用 g(i)、
k(i)、h(i)表示，和实际读音差别较大，其次是不能体现一个汉字一个音节的特点，例如“元”

拼写成“juan”。现行的转写方案虽然基本上克服了以上缺点，但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如

有些音节拼写形式比较复杂，而且词形难看，汉语中不送气清辅音如 BDG 和送气的清辅音

如 PTK 分别用世界语的 BDG 和 PTK 表示，国外世界语者未必能看出两者之间的实质区别，

等等。但尽管如此，现行方案与前期方案相比还前进了一步。我们的中级课本成书于现行转

写方案成书之前，书中有些表示中国特有事物的词（如“元”写成“juano”）是根据前期方

案转写的，而中国的人名、地名则大都按汉语拼音方案转写。 
附： 
中国的货币单位“元”、“角”在拙编《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中分别是这样表示的：元-- jŭan-o, 角
— ĝjaŭ-o, 如：“角”项下相关释义： (⑦ 货币单位) ĝjaŭ-o (=1/10 de jŭan-o 元 aŭ 10 fen-oj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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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 4课课文参考译文及练习参考答案 

 

第一课 

第一课课文参考译文 

A 
 

锹 
 

（一个古老的法国故事） 
 
从前法国有一位国王找来了三名工人，对他们说： 
“谁挖的沟 长，我将给谁奖赏。” 
前两名工人于是开始争论他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锹。 
“好的锹应该是长的，”一个说。 
“它应该是宽的，”另一个说。 
在他们争论的时候，第三名工人用一把不算好也不算坏的锹挖好了一道沟，获得了奖赏。 
世界语者们，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切莫把时间浪费在闲谈和争论上。让我们只管挖我们

的沟吧! 
柴门霍夫的世界语万岁! 
 

（选自《Cart 教授言论集》） 
 

B 
 

会休息的人也会工作 
 

星期日下午，我和李明坐在我家的桌旁。我们在学习世界语。桌上放着笔记本和书。李明在

朗读，我把他所读的句子用铅笔记下。学习持续了很长时间。 
——我已经累了。我想休息一下，消遣消遣。——我说。 
——好吧，我们就休息吧。会休息的人也会工作。——李明愉快地说。 
——我有一道很有趣的题想给你做一做。你能做出来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出来，但我愿意试一试。——我回答说。 
——哪儿有火柴？ 
——这儿有。 
我给他一盒火柴，他从盒中取出六根。然后他对我说： 
——你能用六根火柴摆出四个三角形来吗？ 
我绞尽脑汁想摆出四个三角形来，但没有成功。我承认自己摆不出来，就请他摆给我看。 
他首先用三根火柴摆出一个三角形，然后按如下办法把另外三根火柴放在这个三角形上。（图

形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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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摆法多简单啊！假如我再动一会儿脑筋，我自己也会摆出来的。——我说——你能

给我再出一道题吗？ 
——那就请你设法用同样多的火柴摆出一个世界语后 或前 来吧。 
我迅速用六根火柴摆出下面这个后 ET，于是我得到了李明的称赞。后来我们又开始学习，

一直学到天黑。 
 

幽默 
 

1 
彼得在给祖母写信。他开始写道：“亲爱的奶奶，我给您写得很慢，因为我知道您不能读得

很快……” 
2 

有一个人给朋友写信说：“我在给你寄一件上衣，你会在它的左边口袋里找到这封信。” 
 
 

练习参考答案 

 
I. 朗读下列单词，注意单词重音：（答案略） 
 
II. 说出下列短文中划线各词的词类：  
en （介词）， iu （代词）， mi （代词）， pro （介词）， tion （代词，宾格）， tiam （副

词）， alia （形容词）， mi （代词）， pro （介词）， ne （副词）， kion （代词，宾格）， 
iu （代词）， en （介词）， ĝin （代词，宾格）， kaj （连词）， unu （代词）， ĝin （代

词，宾格）， kaj （连词）， alia （形容词）， tiam （副词）， ni（代词） 
 
III. 仿照例句用 kiu 或 kio 填充： 
1. Kio  2. Kio  3. Kiuj  4. Kio  5. Kiun  6. Kion  7. Kiun  8. Kiuj  9. Kiu 
 
IV. 仿照例题改写下列句子： 
1. La libro, pri kiu vi parolis, estas interesa. 
2. La floro, kiun mi aĉetis, estas belega. 
3. La homo, kiu staras ĉe la fenestro, estas alta. 
4. La eraro, kiun mia frato faris, instruas min. 
5. Mi atente aŭskultas la fabelojn, kiujn mia onklo ofte rakontas al mi. 
 
V.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并注意 kiu 的用法： 
A 
1. 那件事是哪个学生做的？ 
2. 你谈的是哪一本书？ 
3. 我不知道那件事是谁做的。 
4. 请告诉我你读过哪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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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知道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里？ 
B 
1. 我刚才看见了昨天和你在一起的那位先生。 
2. 他住在花园旁边的那所房子里。 
3. 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它们都是坏的。 
4. 这孩子就是昨天和他的几个（年幼的）儿子在一起游戏的那个小男孩吗？（fileto 指年龄

很小的儿子，不能译成“小儿子”，因为在汉语中“小儿子”指排行 小的儿子。） 
5. 他坐靠窗的那把椅子上。 
6. 那个勤奋的学生世界语学得很好。 
C 
1. 他在那里和昨天从北京来的那个人一起散步。 
2. 只顾闲谈而什么也不干的人是不好的。 
3. 后笑的人笑得 好。（谚语） 
4. 只有从来不做事的人才不犯错误。（谚语） 
Ĉ 
1. 不劳动者不得食。 
2. 话讲得多的人事情做得少。（谚语） 
3. 睡眠时间长的人，生命短促。（谚语） 
4. 行为正派的人不需要害怕。（谚语） 
5. 为大家工作的人不记挂自己。（谚语） 
 
V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并注意 kio 的用法： 
A 
1. 我问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2. 老师问学生桌上放着什么东西。 
3. 请告诉我，你怎么啦？ 
4.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东西在那里燃烧？ 
5. 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6. 她想要知道他刚才谈的是什么。 
B 
1. 我在学习你所教的东西。 
2. 你知道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吗？ 
3. 你想要的东西买来了没有？ 
4. 我要很好地了解他所讲的事情。 
5. 请购买你需要的东西。 
6. 这本小书里有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的东西。 
C 
1. 有始必有终。（谚语） 
2. 有志者，事竟成。（谚语） 
3. 没有丢失的东西，别去寻找。（谚语） 
4. 过去了的事情不会再来。（谚语） 
5. 学会了的东西不会丢失。（谚语） 
6. 对你有用的东西，对我也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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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 
1. Ni donos premion al tiu, kiu lernos plej diligente. 
2. Dum ili babilis, mi legis la libron, kiun mi aĉetis hieraŭ. 
3. Ne perdu vian tempon, farante nenion dum la tuta tago. 
4. Li faris du triangulojn el kvin alumetoj. 
5. Skribinte la leteron, mi ĝin (for) sendis. 
6. Ĉu vi povas solvi la problemon, kiun mi ĵus metis al vi? 
7. La kamarado, kiu estis kun ni hieraŭ, loĝas en tiu ĉambro. 
8. La amiko, kiun mi vizitos, estas esperantisto. 
9. Li legas la gazeton, kiun vi donis al li hieraŭ. 
10. Ĉu vi vidas tiun, kiu sidas ĉe la tablo? 
 
 

第二课 

第二课课文参考译文 

A 
 

数和计算 
 

让我们读出：（数字略） 
“一”、“二”、“三”等数量就是数，数的书写符号是数字，例如 1，2，3 和 I，II，III。 
教师：同志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先听我讲，然后回答我的问题。都准备好了吗？ 
学生：准备好了。 
教师：A 同志，你有几只手？ 
学生 A：我有两只手。 
教师：请数一数你的手指，然后告诉我，你有多少手指。 
学生 A：我在数手指：一、二、三…十。我有十个手指。 
教师：很好。请再从十数到二十。 
学生 A：我在数十一、十二、…十九、二十。 
教师：你知道我们教室里有多少学生吗？ 
学生 A：我知道。教室里有五十七位学生。 
教师：B 同志，请算一下：二十加九等于多少？ 
学生 B：二十加九等于二十九。 
教师：七十减一等于多少？ 
学生 B：七十减一等于六十九。 
教师：这是什么运算方法？ 
学生 B：这是减法。 
教师：C 同志，一百加九百等于多少？ 
学生 C：一百加九百等于一千。 
教师：十万减一万等于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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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C：十万减一万等于九万。 
教师：五十万加五十万等于多少？ 
学生：等于一百万。 
教师：Ĉ同志，三乘以二（或二乘三）等于多少？ 
学生 Ĉ：三乘以二（或二乘三）等于六。 
教师：二十乘以七（或七乘二十）等于多少？ 
学生 Ĉ：二十乘以七（或七乘二十）等于一百四十。 
教师：这是什么运算方法？ 
学生 Ĉ：这是乘法。 
教师：D 同志，十除以二（或二除十）等于多少？这是什么运算方法？ 
学生 D：十除以二（或二除十）等于五。这是除法。 
教师：五分之二加五分之一等于多少？ 
学生 D：五分之二加五分之一等于五分之三。 
教师：请看黑板，读出 1983 这个数。 
学生 D：我在读一千九百八十三。 
教师：下课的时间已经到了。同志们，再见！ 
学生：老师，再见。 
 

B 
 

购物 
 

1 
出售物品的场所是商店。“butiko”是小商店，“magazeno”是大商店。“ĉiovendejo”是一种几乎

可以在里面买到一切物品的大商店。 
2 

陈明要买一件新上衣，林海要买一双鞋。昨天上午他们走进一家新的百货商店。 
在百货商店里营业员帮助陈明确定好适合的上衣尺寸号码，然后他试穿了几件上衣。他觉得

那件灰色的很合身，便立刻决定买下。林海给自己选了一双黑色的鞋。虽然他并不十分喜欢

那双鞋，但他还是买下了，因为那双鞋不贵。他们在收款处付款后，便把买好的东西拿回家，

两人都很满意。 
3 

售货员：您好。您要买什么？ 
顾客：一公斤半苹果。 
售货员：您还要买别的吗？刚到了一批很好的梨。我建议您买一些回去。 
顾客：那就也给我称一公斤梨吧。总共多少钱？ 
售货员：两元六角。 
顾客：给你钱。 
售货员：请等一等。我给您把它们包好。 
顾客：谢谢你服务这么周到。 
售货员：不用客气。再见。 
顾客：再见。 

4 
售货员：您好，先生。您要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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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请给我一盒香烟。 
售货员：您喜欢哪一种，烟叶呛的还是平和的？ 
顾客：我要平和的。 
售货员：先生，您要不要买一个烟嘴或烟斗。 
顾客：不，谢谢。我已经有了烟嘴，我不抽烟斗。 
售货员：您要烟盒吗？ 
顾客：要的。请拿一个给我看看。 
售货员：您喜欢什么颜色的，黄色的还是褐色的？ 
顾客：我喜欢褐色的，而不大喜欢黄色的。多少钱一个？ 
售货员：一元三角，先生。这个价格实在便宜。 
顾客：嗬，只花一元三角就能买这么好的烟盒吗？好，我把它买下。总共多少钱？ 
售货员：两元四角，先生。 
顾客：（交给售货员一张五元的钞票） 
售货员：谢谢。这是找的钱——两元六角。 
顾客：再见。 
售货员：再见。 

5 
一个学生走进百货商店。 
——一公斤面包要多少钱？——他问。 
——四法郎。——售货员回答。 
——一米布料呢？ 
——十二法郎。 
——两公斤面包和两米布料要多少钱？ 
——三十二法郎。 
——如果我给你四十法郎，你应该找给我多少钱？ 
——八法郎。 
——谢谢。请把这些写进这本练习薄中！ 
售货员把那些全部写进练习薄中。 
——给你练习薄。可是你为什么要我写这些数字呢？ 
——因为这是我的家庭作业。 
 

练习参考答案 

 
I. 说出下列各词哪些是派生词，哪些是合成词，并说出它们的词义： 
 
hejmtasko（合成，家庭作业）, arbaro（派生，森林）， gesinjoroj（派生，先生们女士们；

夫妇）， multekosta（合成，昂贵的）， denove（派生，重新）， interkompreniĝo（派生，相

互了解）， belsona（合成，读音优美的）， longedaŭra（合成，持久的）， vespermanĝo（合

成，晚饭）， vivipova（合成，有生命力的）， posttagmezo（派生加合成，午后）， klasĉambro
（合成，教室）， terpomo（合成，土豆）， mallaborema（派生，懒惰的）， longatempe（合

成，长时间地）， eldoni（派生，出版）， jarcento（合成，世纪）， taglaboristo（合成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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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短工）， vortaro（派生，词典）， legaĵo（派生，读物）， tranĉileto（派生，小 ）， monbileto
（合成加派生，钞票）， akvofalo（合成，瀑布）， duonpatrino（派生，继母）， sukeraĵo（派

生，糖果）， pirujo（派生，梨树）， pirarbo（合成，梨树）， cerbumi（派生，动脑筋）， skribsigno
（合成，书写符号）， homplena（合成，挤满人的）， plumingo（派生，钢笔杆）， kamparano
（派生，农民） 
 
II. 读出并写出下列数字：（答案略） 
 
III. 读出下列算式：（答案略） 
 
IV.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A 
1. 我的工作只做了一半。 
2. 尼古拉喜忧参半。 
3. 良好的开端，成功的一半。（谚语） 
4. 他给了我半个苹果。 
5. 她半闭上眼睛。 
6. 土豆烧得半熟。 
7. 这本书我只读了三分之一。 
8. 四分之一加八分之一等于八分之三。 
9; 百万是由许多个千分之一组成的。（谚语。意为：积小量，成大量；积少成多；聚沙成塔；

集腋成裘。） 
B 
1. 六是三的二倍。 
2. 十一的十二倍是一百三十二。 
3. 他跑得比她快三倍。 
4. 他倍加高兴。 
5. 顾客的数量增加了两倍（或增到了三倍）。 
6. 他得到双倍的报酬。 
7. 双股线比单股线结实。 
 
V. 仿照例句用下列词语造句。（答案略） 
 
VI. 将下列对话译成世界语： 
Vendisto: Kion vi deziras aĉeti, sinjoro? (aŭ: Per kio mi povas servi al vi, sinjoro?) 
Kliento: Du kilogramojn da piroj. 
Vendisto: Ĉu vi deziras ankoraŭ ion alian? 
Kliento: Kiom kostas kilogramo da pomoj? 
Vendisto: Naŭ ĝjaŭ-ojn. 
Kliento: Bonvolu pesi al mi kilogramon. Kiom mi ŝuldas al vi entute? (aŭ: Kiom mi devas pagi 
entute?) 
Vendisto: Du jŭan-ojn kaj ses ĝjaŭ-ojn. 
Kliento: Jen kvin-jŭana bileto. 
Vendisto: Jen la restaĵo — du jŭan-oj kaj kvar ĝjaŭ-oj. Nur unu momenton. Mi pakos ilin por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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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ento: Dankon pro via bonega servo. 
Vendisto: Ne dankinde. Ĝis revido. 
Kliento: Ĝis revido. 
 
VII. 按例句用下列每组词造句：（答案略） 
 
VII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水和面包有利健康。（谚语。意为：粗茶淡饭保健康。） 
2. 木头可用来生火。 
3. 老年时要为年青时的过错付出代价（谚语） 
4. 凡事皆有报应之时。（谚语） 
5. 我很喜欢那位姑娘。 
6. 我更喜欢年轻人。 
7. 还未曾有过人人都喜欢的人。（谚语） 
8. 我喜欢春天，但我更喜欢夏天。 
9. 开头, 他觉得有点长。 
10. 如果你（将来）学习世界语，你一定会觉得它很容易。 
11. 他们虽然老了，但还在学习世界语。 
12. 我什么也没看见，虽然一切都很明亮。 
 
 
 

第三课 

第三课课文参考译文 

 
A 
 

和睦的家庭是幸福的 
 

今天是我祖父的生日。我们全家人都围坐在一张大方桌周围欢宴。只有我的母亲没有和

我们在一起。她在厨房里做菜。 
我的祖父和祖母并排坐着。他们是我父母的父亲。我是他们的孙子。我父亲的身边坐着

我的叔父（或伯父）。他是我父亲的弟弟（或哥哥）。他有妻子，她在他身旁。她是我父亲的

弟媳（或嫂子）。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弟（或堂兄），坐在我妹妹身旁，她是他的堂妹。

我是我叔父、叔母的侄子。我坐在我叔母的对面，在我父亲和我妹妹的中间。 
我的母亲现在从厨房里出来，给我们端来两个大菜盘，一个盘子里盛的是鱼，另一个盘

子盛的是素菜，然后她又端来了一个大汤盆，里面盛着肉汤。汤的味道特别好。我们吃得很

香。全家人心情都很愉快。我的年老的祖父非常满意。 
—— 我很幸福。—— 他说—— 我身体很健康，我的儿子、媳妇、孙子和孙女都很好，

他们生活在一起很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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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幸福。—我的堂弟说 —— 我有非常可亲的、非常和蔼的爷爷奶奶，他们对我

和全家人都非常关怀，对不对呀？ 
对，对！我们的爷爷奶奶真好！—— 我的妹妹大声叫道。 
我堂弟和妹妹的话使爷爷奶奶感到很高兴。他们非常快乐地笑着，全家人也都快乐地笑

着。 
 

B 
 

会话 
 

妻子：我刚收到舅/姨妈的一封信。你还记得她吧？她是伊丽莎白舅/姨妈的姐姐。 
丈夫：记得。她就是结过两次婚的那个舅/姨妈。她的前夫已经去世了，不是吗？ 
妻子：对。她两次结婚都生了孩子。她的第二任丈夫约翰舅/姨父过去也曾结过婚。他前一

次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他和玛丽娅舅/姨妈生了四个孩子。 
丈夫：那他们都是你的表兄弟姐妹啰，对吧？ 
妻子：我管他们每个人都叫表兄弟或表姐妹。玛丽娅舅/姨妈生的孩子都是我的表兄弟姐妹，

但约翰舅姨父前次婚姻所生的孩子实际上并不是我的亲属。 
丈夫：那他们互相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妻子：玛丽娅舅/姨妈前次结婚所生的孩子是约翰舅/姨父的 duoninfanoj。玛丽娅舅/姨妈是他

孩子的 duonpatrino。她的孩子是约翰舅/姨父孩子的 vicfratoj 和 vicfratinoj。 
丈夫：这一点我过去不明白。我还以为他们都是 duonfratoj 和 duonfratinoj 呢。 
妻子：不是的。duonfratoj 和 duonfratinoj 是有同一个母亲或同一个父亲的兄弟姐妹。玛丽娅

舅/姨妈与约翰舅/姨父共同生的孩子是其他孩子的 duonfratoj 和 duonfratinoj. 
丈夫：这真把我搞糊涂了。玛丽娅舅/姨妈在信中说的什么？ 
妻子：下星期他们都要来看我们。 
丈夫：什么？天哪！到时候我怎么能弄得清谁是谁呀！ 
 

谚语 
谚语出自人民的头脑。 
好友胜过远亲。 
住在近处的邻人胜过森林后面的弟兄。 
一个母亲关怀十个孩子，胜过十个孩子关怀一个母亲。 
母亲眼里没有丑孩子。 
父母树立榜样，子女认识生活。 

诗一首 
 

壁钟 
 

我日夜走个不停， 
可永远走不出家门。 
滴答！滴答！ 
如果有人准时关心我， 
我还会敲出声音报时。 
铛铛！铛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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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参考答案 

I.  将下列派生词和合成词译成汉语：（答案略） 
 
II. 仿照例题用一个词说出下列亲属关系： 
1. bofratino  
2. nevo  
3. bofrato  
4. onklo  
5. bofrato  
6. avo  
7. bofrato  
8. nevino  
9. nepo  
10. onklino  
11. bofratino  
12. pranepo  
13. avino  
14. nepino  
15. bopatro  
16. bopatrino  
17. bogepatroj  
18. bofilino  
19. bofilo  
 
III. 说出下列各词之间的关系： 
1. nevo（侄子；外甥），  nepo（孙子；外孙），  kuzo（堂兄弟；表兄弟） 
2. knabo（男孩），  filo（儿子），  infano（儿童） 
3. praavo（曾祖父；外曾祖父），  prapatroj（祖先） 
4. duonfrato（异父或异母兄弟），  vicfrato（继父与前妻或继母与其前夫所生的儿子） 
 
IV. 仿照例句提问：（此题有时有两种或多种答案，这里只列其中一种） 
1. Kiam vi naskiĝis? 
2. Kiomjara estas via patro? Kaj via patrino? 
3. Kiom da fratoj vi havas? 
4. Kia estas lia nomo? 
5. Je kiom da jaroj li estas malpli aĝa ol vi? 
6. Kio li estas? 
7. Kiu loĝas en la vilaĝo? 
8. Ĉu vi ofte vizitadas ilin dimanĉe? 
 
V. 仿照例句回答问题：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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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stas la tria kaj duono. 
2. Estas la tria kaj tri kvaronoj. 
3. Estas la tria kaj kvindek kvin (minutoj). 
B 
1. Estas kvarono post la tria. 
2. Estas dek naŭ post la tria. 
3. Estas dudek kvin post la tria. 
C 
1. Estas dudek ses antaŭ la kvara. 
2. Estas dek unu antaŭ la kvara. 
3. Estas kvin antaŭ la kvara. 
 
V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这些孩子都举起一只手。 
2. 这孩子举起了双手。 
3. 这些孩子都举起了双手。 
4. 这孩子举起了一只手。 
5. 人们常常不使用自己的头脑。 
6. 他们看见了彼得和约翰，他们俩坐在那里。 
7. 这张桌子和那把椅子是旧的。 
8. 他的哥哥和姐姐在同一车间工作。 
9. 人们称结苹果的树为苹果树。 
10. 父亲和母亲合称为双亲。 
 
VII. 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 
1. Miaj geavoj estas tre sanaj. 
2. Mia tuta familio estas tre feliĉa. 
3. Ili manĝas kun apetito. 
4. La viandsupo estas aparte bongusta. (aŭ: La viandsupo havas aparte bonan guston.) 
5. Hodiaŭ mi estas en ĝoja [gaja, bona] humoro. 
6. Miaj gefratoj vivas kune en harmonio. 
7. Ili ĉiuj levas la kapon por rigardi la sunon. 
8. Ni staras unu apud la alia. 
9. Ili estas tre intimaj unu kun la alia. 
10. Ni nomas lin onklo, kaj li nomas nin genevoj. 
 
 

第四课 

第四课课文参考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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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体 
 

人体由头、躯干和四肢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头由颅部和面部组成。人的头上长着头发，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头发。没有头发的人是秃

子。脸的上部是额头，下部是下巴。额的下部有两只眼睛和两道眉毛。人用眼睛看东西。看

不见东西的人是瞎子。人有两只耳朵，耳朵可用来听声音。听不见声音的人是聋子。人的脸

上还有双颊、一个鼻子、一张嘴。嘴的边缘部分是唇。嘴里有舌头和牙齿。人用鼻子呼吸和

辨别气味，用嘴吃饭和说话，用牙齿咀嚼。不能说话的人是哑巴，而且常常又聋又哑。 
颈连接头部和躯干。颈内有咽喉。躯干的前部是胸和腹，其后部，即从肩至臀部是背。

胸脯上有一对乳房。胸的里面有肺和心脏。腹部里有胃、肠子和其他内脏。腹部大的人是大

腹便便的胖子。躯干 细的部分，即从胸的下部至两胯之间的部分，是腰部。腰部纤美的姑

娘是苗条的。 
人有两只上肢和两只下肢，即两臂和两腿。臂的末端部分是手，腿的末端部分是脚。每

只手或每只脚有五指/趾，每个指/趾头都有指/趾甲。 
由于某种原因缺少一两只肢体的人是残疾人。 

 
B 
 

关于卫生的劝告 
 

只有当你饿了的时候才应吃饭，饱了就应该立即停止。应该吃新鲜的、烧煮得美味可口

的食物，盐和香料不要加得太多。应该慢慢地吃，因为吃得快、吃得太多对你的健康有害。

给自己做简单的食物吃并定时就餐的人身体健康强壮。 
清洁的水是对健康 有益的饮料。茶和咖啡有助于消化，它们对成年人有益，但对儿童

有害。酒是 有害的饮料，尤其是当人们空腹饮用的时候。即使只饮一小杯，它也损害人们

的健康。 
 

开怀一笑 
1 
——你会倒立行走吗？ 
——我会。 
——倒立的时候血是不是往你脑袋里流？ 
——唔，是的。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 
——因为你的脑袋是空的。 
2 
——你能不能说出为什么鼻子长在脸的中间呀？ 
——不能。 
——这是为了使眼睛能长在鼻子的两边。 
3 
“妈妈，”彼得问，“为什么我们的老师头上的头发这么少？” 



 

 19

“因为他脑筋动得太多。”妈妈回答说。 
“妈妈，可是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头发呀？” 

 

练习参考答案 

I. 说出由词根 san-构成的派生词和合成词的意思： 
sano（健康），saniga（增进健康的），sanigi（使健康），saniĝi（变得健康，健康起来），sanstato
（健康状况），malsana（有病的），malsano（病），malsani（有病），malsaneca（病态的），

malsaneto（小病，不舒服），malsanigi（使生病），malsaniga（致病的），malsaniĝi（得病），

malsanulo（病人），malsanulejo（医院），resanigi（使恢复健康，治好），resaniĝi（恢复健康），

neresanigebla（治不好的），kormalsano（心脏病），okulmalsano（眼病） 
 
II. 将下列单词译成世界语： 
1. korpo  2. kapo  3. frunto  4. cerbo  5. vizaĝo  6. vango  7. nazo  8. okulo  9．brovo  10. 
orelo  11. buŝo  12. lipo  13. lango  14. dento  15. mentono  16. la kvar membroj  17. 
supra membro  18. malsupra membro  19．brako  20. mano  21. fingro  22. ungo  23. ŝultro  
24. kolo  25. gorĝo  26. trunko  27. brusto  28. ventro  29．mamo  30. pulmo  31. koro  
32. stomako  33. intesto  34. internaĵo  35. dorso  36. talio  37. kokso  38. sidvango  
39．kruro  40. piedo  41. haro 
 
III. 选择适当的词说明容貌： 
（做 A 题时要注意主语和表语之间数的一致，例如：La korpo de Li Ming estas fortika. La 
dentoj de Li Ming estas blankaj. 做 B 题时要注意 havi 的宾语要用宾格，例如： Maria havas 
longforman vizaĝon. Maria havas bluajn okulojn. 答案略。） 
 
IV.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要多想少说。 
2. 我不准许她离开。 
3. 我请您原谅我。 
4. 她不必来。 
5. 他叫我今天来。 
6. 我给他一支钢笔，好让他写字。 
7. 今天（你）要把字写好，让老师看看，你是能够把字写好的。 
8. （你）要把这一课学会，以便你能帮助你那位生病的朋友。 
9．因此请写信给他，让他知道这件事。 
10. 如果有东西到嘴边，就别把嘴闭上。（谚语） 
11. 他除了健康什么都不缺。 
12. 如果缺少成年人，孩子也可以算是大人。 
 
V.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注意 komenci 和 ĉesi 的用法： 
1. 我和我的朋友在七点开始工作。 
2. 我们十点钟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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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的工作在七点开始。 
4. 我们的工作在十点停止。 
 
VI. 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 
1. La homa korpo konsistas el tri ĉefaj partoj: kapo, trunko kaj membroj. 
2. La parto de la ŝultro ĝis la mano (aŭ: La parto inter la ŝultro kaj la mano) estas la brako. 
3. La parto, kiu kunligas la kapon kaj trunkon estas la kolo. 
4. La antaŭaj partoj de la trunko estas la brusto kaj ventro, kaj la malantaŭa parto estas la dorso. 
5. La antaŭa parto de la piedo estas la piedfingroj. 
6. Li rigardas supren, sed vidas nenion. 
7. Li atente aŭskultas, sed aŭdas nenion. 
8. Teo estas utila al la homo, ĉar ĝi helpas al digestado. 
9．En la ĉambro ne estas (aŭ: ne troviĝas) seĝo. 
10. Nenio mankas al mi krom tempo. 
 
 

怎样学好第二个月的功课（5-8 课） 

亲爱的学员朋友， 
您已经顺利学完第一个月的功课了。在学习过程中一定有很多体会和经验，请您把这些

宝贵的体会和经验写给我们，我们将选择一部分在以后各期的辅导资料中陆续介绍给其他学

员朋友们。 
第二个月您将要学习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这四课。毫无疑问，这四课的难度要比前

四课的难度大一些，您在学习过程中也许会感到不那么轻松，甚至会感到吃力。我们应该有

这样的认识：世界语尽管很容易学，但它毕竟是一门语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门“外

语”（世界语对任何民族的人来说都可以说是“外语”），所以，要真正掌握世界语，达到熟

练运用的程度，不下苦功夫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请您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务必不要半途而

废。 
第五课的第一部分课文《两兄弟》是一篇保加利亚的民间故事。这篇故事语言简单朴素，

内容深刻动人，短短数百字，胜过洋洋万言的道德伦理说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故事中

的两个主人公一样互相想着对方，我们的每个家庭，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将是多么和睦，多

么美好！本课的第二部分课文文字比较简单，讲的是一天中的生活。您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日

常生活用语，如起床、洗脸、穿衣、吃饭、睡觉等的表达方式。这一课的语法项目是后 -ig
和-iĝ的用法。-ig 和-iĝ是世界语中使用 广泛的两个后 ，是世界语中特有的语法现象。您

必须弄清这两个后 的语法性质和语法作用，才能在语言实践中正确使用它们。 
第六课的第一部分课文是一篇关于世界语学习方法的对话。在第一期的辅导资料《致中

级班学员》中我们曾经提到希望学员朋友们要用世界语开口讲话。这篇课文可作为朋友们练

习口语的材料。本课的第二部分课文《奇怪的遗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数学问题。

如果您有兴趣，请您在学完课文后动动脑筋，思考一下其中的奥妙。本课有两个语法项目：

动词假定式和动词不定式。动词假定式对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陌生、比较难以掌握的语法项目

之一。说它难以掌握，不是指它的形式，而是指它的实际使用，即在什么时候应该用假定式，

什么时候不该用假定式。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即使有经验的世界语者有时也难

免踌躇不决。本课不可能要求一下子就掌握假定式的用法（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而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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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员先理解假定式的基本意义，掌握它的基本用法，为以后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假定式的用

法打下坚实的基础。动词不定式比较容易掌握，但它的用处很广泛，也是一个必须学好的重

要语法项目。 
第七课的两篇课文都是有关疾病和医疗方面的材料，目的是给朋友们提供有关这方面的

基本的词汇和用语。本课的语法“冠词的用法”是一个极重要的语法项目。冠词是世界语

中使用频率 高的词。冠词的用法和假定式的用法一样，对中国人来说也是难以掌握的。本

课也只要求学员掌握冠词的基本用法。有了这个基础，您就可以在今后各课课文的学习中随

时观察分析冠词的各种用法，从而获得准确使用冠词的能力。 
第八课的第一部分课文《诚实的樵夫》是一篇原文作品，我们一字未改地选进课本作为

课文，目的是让学员朋友们多接触一些外国人写的世界语读物。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语，严

格来说对本国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本国人之间完全不必借助世界语交流思想），它的作用

只在操不同民族语言的人们相互交流时才能发挥。操同一民族语言的人由于思维方式和用词

习惯相同，即使用世界语交谈，相互之间也是容易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少

选本国人写的世界语文字，多选外国人写的文章。这是完全必要的。请您在学习过程中多注

意课文中与汉语习惯不同的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和句式，并尽量模仿作用。本课第二部分课

文又是一篇对话。本月的这四课中几乎每课都有会话材料，供朋友们练习口语之用。如果您

参加了世界语学习小组或有同伴一起学习，您应该尽可能用世界语和同伴对话，借以提高口

语能力。本课 后还附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关于爱情的两首小诗。爱情是人生不可缺少

的东西。纯真的爱情可以催人上进，净化人的道德情操。裴多菲的这两首诗教给我们怎样对

待爱情。您看，他在《Arb’ mi estas...》中对他所爱的人爱得是那样的深沉、那样的热烈、

那样的执著，即使她是“地狱”，他也愿意和她在一起！可是，在《La Amo kaj la Libero》
中诗人却明确唱出，为了自由和民族独立，他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乃至爱情。诗人不但这样说，

而且也这样做了。二十六岁时，他手持武器奔赴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场，同外国侵略军英勇

奋战，为民族独立与解放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死在哥萨克的矛尖上。裴多菲的诗不仅在

匈牙利广泛流传，而且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鲁迅说过：“我向来原是很爱裴多菲的人

和诗的”。从他在 1933 年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我们知道，他曾鼓励白莽（即殷夫）

翻译裴多菲的诗歌，《自由与爱情》就是其中的一首。这首用旧体诗形式译出的箴言式的短

诗深得中国青年们的喜爱，长期以来，鼓舞和激励了千千万万中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裴多

菲的大部分重要诗作已由匈牙利著名世界语诗人 K. Kalocsay 译成世界语。我国著名世界语

翻译家孙用先生依据世界语译文将它们转译成中文，于 1954 年以《裴多菲诗选》的书名在

我国出版。本课的语法项目是分词名词、分词形容词和分词副词。这也是世界语中 常见的

语法项目之一。学习这三种分词形式，首先要弄清它们所表示的时间概念，另外，还要弄清

分词副词的逻辑主语与句子主语的一致关系。 
总之，这一个月的学习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既有寓意深刻的民间故事，也有饶有兴味的

数学问题；既有生动活泼的口语对话，也有脍炙人口的诗歌；既有谜语、幽默，也有世界语

者智慧的结晶——世界语谚语。我们相信，尽管这个月的学习任务繁重，您是一定会克服学

习过程中的各种困难，以极大的学习热忱和浓厚的学习兴趣顺利学完本月的功课的。我们等

待您的胜利喜讯。 
王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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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语法问答 

（5-8 课） 
 

1. 问：后 -ig 和-iĝ可否独立使用？ 
答：可以。igi 的意思是“使…（做…）”，它要求一个复合宾语，即“宾格名词（或代词）+
不定式”结构。例如： 
Li igis Petron legi la libron. 他叫彼得读这本书。 
Ili igis ŝin labori de la mateno ĝis la vespero. 他们迫使她从早到晚劳动。 
iĝi 的意思是“变成”，“成为”（= fariĝi）。例如： 
Ĉu vi volas iĝi kuracisto? 你愿意成为一个医生吗？ 
En la lasta tempo li iĝis silentema. 他 近变得沉默寡言。 
 
2. 问：世界语中表示事情发生或持续时间有哪些表达方式？ 
答：大致说来有三种表达方式：1）用介词表示；2）用宾格表示；3）用副词形式表示。现

简述如下： 
1）用介词表示 
A. 表示事情发生的时间： 
a) 世纪：en la dudeka jarcento 在二十世纪 
b）年份：en la jaro 1984 在 1984 年 
c）季度：en somero 在夏季 
ĉ）月份：en majo 在五月 
d）星期：en la sekvanta dimanĉo 在下星期日 
e）日：je la unua de majo 在五月一日； je Kristnasko 在圣诞节 
f）早、晚：en la mateno ［vespero］ 在早晨［晚间］ 
上午、下午：en la antaŭtagmezo ［posttagmezo］ 在上午［下午］ 
g）中午、午夜：ĉe la tagmezo ［noktomezo］ 在中午［午夜］ 
ĝ）钟点：je la sesa horo 在六点；je la sepa kaj dek minutoj 在七点十分 
h）瞬间：en la sama momento 在同一时刻 
ĥ）与另一事同时：ĉe la tagmanĝo 在吃午饭时； ĉe la subiro de la suno 在太阳落山时； ĉe la 
alveno de vagonaro 在列车开来时 
i）大概的时间：ĉirkaŭ Kristnasko 圣诞节前后； ĉirkaŭ la deka 将近十点 
 
B. 表示事情的持续时间 
a）用 dum 表示某一行为延续一段时间： 
Li parolis dum dek minutoj. 他讲了十分钟话。 
Dum lia parolado mi dormetis. 他讲话时我在打盹。 
b）用 por 表示某一行为产生的状态的延续时间： 
Vi povas prunti la libron por du semajnoj. 这本书你可以借两个星期。 
Li forveturos Pekinon por dek tagoj. 他将到（北京）去十天。 
c) 用 tra 表示在某一段时间内动作的多次反复： 
La koko krias tra la tuta nokto. 这只公鸡叫了一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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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 la tuta vivo li evitadis troajn ekscitiĝojn. 他一生都避免过分激动。 
ĉ) 用 de… ĝis…表示“从…到…”： 
Li laboras de la mateno ĝis la vespero. 他从早到晚工作。 
La Dua Mondmilito daŭris de 1939 ĝis 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 1939 年打到 1945 年。 
 
2）用宾格表示 
宾格可用来代替介词表示事情的发生时间（如日期、星期等）或持续时间。例如： 
Vaŝinton estis naskita la dudekduan de februaro. 华盛顿生于二月二十二日。 
Li venos vendredon. 他将在星期五来。 
Ĉiun tagon li ellitiĝas je la sesa horo. 他每天六点起身。 
Hieraŭ li laboris la tutan tagon. 他昨天干了一整天活儿。 
La pluvo daŭris tri horojn. 这场雨下了三个小时。 
3）用副词形式表示 
季度、星期等也可能用副词形式表示。例如： 
Somere oni portas pli belajn vestojn ol vintre. 夏天人们穿衣服比冬天漂亮。 
Ni ripozas dimanĉe. 我们在星期天休息。 
Ĉiumatene mi vekiĝas je la sesa. 我每天早晨六点醒来。 
 

3. 问：foje 与 iafoje 的词义有什么区别？ 
答：foje 的意思是“有一次”（通常用来指过去）；iafoje 的意思是“有时”（可用于过去、

现在和将来）。例如： 
Foje en la arbaro li renkontis belan knabinon. 有一次他在森林中遇见了位美丽的姑娘。 
Iafoje oni devas okulon fermeti. 有时人们必须微微闭上眼睛。 
 
4. 问：“Al mia plej aĝa filo mi donos duonon de la azenoj”中的 de 是否可以用 da 代替？ 
答：不可以。在分数 duono, triono 等后面不能用介词 da，而只能用介词 de。例如：duono 

de paĝo 半页书；kvarono de horo 一刻钟 
 
5. 问：第五课的谚语“Celi anseron, trafi aeron”在参考译文译成“瞄准的是雁，射中的

是天”。明明是“鹅”，为什么译成了“雁”？ 
答：“雁”的世界语对译词是 sovaĝa ansero（意译为“野鹅”）。从上述谚语所表达的意

思来看，ansero 译成“雁”是比较恰当的（鹅是不能飞上天的，而且“雁”和“天”还可以

押韵）。 
 
6. 问：第五课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Mi havas la honoron saluti vin en la nomo de la 

pekinaj esperantistoj”。“北京”明明是专有名词，为什么句中的“pekinaj”用小写形式？是

不是印刷错误？ 
答：不是印刷错误。您注意到这个问题，说明你学习是很仔细的。关于大写字母的用法，

这个问题看来似乎很简单，但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各国习惯不一，目前尚存在一些分歧。 
大写字母主要用于： 
1. 一句话开头的第一个字母用大写字母。 
2. 人名、地名和国家名称等专有名词的第一个字母用大写字母：Zamenhof 柴门霍夫， 

Pekino 北京，Ĉinio 中国。 
3. 由普通名词构成的专有名词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la Flava Rivero 黄河，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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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uiĝintaj Nacioj (UNo) 联合国，Plena Ilustrita Vortaro de Esperanto 世界语插图大词典。 
4. 节日、重大纪念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名称：Kristnasko 圣诞节，Novjaro 新年，la Nacia 

Festo 国庆节，la Unua Mondmilito 第一次世界大战。 
5. 政党、团体及其他组织机构的名称：la Ĉina Komunista Partio de Ĉinio 中国共产党， 

Universala Esperanto-Asocio 国际世界语协会，la Ŝtata Konsilantaro （中国的）国务院。 
6. 神的名称：Dio 上帝，Venuso 维纳斯。 
7. 拟人化的名词：la Morto 死神。 
8. 作为天文术语的星球名称：la Suno 太阳，la Tero 地球（作为日常用语时则应小写） 
9 “世界语”的名称：Esperanto。 
以上列举的大写字母的用法规则基本上是各国世界语者共同遵守的。下面是各国世界语

者使用习惯不一致的情况： 
1. 民族词一般采用小写形式，如：ĉino 中国人，franco 法国人，ruso 俄罗斯人；但也

有人习惯采用大写形式，如：Ĉino, Franco, Ruso。 
2. 月份和星期的名称一般小写，如 januaro 一月，sabato 星期六；但月份也有人习惯

采用大写形式，如 Januaro，而星期名称不能大写。 
3. 由专有名词转成的形容词一般倾向于小写，如：zamenhofa stilo 柴门霍夫的文体，

pekina anaso 北京鸭，la usona popolo 美国人民；但也可以大写，如： Zamenhofa stilo, Pekina 
anaso, la Usona popolo。 

4. 职务名称作头衔使用时一般须要大写，如：Doktoro Li （缩写为 D-ro Li）李博士，

Profesoro Kuri （缩写为 Prof. Kuri）居里教授；但也可以小写，如：doktoro Li (d-ro Li), 
profesoro Kuri (prof. Kuri)。 

5. 先生、太太、小姐、同志等称呼语及其缩写形式一般用小写，如：sinjoro Wang (s-ro 
Wang) 王先生，sinjorino Kuri (s-ino Kuri) 居里夫人，kamarado Zhang (k-do Zhang) 张同志；

但也可以大写：S-ro Wang, S-ino Kuri, K-do Zhang。 
6. 书刊名称、文章、剧本等标题中的主要词的第一个字母一般大写，如：《Fundamenta 

Krestomatio》《基础文选》，《Patroj kaj Filoj》《父与子》，《Rakonto pri la Haroj》《头发的故事》；

但也可以除第一个词的首字母外其他一律小写，如：《La novaj vestoj de la reĝo》《国王的新

装》。 
7. 某些尊称可以大写（大写表示尊敬），如：Via Reĝa Moŝto 国王陛下（直接称呼），

Lia Ambasadora Moŝto 大使阁下（间接称呼）；但也可以小写，如：via generala moŝto 将军

阁下（直接称呼）。 
8. “Esperanto” 转成的形容词或副词或构成的派生词，一般小写，如：esperanta 世界

语的，esperante 用世界语，esperantisto 世界语者，esperantigi 译成世界语，esperantujo 世
界语国度；但也可以使用大写，如：Esperanta, Esperante, Esperantigi, Esperantu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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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至 8课课文参考译文及练习参考答案 

 

第五课 

第五课课文参考译文 

 
A 
 

两兄弟 
 

（保加利亚民间故事） 
 

从前有弟兄两人。他们已经成家。弟弟有四个孩子，哥哥一个孩子也没有。父亲死后他

们没有把土地分开，而是在一起耕种。麦子熟了，他们收割、打谷并把粮食分成相等的两份。 
晚间，哥哥上了床，但是睡不着。他想：“我们的粮食分得公平吗？弟弟家里人口多。

为了养活孩子他需要较多的粮食。我得赶快去把我的粮食拿出一些给他添上，但要不让他知

道。 
弟弟夜里醒来，也开始想那同一件事。“我和妻子年纪轻，身体好，”他想，“而且现在

我们孩子也已经开始给我们当帮手了。孩子越多，帮手越多。可是我的哥哥嫂嫂没有孩子，

哥哥的身体还比我弱，我得把我的粮食拿出一些给他的粮食添上。”于是他从床上起来。走

过去从他的粮食中拿出一些添到他哥哥的那份粮食上。 
白天他们看到那两份粮食又一样多了。他们感到惊奇，但谁也没有吭声。第二天夜里他

们又互相给对方添加粮食。由于他们做这件事的时间不同，他们没有相遇。那两份粮食又重

新相等了。 
就这样他们在几天夜里互相给对方添加粮食。 
后两兄弟终于相遇。这时两个人都明白了为什么两份粮食始终一样多的原因。他们的

双眼被喜悦的泪水湿润，互相拥抱在一起，决定一辈子住在一起，事事互相帮助。他们非常

幸福。 
 

B 
 

我的一天 
 

我每天早上六点醒来，虽然这时我还瞌睡，但我立刻起床。我拿起衣服穿到身上。夏天

我通常不穿深色衣服，我只穿浅色衣服。穿上衣服后，我打开门窗。我走到院子里并在那里

做早操。回到房间后我用水和肥皂洗手洗脸，用牙刷刷牙，然后用手巾擦手。我对着镜子用

梳子梳头。七点我准备好吃早饭。我早饭总是吃得很香。 
七点半我离家迅速向学校走去。我们八点开始上课。我们上午上四节课。 
我中午在家里吃饭，然后睡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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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午的学习在两点开始，约四点半结束。 
吃完晚饭后我做家庭作业并自学世界语。有时我听广播或看电视。 
我夜晚九点走进卧室。我脱去上衣、裤子、鞋、袜，上床睡觉。关上电灯后，我合上双

眼，很快就睡着了。我每天夜里睡得很熟，一直睡到天亮才醒。 
 

谚语 
 

不要悔恨昨天，不要等待明天，不要放弃今天。 
明天是懒人 喜爱的日子。 
镜子帮不了丑人的忙。 
一燕不成春。 
新笤帚扫得特别干净。（这句话讥笑新到任的管事者吹毛求疵，近似于“新官上任三把

火”） 
少说话，多做事。 
瞄准的是雁，射中的是天。（比喻失败） 

 
对话 

 
——您好，A 同志！ 
——您好，B 同志！ 
——您身体好吗，亲爱的同志？ 
——谢谢。我身体很好。您呢？ 
——也还好，谢谢！您全家人身体也好吗？ 
——很好，很幸福。您全家人呢？ 
——也很好。我全家人都很健康。这是首要的事。 
——…… 

 

练习参考答案 

I. 说出下列由-ig 构成的派生词的意思：（答案略） 
 
II. 说出下列由-iĝ构成的派生词的意思：（答案略） 
 
III. 用后 -ig 或-iĝ填充： 
1. ig  2. iĝ, ig  3. ig, ig  4. iĝ  5. ig  6. ig  7. iĝ  8. ig  9. ig  10. iĝ  11. iĝ  12. ig  13. 
iĝ  14. iĝ  15. iĝ, iĝ  16. ig  17. iĝ  18. iĝ  19. iĝ  20. iĝ 
IV. 选择填充： 
1. ĉe  2. je  3. en  4. renkontiĝis  5. ekdormis  6. dormis  7. metu sur vin  8. sidiĝis  9. 
stari 
V.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夏天一过，她就要和他结婚。（或：就要嫁给他。） 
2. 手不累，面包就做不成。（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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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过分的盐会使菜肴变得不鲜美。（谚语） 
4. 不是场所使人美，而是人使场所美。（谚语） 
5. 长久不动，石头也会变绿。（谚语） 
6. 鱼从头开始腐烂。（谚语） 
7. 空气对人是必需的。 
8. 这条河把我们的城市分成两部分。 
9. 他们互道晚安。 
10. 他们用世界语交谈能够相互了解。 
 
V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注意 kiam 的用法： 
A 
1. 我到他那时去的时候，他在睡觉。 
2. 猫儿去散步，耗子开宴会。（谚语） 
3. 话语出口，无法收回。（谚语） 
B 
1. 他们工作结束后回家去了。 
2. 她在森林里呆了很短时间，天就黑了。 
3. 太阳落山后，我们回家了。 
C 
1. 他一回来，我就去拜访他。 
2. 他一出去，就请（你）立即把门关上。 
3. 太阳一升起，鸟儿就飞走了。 
 
VII. 回答下列问题： 
1. Mi kutime vekiĝas je la sesa. 
2. Min vekas mia vekhorloĝo. 
3. Post kiam mi vekiĝas, mi prenas miajn vestojn kaj min vestas. 
4. Mi faras gimnastikajn ekzercojn en la korto kaj lavas al mi la vizaĝon en la ĉambro. 
5. Mi purigas miajn dentojn per la dentobroso. 
6. Mi kutime matenmanĝas je la sepa. 
7. Mi eliras el mia domo je la sepa kaj duono. Kaj mi rapidas al mia lernejo. 
8. Mi lernas en la lernejo. Ni havas kvar lernohorojn antaŭtagmeze. 
9. Mi tagmanĝas hejme kaj post tio faras sieston. 
10. Nia posttagmeza lernado komenciĝas je la dua kaj finiĝas ĉirkaŭ la kvara kaj duono. 
11. Post la vespermanĝo mi faras mian hejmtaskon kaj memlernas Esperanton. 
12. Jes. Iafoje mi aŭskultas radion aŭ rigardas televidon. 
13. Mi enlitiĝas je la naŭa nokte. 
14. Ĉiunokte mi dormas tiel profunde, ke mi ne vekiĝas ĝis la mat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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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第六课课文参考译文 

 
A 
 

关于世界语学习的对话 
 

A：啊！你已经和外国世界语者通信了！我羡慕你，林海。 
B：为什么羡慕我呢？如果你会世界语，你也可以和外国世界语者通信的。 
A：只要我学，世界语也会引起我的兴趣的。可是，你是知道的，我不喜欢学外国语的

语法和记忆外语单词。 
B：几年前我也有和你同样的看法。但我后来逐渐发觉：学习世界语比我原先料想的容

易得多。 
A：真的吗？你是怎样学的？你上过什么讲习班？ 
B：我开头参加业余初级班学习。由于缺了几堂课，除了这个班之外，我又上了函授班。

同时，我还阅读在图书馆里能够找到的世界语刊物和书籍。 
A：你立刻就能读懂所读的内容吗？ 
B：和其他所有初学者一样我不能立刻全都读懂。我遇到课文中的生词，就试着猜测词

义。猜不出的就干脆往下读。 
A：意思不完全理解就往下读吗？！这在我看来似乎是荒谬的。 
B：事实并非如此。起先，我只阅读通告、简单的启事和非常简单的故事。几个月以后，

我愉快地看到我读懂的内容越来越多，学习的进步越来越大。 
A：你的学习方法确实不错。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你是用一种“自然的方法”学习的，

对吗？ 
B：对，我用的就是这种方法。通过大量阅读，人们可以学会外语，就好像儿童通过多

听可以学会母语一样。 
A：可是你是怎样学习用世界语讲话的呢？ 
B：这不难。我过去常听、现在还常听各种世界语唱片、录音带和北京广播电台的节目。 
A：所有这一切都存在吗？ 
B：当然存在。还有许多别的呢，例如：世界语小组的小组会，世界语者的会见，接待

外国世界语者，等等，等等。 
A：嗬！……这些我过去还真不知道呢。可是我一点时间也没有啊。 
B：一个人对某一件事产生兴趣，他就会挤出时间来做这件事的。 
A：我不反对你的说法。但是我在业余时间里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B：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做。因此，人们应该首先去做能够给人带来 大利益和欢乐的事

情。 
A：那我就立刻买一本世界语课本到夜校班去学习世界语这一美妙的语言。 
B：为了便于你学习我将送给你一本世汉词典。好，希望你立刻开始，如果你学习勤奋，

坚持不懈，你一定会学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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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奇怪的遗嘱 
 

从前有一个老人，他有三个儿子。他既没有土地，也没有钱财，只有十七条驴子。临死

时他立下遗嘱： 
——我将把我驴子的二分之一分给大儿子；三分之一分给二儿子，九分之一分给三儿子。 
他死后，弟兄三人便忙着分驴。他们争论不休，但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后他们决定

请那位聪明人来协助，他是他们父亲的好朋友。 
聪明人很认真地听他们讲述这件事并思索了几分钟，然后他说： 
——我有一条很蹩脚的驴子。它虽然很瘦，但我还是愿意把它借给你们。 
于是他叫他的仆人把那条瘦驴子从驴棚里牵来，并把它排在那十七条驴子的旁边。 
十八条驴子依次排好后，他就大声对大儿子说： 
——你有权获取二分之一；请牵走九条！ 
然后他对二儿子说： 
——你有权获得三分之一；请牵走六条！ 
后他对小儿子说： 

——你有权获取九分之一；请牵走两条！ 
三个儿子每人都牵走了自己所分得的驴子。他们都很满意，因为他们都多得了驴子（实

际得到的多于有权得到的）。只在快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才发觉他们牵走的只是十七条驴子，

而聪明人的那条驴子还留在那里。由于不理解其中的道理，弟兄三人便更加钦佩那个聪明人，

认为他是一个超人。 
 

谜语 
请猜一猜 
这是什么？ 
1. 我从一处进去，从两处出来。 
2. 我从一处进去，从三处出来。 
3. 我夏天凉，冬天热。 
（谜底：1. 裤子  2. 衬衫  3. 暖炉） 

 
植树 

请分三行种九棵树，每行须由四棵树组成。你怎么种这九棵树呢？ 
答案：应该这样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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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参考答案 

 
I. 比较下列每组句子的意思： 
1  如果不下雨，我就来。（se 表示条件） 
   假如不下雨，我就来。（se 表示假设） 
2  如果你来，就会更好。（se 表示条件） 
   要是你来，就更好了。（se 表示假设） 
 
I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注意动词假定式的用法： 
1. 要是我知道这件事，我就会告诉你。 
2. 她很漂亮；要是她不穿那种奇特的衣服，她就更漂亮了。 
3. 假如我身体健康，我就幸福了。 
4. 假如我的朋友用功学习，他的学问就会超过所有其他学生。 
5. 要是我有翅膀，我就在山的上空飞翔。 
6. 假如他预先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会犯错误。 
7. 他要是知道我在这里，他就会立刻到我这里来的。 
8. 要是这个学生功课学得好，教师就不会责备他了。 
9. 假如我有时间，我就到你那儿去了。 
10. 要是你知道他是谁，你就会更爱他的。 
 
III. 填入适当的的动词词尾： 
1. as, us, us;  2. is, is, as, is, us, us;  3. is, is, is, is, as, us, us 
 
IV. 仿照例题改写下列句子并对原句和改写的句子提问： 
1. Legi estas interese. → La legado estas interesa. 
  Kiel estas legi? → Kia estas la legado? 
2. Atendi estas vane. → La atendo estas vana. 

Kiel estas atendi? → Kia estas la atendo? 
3. Kanti estas amuze. → La kantado estas amuza. 

Kiel estas kanti → Kia estas la kantado? 
4. Respondi estas malfacile. → La respondo estas malfacila. 

Kiel estas respondi? → Kia estas la respondo? 
5. Esperi estas necese. → La espero estas necesa. 

Kiel estas esperi? → Kia estas la espero?   
6. Kuri estas rapide. → La kurado estas rapida. 

Kiel estas kuri? → Kia estas la kurado? 
 
V. 用介词 por, sen, anstataŭ, krom 填充： 
 
1. sen  2. krom  3. por  4. sen  5. anstataŭ  6. sen  7. por  8. anstataŭ  9. krom  10. por 
 
V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注意动词“devi, voli, povi, kapabli 或 povoscii + 动词不定式”的用



 

 31

法： 
 
1. 你不应该打他。 
2. 你应该睡觉，因为你太累了。 
3. 他收到了我的信，但不愿给我复信。 
4. 我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你。 
5. 两只手做事比一只手做事做得多。 
6. 他随时都可能来。 
7. 迄今为止我对它什么也没有能够做。 
8. 他有能力做那件事。 
9. 他们会讲世界语。 
10. 她只会唱歌跳舞。 
 
VII. 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 
 
1. Ni volas korespondi kun fremdlandaj esperantistoj. 
2. Se vi lernus Esperanton, vi certe lernus pli bone ol mi. 
3. Lerni la gramatikon de Esperanto ne estas malfacile. 
4. Antaŭ ĉio mi devas danki k-don Zhang, kiu donacis al mi Esperantan-ĉinan vortaron. 
5. Post la morto de tiu maljunulo (aŭ: Post kiam la maljunulo mortis), la tri filoj komencis dividi 
inter si la azenojn. 
6. Kvankam lia azeno estis tre malgrasa, tamen li volis prunti (aŭ: pruntedoni) ĝin al ili. 
7. Mi pruntis (aŭ: prunteprenis) libron el (la) biblioteko. 
8. Vi aspektis kiel junulo. 
9. Li partoprenis en la hieraŭa festeno. 
10. Vi devas tuj solvi tiun ĉi problemon. 
11. Li prenis (la) plumon por skribi (aŭ: kaj skribis). 
12. Anstataŭ labori, ili sin amuzas. 
 
 

第七课 

第七课课文参考译文 

 
A 
 

疾病和医疗 
 

人生病时就到医院请医生看病或接受医生的治疗。 
医生察看患者的舌头，听患者的心肺，给患者按脉，量体温，量血压，以便找出病症。

有时患者还必须接受 X 射线的检查。然后医生给它制定适当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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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理疗）。 
患者将处方交给药房，以便药剂师为他把药方上开的药配好。这时他便可得到内服药或

外用药，然后按药方用药。 
如果你牙齿疼痛，你就去找牙科医生，他将给你补牙或给你拔掉蛀牙。他还将给你镶假

牙，如果你需要假牙的话。 
如果你的视力不好，你就得去找眼科医生，他将仔细检查你的视力，看看你是近视还是

远视，然后开出处方，按照处方你将给自己配一副合用的眼镜。 
如果有人折断手臂，医生就给他用绷带包扎好。如果有人受了重伤或得了重病，外科医

生就给他动手术，然后护士就对他进行精心护理。 
有些病是传染性的，传染病患者应该被隔离起来，以免他通过呼吸、接触等渠道将这种

病传染给别人。 
热爱和尊敬医生吧，因为他减轻你的苦痛并给你治病。他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朋友。 

 
B 
 

看病 
 

患者：您好，大夫。 
医生：嗯，你怎么啦？你身体不好吗？ 
患者：两三天来我感到不舒服。我咳嗽，常打喷嚏，喉咙疼。 
医生：请把舌头伸给我看看。嗬！舌苔很厚。你的温度有点高。你在发烧。你头疼吗？ 
患者：是的，我每天早晨头疼。 
医生：你胃口好吗？ 
患者：一点胃口也没有。从前天起我什么也没有吃。 
医生：你的胃有毛病。请把你的嘴张大发“啊”的声音。 
患者：啊！啊！啊！ 
医生：你的喉咙发炎了。你有卡他性炎。请解开上衣，让我听听你的胸部。深呼吸。唔，你

的肺和心脏都健康。你没有什么大病。你只是感冒，我给你开点药；如果你按时服药，你很

快就会好的。 
患者：我要打针吗？ 
医生：不，不用。 
患者：我很高兴。谢谢你，大夫。 
 

谚语 
 

疾病来得快，去得慢。（意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生病方知健康可贵。 
好的医生是时间。 

良药苦口。 
 

开怀一笑 
 

一位年轻妇女请医生看病。她唠唠叨叨的讲个不停，医生不得不加以制止。 
——请把你的舌头伸出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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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依从请求伸出了舌头。 
——好，就这样伸着舌头，直到我给你开好处方为止。 

 

练习参考答案 

 
I. 说出下列派生词的意思（可查阅词典）：（答案略） 
 
I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许多树合在一起形成森林。 
2. 独木不成林。 
3. 害怕野兽就别到森林里去。 
4. 学习是不会没有成果的。（谚语） 
5. 瀑布是一种美景。 
6. 肥皂不白，但能把东西洗白。（谚语） 
7. 团结就是力量。 
8. 她像孩子般天真，常对我说些幼稚的话。 
9. 我和他们亲密相处。 
10. 小溪流向江河。 
11. 我国没有山，只有丘陵。 
12. 咳嗽和爱情是藏不住的。（谚语） 
13. 你能做到的事今天就去做，明天你也许不会再找到机会。 
14. 明天可能会更热。 
 
III. 用冠词 la 填空（不需要填冠词的空格内用 0 表示）： 
1. La   2. la 
3. La  la   4. 0 
5. La   6. la 
7. 0    8. 0 
9. la    10. la 
11. la   12. La 
13. la   14. la 
15. La   16. la 
17. la   18. 0 
 
IV. 比较下列各组句子的意思： 
1 （所有）参加郊游的人将在广场上集合。 
  （一部分）参加郊游的人将在广场上集合。 
2 我看见了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子。 
  我看见了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子。 
3 我今天要戴帽子。（指自己的那顶帽子） 
  我今天要戴帽子。（这里只是说要戴帽子，不一定非要戴自己的或某顶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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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把他昨天买的表丢掉了。 
  他买了一块表，这一块表很好。 
 
V. 将下列词语译成世界语： 
1. paciento 
2. malsano 
3. grava malsano 
4. malsaneto (malgrava malsano) 
5. infekta malsano 
6. febro 
7. kataro 
8. doloro 
9. kapdoloro 
10. stomakdoloro 
11. brulumi 
12. malvarmumi 
13. tusi 
14. terni 
15. vundiĝi 
16. infekti 
17. miopa 
18. malmiopa  
19. vidado 
20. pulso 
21. sangpremo 
22. temperaturo 
23. hospitalo 
24. kuracisto 
25. doktoro 
26. kirurgo 
27. flegistino 
28. dentisto 
29. okulkuracisto, okulisto 
30. kuraci 
31. aŭskultumi 
32. palpi la pulson 
33. bandaĝi 
34. flegi 
35. apotekisto 
36. apoteko 
37. izoli 
38. operacio 
39. injekti 
40. bandaĝ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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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preskribo 
42. recepto 
43. medikamento 
44. medikamento por interna uzado 
45. medikamento por ekstera uzado 
 
VI. 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 
1. Hieraŭ li iris al (la) hospitalo por konsulti kuraciston, ĉar li sentis sin malsaneta. 
2. Post kiam li donis la preskribon al la apoteko, li baldaŭ ricevis medikamenton por interna uzado. 
(aŭ: Doninte la preskribon al la apoteko, li baldaŭ ricevis…) 
3. La dentisto diris, ke li devas eltiri la putran denton por ŝi. 
4. Liaj okuloj ne bone vidas, tial li devas havigi al si taŭgajn okulvitrojn. 
5. Hieraŭ la kirurgo jam faris operacion al la grave vundita laboristo. (aŭ: La kirurgo jam operaciis 
la grave vunditan laboriston.) 
6. Liaj pulmoj ne estas en ordo. Li devas ricevi X-radian ekzamenon. 
7. La devo de la kuracisto estas kuraci la homon de liaj malsanoj kaj kvietigi liajn suferojn. Ni 
devas respekti la kuraciston. 
8. Li regule prenis la medikamenton, tial li baldaŭ resaniĝis. 
9. Li ne havas apetiton, lia temperaturo estas iom alta, kaj lia gorĝo brulumas. Li iom 
malvarmumas. 
 
VII. 阅读下列短文并根据短文辨别下列各句的意思是是否正确：（正确的用√表示，不正确

的用×表示） 
1. × 2. × (ĉar ŝi diris, ke ŝi tuj endormiĝis, sed baldaŭ ŝi vekiĝis) 3. √ 4. × 5. √ 6. √ 
 
 

第八课 

第八课课文参考译文 

 
A 
 

诚实的樵夫 
 

一个贫穷的人在河边的森林里伐木，偶然不慎将斧子掉进水中。他悲伤地在岸边坐下，

用激烈的言词抱怨自己命苦。 
突然墨丘利从水中出来，他听了那个穷人的遭遇后，便跳入水中，然后又立刻从水中出

来，手里拿着一把金斧子。 
“这把斧子是你的吗？”他问那个穷苦的人，但这个诚实的人毫不犹豫地否认。 
墨丘利又潜入水中，不一会拿着一把银斧子重又出现，但樵夫也没有接受这把斧子。 
墨丘利第三次潜入水中后又重新出现，但这次带来樵夫的那把斧子。这个诚实的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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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从墨丘利手中接过了他自己的东西，为了奖励他的诚实，墨丘利还把另外两把斧子送给他。 
樵夫非常高兴地把所发生的事讲给他的朋友们听，其中有一个人便立刻跑到河边故意地

将自己的斧子掉进水中。 
他一面抽泣一面抱怨着在河岸边坐下，等待墨丘利到来，不大一会儿他果然出现了。 
墨丘利也愿意帮助这个樵夫，但是，当他拿着金斧子从水中出来时，这个不诚实的人便

立刻设法把它收下，声称那就是他的斧子。墨丘利生气地拿走那把金斧子又潜入水中不再回

来。这个不诚实的人现在坐在岸边，既没有得到金斧子，也没找回自己原来的东西，他就这

样由于不诚实而受到了公正的惩罚。 
（选自 A. Kenngott《插图故事集》） 

 
谚语 

 
不劳动就没有荣誉。 
道德胜过不义之财。 
钱财丢失，什么也没丢失——荣誉丢失，一切皆已丢失。 
谁渴望得到别人的东西，谁就会把自己的东西丢掉。 
想要多得，反而什么也得不到；贪多必失。 
 

B 
 

外国朋友在北京车站 
 
我：欢迎，同志们！我荣幸地代表北京市的世界语者向您问候。我是李平，北京世界语协会

的代表。 
他：我是来自匈牙利的费伦茨•依斯特万。我感谢您的接待。要是您不来，在你们的城市里

我和我的妻子就无法和别人讲话了，因为除了我的本民族语外，我们只会世界语，并懂

一点德语。 
她：我们在车厢里试着用德语讲话，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听懂我们的话。您到车站来接我

们，真太好了。 
我：按照你们的愿望我们为你们在北京饭店预订了一个房间。你们行李多吗？ 
他：只有这两个手提箱。 
我：我们坐出租车一会儿就可以到旅馆了。它在市中心，离天安门广场不远。它是带餐厅的

头等旅馆。你们旅途愉快吗？ 
她：非常愉快。但长途旅行使我们感到有点疲劳，现在我们首先需要休息。 
他：我们在车厢里遇到几位非常好的旅伴，他们对我们的绿五角星很感兴趣。其中有一位对

我们的语言大概知道得很多，因为我想他可能在向别人介绍世界语。可惜他们当中没有

人会讲世界语。 
我：在我们的城市里你会遇到许多热情而好客的世界语者。他们世界语讲得很流利。 
他：嗬，我太高兴了！ 
我：我们的出租车到了！请上车！请让我拿手提箱。 
他和她：谢谢！…… 
 
 
裴多菲诗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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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是树…… 
 
我愿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是花，如果你是露珠； 
我愿是露珠，如果你是阳光， 
这样我们就可以同在一起。 
 
亲爱的，如果你是天空， 
我愿变成一颗星； 
如果，姑娘，你是地狱， 
为了我们能在一起， 
我愿永堕地狱之中。 
 
 
爱情与自由 
 
爱情，自由！ 
我都为之倾心！ 
为了爱情， 
我宁愿牺牲生命； 
为了自由， 
我宁愿牺牲爱情。 
 
Kalocsay 译自匈牙利文 
 

练习参考答案 

一．说出下列派生词的意思（可查词典）（答案略）  
 
二．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他极度恐惧，毛发都竖起来。 
2. 既已把脚抬起，就应该把步子迈出去。（谚语） 
3. 根据果实可以识别树木。（谚语） 
4. 房子新的好，朋友旧的好。（谚语） 
5. 万事开头难。（谚语） 
6. 时间总是在揭示真理（日久见分晓）。（谚语） 
7. 往昔的朋友是现今 危险的敌人。（谚语） 
8. 幸福如水珠般滴落，不幸如流水般涌来。（谚语） 
9. 劳动使人富裕，懒惰使人挨饿。（谚语） 
10. 祸不单行。（谚语） 
11. 果子不会落在离树远的地方。（谚语） 



 

 38

12. 说与做是两码事。（谚语） 
 
三．比较下列各句中分词的用法： 
1.  那个大声读书的男孩在勤奋学习功课。 

那个读书的人正注意地看着课文。 
 读着那篇文章那男孩回忆起一个故事。 
2.  这位在我姐姐护理下的病人正在恢复健康。 

这位被我姐姐护理的人正在强壮起来。 
 这位病人在我姐姐护理下迅速恢复健康。 
3.  他向这位已到的客人问好。 

他向这位已到的人问好。 
 客人来了之后乘出租车到旅馆去了。 
4.  那位受过护理的病人今天回家去了。 

那位受过护理的人回家去了。 
 受过护理后他回家去了。 
5.  那位即将提问的老师正走进教室。 

那位即将提问的人走进教室。 
 提问前那位老师看着笔记本。 
6.  那个将被提问的男孩感到胆怯。 

那个将被提问的人感到胆怯。 
 那男孩在被提问前感到胆怯。 
 
四．用适当的分词形式填充： 
1. -anto  2. -ato  3. -ante, -antajn  4. -inte  5. -inte  6. -into  7. -ita  8. -ota  9. -ante  10. 
-antoj  11. -atino, -anto  12. -onte  13. -antaj  14. -inte  15 -ita 
 
五．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受惩罚前他害怕，受惩罚时他喊叫，受惩罚后他哭泣。 
2. 从一无所有的人那里就是国王也不会得到任何东西。（谚语） 
3. 禁果分外甜。（谚语） 
4. 活水比死水干净。（直译：流动着的水比静止不动的水干净。） 
5. 主人（款待过客人的人）正在等待客人的来信。 
6. 不知深浅，切莫下河。（谚语） 
7. 主人（正在款待客人的人）请客人入席。 
8. 去看望她之前我思考该说些什么。 
9. 只有吃过苦的人才珍惜幸福。（谚语） 
10. 甚至烂苹果也有人喜欢。（谚语） 
11. 他在街上跌倒，再也站不起来。 
12. 我偷偷地走进屋里。 
13. 虽然可以休息，但他宁愿工作。 
14.（假如）住在地狱里，别和魔鬼争论。（谚语） 
15. 如果加入前 “sen-”，我们就可以得到若干否定词。 
 
六．找出课文中 A 中所有分词，并将带有这些分词的句子译成汉语。（答案略） 



 

 39

 
七．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 
1. Li estas tro laca. Lasu lin iom ripozi. 
2. Aŭdinte, ke lia frato revenis, li tuj kuris hejmen. 
3. La maro inundis multajn kampojn. 
4. Li trankvile sidas kun libro en la mano. 
5. Li senhezite akceptis mian konsilon. 
6. Ni devas rekompenci lin pro lia helpo al ni. 
7. Mi multe dankas vin pro via varma akcepto. 
8. Ni intencas veturi al Pekino kaj resti tie kvar aŭ kvin tagojn. 
9. Mi salutas vin en la nomo de niaurbaj esperantistoj. 
10. Ĉu vi vojaĝis agrable? — Jes, tre agrable. En la vagono mi renkontis esperantiston, kiu 
rakontis al mi multajn interesajn aferojn en Esperanto. 
 
 

怎样学好第三个月的功课（9-11 课） 

 
亲爱的学员朋友， 

从现在起您就开始学习第三个月的功课了。通过前两个月的勤奋学习，您在学习上一定

有很大的收获和提高，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表示祝贺并预祝您在未来的一个月的学习过程中取

得更大的成绩。 
第三个月您将要学习第九、第十和第十一课。 
第九课，主要学习重要的地理名称（如七大洲、四大洋的名称，主要国家和城市名称等）

和世界各主要民族的名称。当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接触

外国文化和外国科学技术，因此，学习各国地名和世界各主要民族的名称（包括世界各主要

语言的名称）对任何一个学习外国语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世界语学习者当然也是如此。

本课将这些单词集中在一起学习，便于系统记忆。考虑到本课生词较多，课文相对来说编得

比较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语法。国家名称的构成是一个看来简单实际上却很复杂的问题。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名称是有规律可循的，但也有一些例外，正如一句世界语谚语所说

的“Ne ekzistas regulo sen escepto”（有规则就有例外）。请您在研习规则的同时也要注意一

些特殊的例外情况。 
第十课的第一部分课文《La Homo kaj la Sezono》是匈牙利著名诗人 Julio Baghy（尤利•

巴基）的一首散文诗。在这篇优美的散文诗中作者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人所不

可抗拒的生老病死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文章的结尾部分富于哲理，使人读后对世界和人类的

未来充满无限的希望，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学精品。本篇语言流畅易懂，内容富于诗意，

音节铿锵和谐，适于反复诵读和玩味。本课的第二部分课文讲的是气候方面的简单知识。这

篇课文集中了一些 常用的有关天气方面的词语，便于学习和记忆。另外，课文中还有不少

对某一词、某一概念进行简要说明的定义性的文句，如什么是“天气”、“雨”、“冰雹”、“雪”、

“雾”、“露”、“霜”等。这些定义基本录自 PIV（世界语插图大词典）或依据 PIV 简化、改

写的。如果您能读懂这些定义，您实际上就已具有了查阅原文词典的能力。查阅原文词典不

ŝ但能帮助您确切理解词义，而且还能帮助您辨别同义词或近义词。例如学了 tormo 和 uragano
的定义后您就知道了这两个词在词义上的区别。第二部分课文在语法上要求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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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j...kaj...”、“nek...nek...”、“jen...jen...”等相关连词的用法；另外还要求掌握无人称句的

用法。 
第十一课的第一部分课文讲的是有关历法方面的知识。历法是一种用年月日计算时间的

方法。历法的制定和历法中日月的安排是很复杂的。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语言必须有高度

的条理性和较强的逻辑性。相对来说，这一篇课文的难度比前几课的难度要大一些。但由于

各个句子的结构比较严谨，文中很少有习惯用法和句子成分的省略等语言现象，所以，只要

认真研读，这篇课文也并不很难学。本课的第二部分课文是一篇关于年月日的对话。这篇课

文的目的是复习年月日和星期等方面的词语和有关的表达方式，语言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本

课的语法项目是介绍介词的用法，目的是概括地介绍介词的语法性质和各种介词结构的语法

作用。至于每个介词的具体用法我们将在 15 至第 20 课的有关练习题中通过具体实例进行归

纳和操练。 
第三个月的功课学完后，中级课本的全部课程您就学完了一半了。我们热切盼望您能抽

暇把您在前半期学习中所取得的学习经验和您对课本的意见写信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在后半

学期中能针对学员在学习上的实际需要和课本的不足之处有的放矢地编写辅导材料。 
王崇芳 

 
 

第三单元语法问答 

（9-11 课） 
 
1. 问：“koreo”在我们的课本中作“朝鲜人”讲、“Koreio”作“朝鲜”（指国家）讲，

但在《世界语插图大词典》（PIV）中“Koreo”指“朝鲜”，而“朝鲜人”则是“Koreano”。
这是怎么回事？ 

答：我们已经说过，国家名称的构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世界语中有些国家名称的形式

直到现在还不完全统一。朝鲜的国名就是一例。我们认为朝鲜是以朝鲜人为主体而组成的国

家，它的名称应该与中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名称一样，即由族名+后 “-i”构成。所以

我们认为朝鲜人和朝鲜应该分别写成 koreo 和 Koreio（这两个词中《中国报道》和国外世界

语刊物中也是这样使用的）；PIV 用“Koreo”和“Koreano”分别指“朝鲜”和“朝鲜人”

是不妥当的。 
再举一个用法不统一的例子。“Egipto”在 PIV 中作“埃及人”讲，但在世界语散文之

父 Kabe 翻译的《La Faraono》（法老王）中“Egipto”则用来指“埃及”这个国家。 
甚至在 PIV 中“Egipto”的用法也不一致。例如在“Lavjatano”词条的第二义项中“Egipto”

就用来作“埃及”讲。 
 
2. 问：请讲一讲后 -an、-ul 和-ist 的区别。 
这三个后 都表示“人”，但含义和用法有区别。 
A. -an 用来表示： 
1) 某一党派、团体等的成员： 
partiano 党员 
klubano 俱乐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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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itatano 委员 
familiano 家庭成员 
armeano 军人 
kursano 讲习班学员 
2) 某地的居民： 
urbano 城市居民；城里人 
kamparano 农民；乡下人 
pekinano 北京人 
amerikano 美洲人 
3) 某一教义的信仰者或某人的门徒： 
kristano 基督教徒 
luterano 路德的信徒；路德会教友 
respublikano （美国）共和党人 
samideano 具有共同理想、共同目标的人；同志（世界语者之间的称呼） 
 
B. -ul 用来表示： 
1）表示以词根含义为特征的人。例如： 
junulo 青年人 
gajulo 快活的人 
timulo 胆小鬼；懦夫 
drinkulo 酒鬼；酒徒 
ĝibulo 驼子 
ftizulo 肺结核病人 
senharulo 秃子 
malriĉulo 穷人 
unuokulo 独眼的人 
facilanimulo 轻率的人 
antaŭulo 前人 
superulo 上级；上司 
tiamulo 当时的人 
posteulo 后代；后裔 
＜注＞“post-”与“-ul”之间加字母“e”，以区别于“postulo”（要求）。 
2）表示动物的类属： 
mamuloj 哺乳动物（mamo 乳房） 
rampuloj 爬行动物（rampi 爬行） 
 
C. -ist 主要加在动词性或名词性词根后，表示“从事…的人”。具体用法如下： 
1) 加在动词性词根后，表示： 
a) “以做…为业的人”： 
verkisto 作家 
laboristo 工人 
fiŝkaptisto 渔夫 
instruisto 教师 
trompisto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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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isto 强盗 
akuŝistino 助产士 
subakviĝisto 潜水员 
b) “惯于做…的人”： 
mensogisto 惯于说谎的人 
murdisto 杀人惯犯 
pafisto 射手 
kolektisto 采集者；搜集者 
2) 加在名词性词根后，表示： 
a) “以…为业的人： 
artisto 艺术家 
lingvisto 语言学家 
kemiisto 化学家 
apotekisto 药剂师 
lignaĵisto （家具）木工 
ĝardenisto 园丁 
bankisto 银行职员 
ĉambristino 女仆 
b) “业余从事…的人”，“爱好者”： 
biciklisto 骑自行车爱好者 
radiisto 无线电爱好者 
c) “…主义者”，“…信仰者”： 
marksisto 马克思主义者 
esperantisto 世界语者 
budhisto 佛教徒 
oportunisto 机会主义者 
3. 问：课本第九课练习 V 第四小题中的 timulo（胆子小的人）按照严格的逻辑分析似

乎应该是 timemulo，不知是不是这样？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构词法的原则问题。这个原则叫做“必要

和足够的原则”（la principo de neceso kaj sufiĉo） 
这个原则有两方面的含义：a) 在构成派生词时应该使用为表达词义所必需的词根、前

和词尾；b) 但是如果省略其中一个后 而词义仍能表达清楚，则应毫不犹豫地省去这个

后 。 
运用这个原则，可以缩短某些派生词的长度，使词形更加美观，更加易于识别和记忆，

从而提高书写和阅读速度。例如： 
 
tim- → timulo (anstataŭ: timemulo) 胆小鬼 
kon- → konato (anstataŭ: konatulo) 熟人 
ŝu- → ŝuisto (anstataŭ: ŝufaristo) 鞋匠 
labor- → laboremo (anstataŭ: laboremeco) 勤劳 
dorm- → dormemo (anstataŭ: dormemeco) 瞌睡 
dolor- → doloro (anstataŭ: dolorado) 疼痛 
kant- → kanto (anstataŭ: kantaĵo) 歌曲 
subskrib- → subskribo (anstataŭ: subskribaĵo)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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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必要和足够的原则”在特定的上下文或语言环境中我们有时可以在不影响词义的

条件下省略某些合成词的后 ，如动词中的后 “-ad”和名词中的“-in”。例如： 
Li laboras (anstataŭ: laboradas) la tutan tagon. 他整天工作。（句中的 la tutan tagon 已经表

明他工作的持续性，因此可以不用后 “-ad”。） 
Oni elektis s-inon Eriksson prezidanto de la kunveno. 人们选 Eriksson 女士为会议主席。

（这里所要表明的只是职务，所以不必加后 “-in”。如果这里用 prezidantino，可能反而会

造成误解：似乎那个会议的主席必须由女性来担任，或者除了女主席外还要另选一名男主

席。） 
“必要和足够的原则”还可以用在动词的时态上，即可以用简单时态代替复杂时态。例

如： 
Ili laboras. (anstataŭ: Ili estas laborantaj.) 他们在工作。 
Mi lavas al mi la manojn. (anstataŭ: Mi estas lavanta al mi la manojn.) 我在洗手。 

 
 

9至 11课课文参考译文及练习参考答案 

第九课 

第九课课文参考译文 

 
A 
 

地球 
 

地球有七大洲、四大洋。七大洲是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和南极

洲；四大洋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 
地球上有许多国家，在这些国家里住着不同的民族，每一个民族说着各自的语言。 
通常中国人住在中国，说汉语；日本人住在日本，说日语；英国人住在英国，说英语；

法国人住在法国，说法语；西班牙人住在西班牙，说西班牙语；俄罗斯人住在俄罗斯，说俄

语；埃及人住在埃及，说阿拉伯语；美国人住在美国，说英语；巴西人住在巴西，说葡萄牙

语；墨西哥人住在墨西哥，说西班牙语。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首都。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伦敦是英国的首

都, 巴黎是法国的首都；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莫斯科是俄罗斯的首都；开罗是埃及的首

都；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墨西哥是墨西哥的首都。 
下面是一些其他国家的名称：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匈牙利、罗马尼亚、希腊、南斯

拉夫（现这个国家已经解体）、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现这个国家已经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

荷兰、丹麦、芬兰、保加利亚、瑞典、瑞士、比利时、阿尔巴尼亚、越南、菲律宾、加拿大、

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尼日利亚，等。 
下面是一些世界其他重要城市：上海、纽约、柏林、罗马、维也纳、华沙、日内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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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哥尔摩、赫尔辛基、香港、新德里、巴西利亚、阿尔及尔。 
我们的住所——地球是很大的，如果我们为了旅游或其他目的想要到别的城市、别的国

家去，我们就要旅行。我们世界语者在外国旅行时用世界语讲话可以到处找到我们的朋友和

同志。 
 

B 
 

趣事 
 

1 
一个意大利学生到南美南部的一个城市去学习，他在市里闲逛，想给自己找一间舒适的

房间。 
他晚上在街上散步时看见一所房子的窗子旁有一块小木板。木板上写着“房间出租”几个

字。 
“这是多漂亮的房间啊！”他说。“窗子在南面。白天太阳会照进房里来。我就租它吧。” 
但是他错了。在这个城市里太阳总是照在北面。 

 
2 

在一家小的法国旅馆的门上客人们可以读到如下字样： 
本店通用各种语言 
一位法语讲得蹩脚的西班牙游客首先用自己的本民族语即西班牙语，然后用国际语即世

界语， 后用英语和德语询问，但是旅馆老板对每个问题都用法语回答“我听不懂”。 
“可是你们旅馆里谁会用各种语言讲话？” 
“客人们”，旅馆老板从容地说。 

 
*************** 

你知道吗？ 
 
你是否知道世界上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时间都相同？ 
当北京时间是 23 时， 
莫斯科时间是 18 点， 
伦敦时间是 15 点， 
华盛顿时间是 10 点， 
东京时间是 24 点。 

 

练习参考答案 

练习 I 至练习 IV 略。 
 
练习 V.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俱乐部的成员叫做 klubano，参加讲习班学习的人叫做 kursano，城市的居民叫做 urbano。 
2. 住在俄国的德国人和法国人是俄国侨民，虽然他们不是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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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木材商人卖木头，（家具）木工做桌椅和其他木器。 
4. 胆小鬼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谚语） 
5. 人们可以用一个单独的词把年青的男子称为 junulo（青年）。 
6. 好说谎的人必须有个好记性。（谚语） 
7. 给贪婪的人伸出一个指头，他就要求你伸出整个一只手。（谚语，意思相当汉语的“得寸

进尺”）。 
8. 战斗结束勇士多。（谚语） 
9. 青年不学，老年无知。（谚语） 
10. 并非任何结果子的植物都是树木。 
 
VI. 猜一猜，他是从哪个城市来的： 
“我来自某一欧洲国家的首都。它位于维斯杜拉河畔。该城有一百四十六万居民和悠久的历

史。虽然它在上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破坏，但战后市民把它重新建设起来，现在它已变得

更加美丽。这座城市对世界语者极其重要，因为我们可爱的语言世界语的创造者柴门霍夫曾

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并成功地发表世界语第一书。二十九届和四十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分别于

1937 和 1959 年在该城召开，1987 年还将在那里召开 72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请说出 
这座城市的名称； 
以这座城市为首都的那个国家的名称。 
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的人所讲的语言的名称； 
世界语第一书发表的年份。 
答案：华沙，波兰，波兰语，1887 年。 
 
 

 

第十课 

第十课课文参考译文 

A 
 

人和四季 
 

（散文诗） 
 

在夏季晴朗的晚上，当人们坐在房前小凳上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个世界，想

到宏伟的宇宙。无数星星在闪烁，月光照着人间，时而有流星划过长空。这时奶奶就说，世

上有一个人死去了。 
我们的地球也只是一颗小的星星。它在轨道上奔驰着，极快地奔驰着，服从着永恒的规

律。我们的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一面镜子。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夏夜，因为它们唤起我不寻常的遐想。这些遐想是纯洁的，柔和的，

它们占据着我的灵魂，我的心便因此充满了庄严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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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生命是宇宙的一面镜子，人的生命是地球的一面镜子。 
童年象征着春天。儿童好比一朵鲜艳的小花。这朵小花纯洁，娇嫩，它寻求着温暖的阳

光，还不知道什么是阴影，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狂风暴雨。 
人的青年时期象征着自然界的青春——夏季。这时人就像地球一样生活在炽热之中。他

热情地工作，他欢乐地歌唱，有时也会哭泣，但每次很快就忘掉烦恼，因为阴云消散以后，

仁慈的温暖阳光又会重新出现。 
人的壮年时期好比是秋天。经过长期劳作之后，人的心境安宁了，思想成熟了。阳光已

经不再像盛夏时那样强烈；但它却像奶奶慈祥的微笑那样温柔。眼中的泪水好似大自然中阵

阵的秋雨。 
秋季成熟期过后是冬季暮年时期。积雪覆盖着大地，人的头上已白发苍苍。人的心也感

到了严寒的威胁。太阳虽然还在发光，但已经不再给人以温暖。大片的乌云布满天空，寒霜

铺满了田野，严冰封盖着江河……慢慢地，慢慢地死亡来到了。自然界的生命开始沉睡了，

一直沉睡到新的春天来临。 
对新的春天的希望伴随着每一个善良人的一生。这希望是燃烧在我们心中的永恒的火。

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每一代人都是新的春天。 
每年冬天过后春天总会到来，冰雪融化以后总会出现新的生命。 
 
（尤利·巴基著） 

 
 

B 
 

天气 
 

天气是在一定地区和一定时间内关于湿度、云、雨、风、温度等的大气状况。 
天空布满乌云时，往往有水滴落下，这就是雨。如果雨结成冰并以颗粒状落下，这就是

冰雹。冬天天气寒冷，常有白色的小而轻的片状物落下，这就是雪。雾是浮动在地面上密集

的水气。露是夜间水气在植物和其他物体的寒冷的表面上形成的小水滴。如果在严寒的夜间

露或薄雾在物体上结成冰，这时就会出现细密的白色粉末，这就是霜。 
风是空气的流动。空气微微流动时刮小风；空气猛烈运动时刮大风。暴风是通常伴有大

雨的有破坏性的大风；飓风是一种比暴风更强烈的大风，也就是 强烈的风。 
靠近北极或南极的地方冬季和夏季都很冷，而非洲中部总是很热，从来不冷。我们这里

夏季开始时，澳大利亚冬季开始；北半球春季结束时，南半球正好秋季结束。 
 

************ 
昨天天气晴朗。碧空无云，阳光灿烂，天气既不太热，也不太冷。但晚上天空昏暗起来，

并开始刮风。夜间打闪，响雷，但没有下雨。由于雷声很大，我一直到半夜才睡着。今天一

清早就下大雨。大雨时断时续一直下到七点。现在太阳已经出来。空气很新鲜，瞧，多么碧

蓝的天空啊！ 
 

关于天气的小对话 
1 

——今天天气很好，不是吗？ 
——是的，确实好。天气很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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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这么好，我们去散步吧。 
——哦，我是很想去散步的，可是我得去买东西。 

2 
——A 先生，我很荣幸地向您问候。 
——早晨好，年青的朋友。 
——今天天气很好。是不是，先生？ 
——是的，真好。可就是风大了一点儿。 

3 
——今天天气很糟糕。是不是，A 先生？ 
——是的，B 先生。天气太糟了！雨真大啊！ 
——雨下了整整一夜。 
——真的吗？我睡着的时候，听不见雨声，即使倾盆大雨也听不见。 

 
谚语 

云大雨小。（比较：雷声大，雨点小） 
四月雨水贵如油。 
风雨过后阳光格外灿烂。 
一日之计在于晨。 
人生的各个时期都应增长智慧。 
假如我把不懂的东西全都弄懂了，所有的聪明人都会羡慕我。 
谁笑在 后，谁笑得 好。 

 

练习参考答案 

I 至 II （略） 
 
III 1. sezono  2. pluvo  3. tondro  4. stelo  5. luno  6. mortinto  7. vendisto/ vendanto  8. 
hotelo 
IV. 回答下列问题： 
1. Mi (aŭ: Mia frato) estas pli aĝa. 
2. Marto estas pli longa. 
3. Februaro, aprilo, junio, septembro kaj novembro estas malpli longaj ol decembro. 
4. Somere estas pli varme. 
5. La vagonaro estas pli rapida. 
6. La tero estas pli granda. 
7. La pomo (aŭ: piro) estas pli bongusta. 
8. La fero estas pli peza. 
9. La jako estas pli varma. 
10. La sukero estas pli multekosta. — La televidilo estas pli multekosta. 
11. La maturulo estas pli forta. 
12. Francio estas la plej granda. 
13. Jangzi estas la plej longa. 
14. Esperanto estas la plej fac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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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a filmo Ruĝaj Ŝuoj （《红菱艳》——根据安徒生的童话《Ruĝaj Ŝuoj》改编成的一部芭

蕾舞剧） estas por mi la plej interesa. 
16. 《Fabeloj de Andersen》 plej plaĉas al mi. （bildo, poemo, kanto 可酌情回答） 
 
V.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我既喝茶又喝咖啡。 
2. 我或者喝茶或者喝咖啡。 
3. 我既不喝茶也不喝咖啡。 
4. 欢乐和悲哀都是暂时的。（谚语） 
5. 我既没穿蓝衣服，也没穿绿色衣服，而穿黑色衣服。 
6. 我坐在旁边，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谚语。意为：我丝毫没有注意；这事跟我毫不相

干。） 
7. 我没有遇见他，也没有遇见他的儿子。 
8. 傻子的头不会变白，也不会变秃。（谚语） 
9. 我的朋友不是把我忘了，就是有病，因为他没有到我这儿来，也没给我写信。 
10. 要么现在答复，要么明天答复。 
11. 请摸一摸炉子，看看它是热的还是凉的。 
12. 到那个小城去，还是不到那个小城去，我的叔叔犹豫不决。 
13. 不知是由于极度高兴还是由于害怕，他的心怦怦跳动。 
14. 我喝什么呢？喝茶？喝咖啡还是喝别的什么饮料？ 
15. 他一会儿读书，一会儿看杂志。 
16. 他走走跑跑，来到家门。 
17. 山与山不相逢，人与人会相见；山和山无法相遇，人与人总会相逢（谚语。本句是朋友

惜别时的用语，有“后会有期”的意思。意近：人生何处不相逢；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

转或地不转人转） 
18. 晚间就该赏月而不该寻找太阳。（谚语。意为：不要寻找不可能找到的东西；不要作无

谓的寻求。） 
19. 如果人人自扫门前，全城就会整洁不乱；人人门前自己扫，全城整洁自会好。（谚语。

意为：如果每个成员都能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应做的事或所分担的工作做好，那么整

个事业或总的情况就会处于良好状态中。意近：众擎易举。） 
20. 火焰虽小，冒烟不少。（谚语。意为：小的东西往往能起大的作用。） 
21. 趁热打铁。（谚语） 
22. 我们应该使身心都得到满足。 
 
VI. 用适当的连词填空： 
1. ĉar  2. ke  3. sed  4. se  5. ke  6. tamen, ĉu  7. ke  8. ĝis  9. nek  10. kaj... kaj... (aŭ: 
nek... nek...)  11. ĉu... ĉu...  12. ke 
 
VII. 用下列各组连词造句。（这九对相关连词课本语法部分都有例句，请仿照例句造句。答

案略。） 
 
VIII. 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 
1. Mi ne vidis vin, nek lin. 
2. Mi lin ne amas, nek mala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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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i renkontis ne nur lin, sed ankaŭ lian edzinon. 
4. Ŝi jen ploras, jen ridas. (aŭ: Ŝi jen ploris, jen ridis.) 
5. Kvankam jam estas malfrue, tamen ili ankoraŭ ne venis. 
6. Kion vi volas (aŭ: deziras) legi? Ĉu (la) libron aŭ (la) gazeton? （请注意用 la 和不用 la 在意

思上的细微细区别） 
7. Demandu lin, ĉu li morgaŭ venos aŭ ne? 
8. Kiam mi skribis leteron, mia fratino venis en mian ĉambron. 
9. Se ili venos, ni devos bone akcepti ilin. 
10. Aŭ venu mem, aŭ skribu al mi. 
11. Mi ne scias, ĉu ĝi estas ruĝa aŭ nigra. 
12. Mi esperas, ke ili sukcesos. 
13. Mi amas kaj la poemon kaj la prozon. 
14. Li amas nek la poemon nek la prozon. 
 
 

第十一课 

第十一课课文参考译文 

A 
 

历法 
 
历法是一种计算和划分时间的系统。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希伯来人、希腊人很早就

懂得了历法。他们那时按阴历即按月球绕地球的转动计算时间。但是他们的历法不精确，产

生了或多或少的误差。 
我们现在的历法是罗慕路斯（Romulo）创始的。他是传说中罗马城的建立者和第一王（公

元前 753 至 715 年）。在他的历法中一年包含 300 天，分成十个月。后来罗马的第二王驽马

（Numo）在十个月上又另加了两个月份，但是由于这种不精确的计时方法到公元前 47 年时

已经积累了 67 天的误差。 
于是儒略•恺撒把这种历法和太阳联系起来，对它进行了改革。他采用了 365 又 1/4 天的历

法（即儒略历）。他是这样安排天数的：一年包含 365 天，每隔 4 年将额外的一天也就是闰

日附加到二月份上，有闰日的年份叫做闰年。但是一回归年并不等于 365 又 1/4 天，而是 365
天 5 小时 48 分 48 秒。这一误差到公元 1582 年已经产生了十天的差额。其时罗马教皇格列

高利十三世改正了这一缺陷，他下令以当年的十月五日为十月十五日并从那时起逢百之年除

每隔四百年的年份外不闰年，这就产生了格列历，这种历法被几乎所有的欧洲人所采用。 
虽然格列历还有一点微小的误差（400 年相差 1 天），但它很方便，因此现在已经在世界上

广泛使用。 
B 

关于年月日的对话 
 

A：一年有四季。你知道它们的名称吗？当然要用世界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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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知道。它们是春夏秋冬。 
A：一年只分季节吗？ 
B：不，它也分成月份。它们是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A：很好。现在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记住这些月份的名称的。 
B：我是把它们分成若干组来学习的。第一组是一月和二月。它们都以“u-a-r-o”结尾。第二

组是春季月份：三月、四月、五月。第三组是夏季月份：六月、七月、八月。六月和七月都

以“j-u”开头，而八月和“秋季”一样，以“a-u”开头。 后的四个月份，即九月、十月、十一月、

十二月，和“membro”（成员）这个词一样以“b-r-o”结尾。 
A：你的方法很好。那么，请告诉我，月份是不是可以分成若干部分？ 
B：可以分。这些部分就是星期。每个星期有七天。它们的名称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A：今天是星期几？ 
B：今天是星期一。 
A：星期一是什么日子？ 
B：星期一是工作的日子，一个星期的第一天。 
A：昨天是星期几？ 
B：昨天是星期天。星期天是休息的日子。是一个星期 后的一天。 
A：前天是星期几？ 
B：前天是星期六。 
A：明天是星期几？ 
B：明天是星期二。 
A：后天是星期几？ 
B：后天是星期三。 
A：今天几月几号？ 
B：今天是 1983 年 3 月 27 号。 
A：我们讲习班什么时候上课？ 
B：每星期上两次课：星期一和星期四。 
A：你喜欢上世界语课吗？ 
B：当然喜欢，我喜欢世界语。它是世界上 容易学、读音 优美的语言。 
 

幽默 
1 

教师：请告诉我闪电和电有什么区别。 
学生：闪电是免费的，而电应付电费。 
 

2 
“科学家是多么聪明啊！”彼得说：“他们能预先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日食！” 
“傻瓜！”约翰回答说：“他们是从日历上知道的！” 
 

3 
外省的一个车站。火车晚点了。 
——太不像话了！火车晚点了二十多分钟，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有时刻表？ 
——但是假如没有时刻表，你怎么会知道火车晚点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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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诗两首 

月 
寂静的森林， 
夜散发着馨香； 
银白色的月， 
好奇地探视着 
神秘的路径。 

 
松 

凶残的风寒， 
和那岁月的桎梏， 
压不弯劲松。 
在它的脚下坐着， 
我生命短促。 

                                           ——拉约斯•塔尔柯尼 
 

练习参考答案 

I. 用适当的介词填充： 
1. por 2. en 3. pro 4. en 5. Sen 6. en  7. Antaŭ 8. inter 9. al 10. tra 11. laŭ 12. da 13. al 14. ĉe 15. 
kun, pri 16. kun 17. pro 18. sur, en 19. Anstataŭ 20. je 21. per 22. de, da 23. krom 24. super 25. El 
26. por 27. ĝis 28. kun 29. pri 30. al 
 
I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闰年有 366 天，而不像平年有 365 天。 
2. 狗甚至朝着国王喊叫。（谚语） 
3. 她向我借了那本书。 
4. 几只鸟从塔旁飞过。 
5. 从尊严到可笑只一步之遥。（谚语） 
6. 我是世界上（直译为：阳光下） 幸福的人。 
7. 为祖国而牺牲是愉快的。 
8. 她的来访使他感到愉快。 
9. 它们在价值上相差很大。 
10. 黑人与欧洲上只在肤色上有区别。 
11. 我笑他天真。 
12. 弯树须在幼小时。（谚语） 
13. 那件事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或：那件事我力不能及。） 
14. 那只鸟飞到河对岸，因为对岸有几只别的鸟。 
15. 每一件坏事都有一些好的方面。（谚语） 
16. 我请他原谅。 
17. 不到傍晚不要称赞白日。（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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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规则必有例外。（谚语） 
19. 过分有礼貌的外表缺乏真诚。（谚语） 
20. 眼是心灵的镜子。 
21. 要做和实地做有很大的不同。 
22. 这孩子穿着一件肥大的衣服。 
23. 甜蜜非自天上来。（谚语） 
24. 他们乘车穿过了整个欧洲。 
 
III．说出下列派生词的意思。（答案略） 
 
IV.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人们学习的场所是学校；人们祈祷的场所是教堂。 
2. 过分挑剔的人一无所获。（谚语） 
3. 这个重要的日子将永远值得我怀念。 
4. 他的妻子很勤俭，但她也很絮叨，喜欢吵吵嚷嚷。 
5. 她的丈夫很爱生气，但他很容易原谅别人；他很快就会消气，而且一点都不记仇。 
6. 他很轻信，连 不值得信任的人给他讲的 不可信的事，他都立刻相信。 
7. 只有在失去健康后方知健康的可贵。 
8. 问心无愧是良好的安眠剂。（谚语） 
9. 那本极有价值的书得以出版，我们应该十分感谢勤劳的编辑。 
10. 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人能够相互了解，全靠我们的共同语言世界语。 
 
V. 根据答句提问：  
1. Kiu urbo estas la ĉefurbo de Japanio? 
2. Kiuj riveroj estas la plej longaj riveroj de Afriko? 
3. Kien enfluas Danubo? 
4. Kiu estas la plej granda fizikisto de la 20a jarcento? 
5. Kies poemojn vi ŝatas? 
6. Kion vi nun faras? 
7. Ĉu vi jam ĝin legis? 
8. Kiam vi vidis la filmon? 
9. Kiomjara vi estas? 
10. Kiomjara estas via fratino? 
11. Kio ŝi estas? 
12. Kion ŝi studas? 
13. Ĉu ŝi lernas ankaŭ Esperanton? 
14. Kiom da fratoj vi havas? 
15. Kie ili lernas? 
 
VI. 用适当的介词填空： 
en, el, al, malantaŭ, sur, inter, sur, por, al, de sur, kun, al, al, en  
 
VII. 将下列短文译成世界语： 
La plej frua kalendaro estas la luna kalendaro. Ĉar la luna kalendaro ne estas tiel preciza kiel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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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a, nun oni jam ne plu uzas ĝin en multaj landoj en la mondo. La suna kalendaro estas sistemo 
pri kalkulo kaj divido de la tempo laŭ la rondiro de la tero ĉirkaŭ la suno. La suna kalendaro, kiun 
ni nun uzas, estas la Gregoria kalendaro. En la Gregoria kalendaro unu jaro konsistas el 365 tagoj, 
dividitaj en 12 monatojn. Ĉiu el la monatoj januaro, marto, majo, julio, aŭgusto, oktobro, 
decembro havas 31 tagojn, dum ĉiu el la monatoj aprilo, junio, septembro, novembro havas 30 
tagojn, februaro havas nur 28 tagojn. La superjaro konsistas el 366 tagoj, kaj la supertago estas 
aldonata al la monato februaro. Ĉiu kvara jaro estas superjaro, sed ĉiu centa jaro ne estas superjaro 
escepte de ĉiu kvarcenta jaro. 
 
 

怎样学好第四个月的功课（12-14 课） 

 
亲爱的学员朋友， 

从现在起您就开始学习第四个月的功课了。第四个月您将要学习第十二、第十三和第十

四课。 
第十二课第一部分课文讲的是有关衣着鞋帽方面的简单知识，目的是让学员集中学习与

衣着和穿衣有关的词语。学习这篇课文要着重领会某些定义性文句的含义，例如课文中关于

“衣服”、“服装”、“制服”、“内衣”等词的定义。另外，还要掌握有关穿衣、脱衣、缝制衣

服等方面的词语和说法。第二部分课文是一篇原文小故事，文字并不艰深。本课的语法项目

是反身代词 si 的用法。您在初级课本中早已学过了反身代词的基本用法。本课除了复习 si
的用法外，还要求掌握 si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用法。 

第十三课的第一部分课文《La Ovo de Kolumbo》是一篇原文作品。“la ovo de Kolumbo”
是西方家喻户晓的习语。这篇短文讲述这个习语的来由，语言活泼，故事生动有趣，值得仔

细研读。第十三课的第二部分课文是一篇以茶话会为题材的对话。这篇对话与前面各课的对

话相比，语句较长。您在学习这篇对话时，除了要学习里面的词语和习惯表达方式外，还要

学习怎样用连贯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思想，力求把一个复杂的思想说得简单明了，有条有理。

学习这篇课文要反复诵读， 好能有几位学友一起进行对话练习，互相纠正语音、语调中的

缺点。第十三课的语法是相关词表中的副词的用法。相关词表是由 45 个意思和形式上相互

关联的代词、形容词和副词组成的。这些词分别以五个词头（i-, ti-, ki-, ĉi-, neni-）和九个词

尾（-o, -u, -es, -a, -e, -am, -el, -om, -al）构成，词形整齐，规律性强，便于系统学习和记忆。

本课着重介绍相关词表中的副词，即以词尾-e, -am, -el, -om, -al 构成的 25 个词。需要指出，

这 15 个副词虽然在相关词表中都占相等地位，但它们的使用率是不一样的，有的副词（如

kiel, kiam, tiam 等）的使用率很高，而另一些副词（如 nenial, ĉial 等）则很少用到。所以，

在学习相关词表时，首先就学好表中比较常用的词。至于那些不常用的词，只要知道它们的

意思就可以了，不必为它们花费太多精力与时间。本课练习 V 着重操练动词 ŝajni 的用法。

“ŝajni”这个动词是世界语常用动词之一，它的用法很活，中国人不易掌握，所以必须重点

加以练习。顺便说一下，我们在课本的前言中已经说过，练习是课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这部中级课本的练习不但要对课文的重点词语和语法的重点项目进行操练，以达到熟练

掌握的目的，而且还对课文和语法中讲得不够全面、不够深透的部分加以补充，使知识完整

化和系统化。本课练习 V 就是为了这后一目的而设计的。您可以通过每个分题前面的例句

及其译文体会动词 ŝajni 的每一个具体的用法。 
第十四课的第一部分课文介绍有关“饮食”方面的词语和各种说法。本篇课文的学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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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第十二课第一部分课文相同。第二篇课文也是一篇原文小故事，文字也不算难。本课的

语法项目是常用非派生副词的用法和关系代词的用法。世界语中相关词表以外的常用非派生

副词数量不多，但使用率却很高。学习非派生副词的用法，除了要弄清每一个非派生副词的

含义和语法作用外，还要注意它们在句中的位置，因为世界语的词序是比较灵活的，非派生

副词在句中的位置不同往往影响句子的意思。至于关系代词，您在第一课的语法项目“关系

从句”中实际上已经学过它们的基本用法了。本课除了复习它们的基本用法外，还介绍它们

的一些其他用法。 
后我们还要说明一下：这部中级课本虽然课文较长、练习量较大，但是课文和练习的

难度并不大。只要您理解并熟读课文，每课后面的练习一般都是能够做得出来的。如果觉得

个别练习题难度较大，一时做不出来，您可以把它们暂时放一放，不必花许多时间冥思苦想，

待收到一下期辅导材料后再参考练习答案把它们弄懂。但切不可一遇到不会做的练习不经思

考就放过去，事后也不参看辅导材料上的答案把它们弄懂，这种学习方法肯定是不会有什么

效果的。我们在学习进程中不应该从困难的旁边绕过去，而应该迎着困难奋力攻关。只有在

攻克了一个个难题之后，我们在学习上才能有所进步，才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 
王崇芳 

 

第四单元语法问答 

（12-14 课） 
 
1. 问：在第十三课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Mi neniam pensis, ke tio estas ia merito”。我

觉得这句话中的“tio”译成“这”更为妥当一些（整个句子的意思译成汉语可以是“我从来

没有认为这是一种功绩”）。课本其他部分也有类似的（即用 tio 代替 tio ĉi 的）情况。不知

我的看法是否正确。 
答：您所提到的这句话中的“tio”确实应该译成“这”。课文中类似的例子很多。请看

下面两句： 
A. 
——Dudek plus naŭ estas dudek naŭ. 二十加九等于二十九。 
——Kia kalkulo tio estas? 这是什么计算方法？ 
——Tio estas adicio. 这是加法。 
B. 
Rapide mi faris el la ses alumetoj la sufikson ET kaj per tio mi ricevis laŭdon de Li Ming. 我

迅速用六根火柴摆出后 ET 并以此得到李明的称赞。 
C. 
— Ĉu ankaŭ mi devas ricevi X-radian ekzamenon? 我也必须接受爱克斯光检查吗？ 
— Ne, tio ne necesas por vi. 不，这对你没有必要。 
 
为什么 tio 常常应该译成“这”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一下世界语和汉语在使

用上述指示代词时的不同习惯。 
世界语的指示代词 tio 主要用来指称事物，在句中可以代替名词或上文已提到过的句子。

当存在着两件有远近之分的事物时，世界语习惯上用 tio 指称离说话人较远的事物，用 tio ĉ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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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离说话人较近的事物。这与汉语的“那”和“这”的用法是一致的。例如： 
Tio ĉi estas mia libro. Tio estas via kajero. 这是我的书。那是你的笔记本。 
但是，在无需区分远近的情况下，即所要指称的是前面已提到过的一件事物或上文已说

过的一个句子，世界语所用的指示代词和汉语所用的指示代词截然相反：世界语习惯于使用

tio 而汉语习惯于使用“这”。上面所举的两段对话中的 tio 就是这样的用法，所以都译成“这”。

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Li donis al mi librojn: tio estas amika ago. 他给了我几本书：这是一个友好的行动。 
Io falis sur mian kapon: tio estis ŝtonero. 有个东西落在我头上，这是一块小石头。 
Mi estas scivola, kiel tio finiĝos. 我很想知道，这件事怎样收场。 
Se pluvo glaciiĝas kaj falas en formo de grajnoj, tio estas hajlo. 如果雨结成冰并以颗粒状

落下，这就是冰雹。 
Ke pli ol mil kongresanoj el diversaj landoj parolis unu saman lingvon kaj bone sin 

komprenas reciproke sen bezono de interpretistoj, ĉu tio ne bone pruvis la vivantecon kaj la 
utilecon de nia lingvo Esperanto? 来自各国的一千多大会出席者说着同一种语言，不需要翻译

就能完全相互了解，这难道还不充分证明我们的语言世界语是一种活着的、很有用的语言

吗？ 
总之，在无需区分远近的情况下使用指示代词时汉语和世界语的习惯明显不同：汉语总

是倾向于使用“这”，而世界语则比较喜欢使用 tio。所以当我们用手指着面前一个单独的（不

与另一同类事物并存的）事物发问时，汉语总是习惯说“这是什么”，而世界语则习惯说“Kio 
estas tio”。这一对应规律我们在进行世汉或汉世翻译时一定要加以注意并在译文中根据这一

对应规律变换指示代词，否则你的译文就不是地道的汉语或地道的世界语。 
顺便说一下，世界语中的 tio 的这种用法也基本适用于 tiu。例如课本上有这样一句话： 
Denove subakviĝis Merkurio, kaj baldaŭ reaperis portante arĝentan hakilon, sed ankaŭ tiun la 

arbohakisto ne akceptis. 墨丘利又潜入水中，不一会儿拿着一把银斧重又出现，但他没有接

受这把斧子。（在这句话中，按汉语习惯我们将 tiun 译成了“这把斧子”。） 
世界语不常使用 ĉi 的这种倾向还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证明：tia, tiam, tiel 等词几乎从来

不与 ĉi 配合使用，即使它们在分别表达“这样的”、“这时”、“这样地”的时候，也不加 ĉi. 
 

2. 问：第十四课练习 III 中有这两句对话： 
B. Ĉu vi ne deziras ion trinki antaŭ la manĝo? 
A. Jes. Bonvolu alporti du boteletojn da fruktosuko kaj du glasojn da vino. 
按我的理解，前一句话的意思是“您吃饭前不想喝点什么吗？”从答话的意思看，A 既

然请 B 给他拿两小瓶果汁和两杯葡萄酒来，显然 A 是要喝一点饮料的，那为什么 A 用“Jes”
答谢呢？ 

答：首先应该肯定，原句答话中的“Jes”的用法是正确的。您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

是因为按汉语的习惯这里似乎应该用“不”来回话。请记住：对于以 ĉu 开头的否定疑问句，

世界语的回答方式与汉语的回答方式正好相反。例如： 
1） 
——Ĉu vi ne estas malsana? 你没生病吧？ 
——Ne, mi ne estas malsana. 是的，我没生病。（或：Jes, mi estas malsana. 不，我生病

了。） 
2） 
——Ĉu li ne volas iri tien? 他不愿到那里去吗？ 
——Jes, li volas iri tien. 不，他愿到那里去。（或：Ne, li ne volas iri tien. 是的，他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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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里去。） 
 
3. 问：课本第十四课练习 VII 第 28 小题“La gastoj venis po tri”怎样译成汉语？它与

“La gastoj venis triope”这句话在意思上有什么不同？ 
答：“La gastoj venis po tri”的意思是“宾客们三个人一批一批地到来”，而“La gastoj venis 

triope”的意思是“三个宾客一起到来”。前一句的介词 po 表示分配数，后一句中的后 op
表示集合数，具体地说，前一句中的 la gastoj 或者是 6 人，或者 9 人（应该是 3 的倍数），

而后一句中的 la gastoj 只有三人（triope 的意思是“三人一起”） 
 
4. 问：课本中有这样一个例句：“Ili promenas mano en mano, sentante sin tre feliĉaj （他

们手挽手散步，感到很幸福）”，从句意来看“mano en mano”在句中作状语，可否将这个介

词结构改为“manon en mano”？ 
我们在课本第 150 页上已经说过“paŝo post paŝo”、“jaro post jaro”、“vizaĝo kontraŭ 

vizaĝo”、“mano en mano”等这类介词结构也可以分别写成“paŝon post paŝo”、“jaron post 
jaro”、“vizaĝon kontraŭ vizaĝo”、“manon en mano”等。为什么这类介词结构可以有两种形

式呢？柴门霍夫认为这类介词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在句中只能作状语，不加语法标志不会引起

误解，所以在柴门霍夫的笔下这类介词结构中的第一个名词一律不带宾格词尾。当然，如果

我们按照语法规则在第一个名词后加宾格词尾，也是正确的。 
 

5. 问：“Li kaj lia edzino promenas sur la strato”和“li promenas kun sia edzino sur la strato”
这两句话有什么区别？ 

答：这两句话的意思基本一样，译成汉语都是“他和（他的）妻子在街上散步”。区别

只在于句子结构不同，前一句的“li kaj lia edzino”是并列主语（谁在散步？他和他的妻子

在散步）；后一句的主语是“li”，“kun sia edzino”是句子的状语（谁在散步？他在散步。他

和谁一起散步？他和他妻子一起散步）。由于在前一句中“li”和“lia edzino”是并列关系，

因此“lia edzino”的 lia 不能改为 sia（sia 的作用是反指主语。因为 edzino 本身也是主语，

所以，如果把 lia 改为 sia，在逻辑上就讲不通了）。但在后一句的“kun sia edzino”中 sia 则

反指主语。谁的妻子？“他”的（即句子“主语”的）妻子。所以，后一句必须用“sia”，
而不能用 lia。如果改为 lia，意思就变成了他和别的一个什么人的妻子一起散步。 

 
6. 问：课本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人名，如：Cart, ludmila, Jevsejeva, Julio Bghy, Johano Bull

等。有些人名我不知道如何读音，如 Gaghy 中的“ghy”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读。请介绍一些

关于外国人名的一些知识。 
答：世界语中的“nomo”是一个含义笼统的词：它既可以指姓，也可以指名，或者指

姓和名。例如我们问一个名叫 Roberto Fulton（罗伯特•富尔顿）的人“Kia estas via nomo?”
（请问您的名字），他可以有三种回答方式： 

Mia nomo estas Fulton. 我姓富尔顿。 
Mia nomo estas Roberto. 我的名字叫罗伯特。 
Mia nomo estas Roberto Fulton. 我叫罗伯特•富尔顿。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名主要由姓和名两部分组成。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姓名排列顺序和

中国人名的排列顺序相反：名在前，姓在后。例如 Johano Bull 中的 Johano 是名，Bull 是姓。

因此，对西方人来说名字就叫做“antaŭnomo”，姓叫做“familinomo”. 
在西方，一般来说“antaŭnomo”是信基督教的父母在小孩接受洗礼（bapto）时给孩子

起的，所以“antaŭnomo”通常也称作教名（baptonomo）。教名大多数原是基督教圣徒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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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男子名有：Johano（约翰）， Petro（彼得）， Paŭlo（保罗）， Jozefo（约瑟夫）， Alberto
（阿尔伯特）， Valenteno（瓦伦丁）， Adamo（亚当）， Ludoviko（路得维克）， Georgo
（乔治）， Julio（尤里）， Nilolao（尼古拉）， Aleksandro（亚历山大）等。 常见的女子

名有：Maria（玛丽亚）， Sara（莎拉）， Anna（安娜）， Elizabeta（伊丽莎白）， Marta（玛

尔塔）， Eva（夏娃，也译作艾娃）， Emma（艾玛）， Irena（伊伦娜）， Sofia（索菲娅）， 
Kristina（克里斯蒂娜）， Roza（罗莎）， Suzana（苏珊娜）， Luiza（路易莎）， Flora（芙

洛拉）等。 
教名在世界语中一般应带有词尾。男子名带有名词词尾“-o”，女子名带有形容词词尾

“-a”，以便区分性别。当然，女子名也有用名词词尾“-o”结尾的，如 Mario（玛丽）， Ifigenio
（伊菲格涅），Ofelio（奥菲利娅）等。 

西方人的姓氏比较复杂。姓氏是世代因袭的，因此姓氏常带有家族历史的痕迹。姓氏的

含义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以职业为姓，例如法语的 Marchand 马尔尚（商人），Berger 贝尔歇

（牧羊人），英语的 Smith 史密斯（铁匠），Miller 米勒（磨坊主）；有的以居住地或山川城

镇为姓，例如法语的 Lyonnais 利奥内（里昂人），Dubois 杜布瓦（森林里的居民），英语的

Field 菲尔德（原野），Hill 希尔（小山）；有的以家族的人体特征为姓，例如法语的 Legrand
勒格朗（大个子），Lebeau 勒博（漂亮的），英语的 Brown 布朗（褐色的），Strong 斯特朗（强

壮的）；有的以动植物名称为姓，例如法语的 Renard 勒纳尔（狐狸），Fleur 弗勒尔（花），

英语的 Wolf 沃尔夫（狼），Drake 德雷克（公鸭）；有的以家庭关系为姓，例如英语的 Johnson
约翰逊（约翰的儿子）等。 

由于各种语言中的姓氏比较复杂，词形各异，所以在世界语中姓氏一般应保留民族语的

拼写形式，词末不带有世界语词尾，例如上面所提到的“Roberto Fulton”和“Johano Bull”
中的“Fulton”和“Bull”都不带有词尾。 

前面提到，欧洲人的教名一般应采用世界语化的拼写形式（词末带有世界语词尾），但

也有人完全按照民族语的拼写形式转写自己的名字。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这当然也是可以

的。这就是说，他们的名和姓都可以不带有世界语词尾。例如，世界语诗歌之父波兰人 Antoni 
Grabowski，《世界语插图大词典》（PIV）的主编法国人 Gaston Waringhien，瑞士著名世界者

Edmond Privat 等人的名字。但姓名按民族语形式拼写，会给世界语者带来读音上的困难，

因为即使一个通晓多种外语的人也很难正确读出各种语言中的人名，更不用说不懂外语的普

通世界语者了，所以必要的时候 好注上近似的读音，例如匈牙利诗人 Baghy 按匈牙利语

的读音读作“Bagi”，上面提到的 Waringhien 应按法语的读音读作“Varengjen”。 
这里需要提一下，欧洲有些国家的人名由三部分组成，例如俄罗斯人的全名一般由本名、

父名和姓三部分组成。一个全名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Иванов（伊万•伊万

诺维奇•伊万诺夫）的人，Иван（伊万）是他本人的名字，Иванович（伊万诺

维奇）是他的父名，意为伊万之子，Иванов（伊万诺夫）是姓。我曾在“普京和“BB
Π”——俄语“国内生产总值”缩写词趣谈”一文中谈到普京总统全名是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弗拉基米尔•弗拉基

米罗维奇•普京)。很凑巧，这三部分的第一个字母 B、B、Π合起来，正好和俄语“国内生

产总值”的缩写词相同。在俄罗斯人看来，这个巧合也许就是天意：普京总统的当选预示着

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有大幅度提高，俄罗斯人该过上好日子了。于是俄罗斯媒体

就常常干脆用“BBΠ”来称呼他们的总统。这是题外的话。 
按照东方人的习惯，姓名的顺序通常是姓在前，名在后，例如中国、日本、韩国、越南、

匈牙利等国人的姓名就是如此。尤利欧•巴基的匈牙利原名是 Baghy Gyula（Baghy 是姓），

写成世界语则为“Julio Baghy”。 
中国人的姓名依据国家规定应该按汉语拼音方案的规则拼写，姓和名分写，顺序不必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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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中国的世界语出版物曾一度按中国报道（El POPOLA ĈINIO）杂志社制订的汉世拼音转

写方案转写中国的人名。如果姓或名是双音节的，应将两个音节连写。例如：郭沫若 Guo 
Moruo （或 Gŭo Morŭo），曹雪芹 Cao Xueqin（或 Caŭ Ŝjŭeĉin），朱德 Zhu De （或 Ĝu De），
诸葛亮 Zhuge Liang （或 Ĝuge Ljang）。 

既然中国人的姓名顺序和欧洲人的习惯相反，即姓在前、名在后，中国人的“名”就不

能依照西方人的习惯译作“antaŭnomo”，而只能译作“persona nomo”。例如一个叫做张大为

的人用世界语作自我介绍时，可以这样说：Mia familinomo estas Zhang, kaj mia persona nomo 
estas Dawei。  

日本人的姓名也用汉字书写，但读音和汉语中的汉字不同，因而我们必须按汉字的日语

读音而不能按汉语读音来转写日本人的姓名。因受西方习惯的影响，日本人在将自己的名字

转写成拉丁字母形式时通常颠倒姓和名的顺序（即把名放在姓的前面）。这一点要注意，以

免弄错。例如： 
大平正芳 Masajoŝi Ohira （Ohira 大平，是姓） 
桦美智子 Miĉiko Kambo （Kambo 桦美，是姓） 
但也有日本人坚持以东方的方式即以姓在前、名在后的顺序转写自己的名字。为了区别

姓和名，通常将姓全部大写，名则按首字母大写后面的字母小写的方式转写。例如： 
柴山纯一 SIBAYAMA Zyuniti （SIBAYAMA 柴山，是姓） 
宫本正男 MIYAMOTO Masao （MIYAMOTO 宫本，是姓） 
其他曾使用过汉字的国家，如朝鲜（包括韩国）、越南等国，人名也不应按汉字的汉语

读音而应按它们实际读音和习惯方式来转写，但不必像日本人那样颠倒姓和名的顺序。例如： 
金日成 Kim Il Sung 
胡志明 Ho-Ĉi-Min 
 
7. 问：在“Petro kaj Maria ricevis de sia patro po kvin pomojn...”中“po”后面作宾语的

名词 pomojn 带有宾格词尾，而在“... se mi legos en ĉiu tago po dek paĝoj...”中“po”后面的

名词 paĝoj 同样作宾语，为什么不带有宾格词尾？ 
答：“po”后面作宾语的名词应该用什么格，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

“po”作为介词只能支配后面的数词，而不能支配数词后面的名词，所以该名词应该用宾格。

例如： 
Ili manĝis po du pirojn. 他们每人吃了两只梨。 
另一种意见认为“po”不但支配后面的数词而且还支配数词后面的名词名词，所以名词

应该用主格（因为受介词支配的名词除表示运动方向外一律要用主格）。例如： 
La gastoj trinkis po unu glaseto da vino. 宾客们每人喝了一小杯葡萄酒。 
柴门霍夫在语言问答中写道：“Inter la esprimoj «doni po 2 pecojn» kaj «doni po 2 

pecoj» estas ankoraŭ malfacile diri, kiu estas la pli bona, kaj tial ambaŭ esprimoj estas uzeblaj 
kaj bonaj.”（在“doni po 2 pecojn”和“doni po 2 pecoj”两种说法之间还很难说哪一种说法

更好一些，因此两种说法都可以用，都好。） 
所以，提问中所涉及的那两句话在语法上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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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至 14课课文参考译文及练习参考答案 

第十二课 

第十二课课文参考译文 

A 
 

衣着 
 

衣服是穿在身上遮蔽身体的东西。人们穿衣既为了御寒，也为了美化自己，因而理想的

衣服应该具有两方面的特性，即有益健康和美观的特性。 
你是否知道非洲人由于非洲气候炎热衣服穿得非常简单？他们通常用一根腰带和一块

围身布。腰带和围身布是人类衣服的雏形。裙子是由围身布演变而来，通常裙子是女子的衣

服，但在某些国家（例如苏格兰）男人也穿裙子。遮蔽全身的衣服的原始形式是斗篷。裤子

是较新的衣服形式。 
衣服随着大洲、民族、时代，也随着穿衣人的社会地位、年龄、性别的不同而有很大差

别。此外，人们还随着季节和环境的变化更换衣服。一个民族、阶级、时代、职务等所特有

的衣服是服装（kostumo）；士兵、船员、警察等所穿的服装叫做制服（uniformo）。 
衬衫、衬裤和长统袜是内衣。男子的服装通常由裤子、背心和上衣组成。欧洲人通常结

领带，但不总结领带。 
胸衣、乳罩、衬裙是妇女特有的内衣。妇女通常穿裙子、紧腰宽下摆女衫、连衣裙，她

们的服装一般比男子的服装色彩鲜艳。 
人们头戴有边帽或无边软帽，手戴手套，但不是每人都戴也不是始终都戴。我们步行时

脚上穿鞋、凉鞋或靴子。据说，凉鞋是鞋的 简单、 古老的形式，而靴子则是由鞋和长统

袜结合而产生的。 
人们在室外穿短大衣、长大衣或披风。冬天人们穿棉袄或棉大衣。在雨中行走时人们穿

雨衣和套鞋。人们工作前穿上工作服，工作后脱掉工作服。衣服脏了人们要把它洗干净并把

它熨好；如果衣服撕破了，就把它补 好或修补好。 
衣服是由棉花、亚麻、丝、羊毛、尼龙或其他材料做成的。用于做衣服的织物叫衣料。

亚麻布、棉布、丝绸、天鹅绒和呢绒都是衣料。 
如果您想穿一件合身的衣服，就去找裁缝，他首先给你量身材，然后按量的尺寸和你要

求的式样裁剪衣料。 后他用手或缝纫机把各部分缝在一起，做成衣服，这件衣服你穿着一

定很合身。 
有人比较喜欢浅色衣服，有人比较喜欢黑色衣服。有人按流行式样穿衣，有人穿衣则只

为舒服或方便：这的确是一件个人爱好的事。 
衣服是人性格的体现，不是吗？ 

B 
不幸的商人 

 
有个在本城失业的年轻人到伦敦来求亲戚帮忙。亲戚给他几顶帽子，劝他到街上去卖。 
由于马上就可以挣到一些钱，那年轻人心里很高兴，便拿起那些帽子走到一条热闹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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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一个适当的街角站下。 
晚上，他回到亲戚家里。亲戚问他，“怎么样，卖得很多吧？——“唉，一顶都没有卖掉！”

小伙子难过地回答说。——“为什么呢？难道你没有向任何人兜售？那你一整天都干什么

啦？”——“我把帽子严严实实地藏在箱子里，以免灰尘把它们弄脏。可是整整一天我都没有

机会向人兜售，因为所有从街上经过的人头上都戴着帽子。” 
（选自《La Tuta Esperanto》） 

 
谚语 

 
有价值的不是外表，而是实质。 
十次量好，一次剪下。 
天鹅绒掩盖不了天生的缺陷。 

 
谜语 

 
请猜一猜！ 
1. 无手无脚，它能把门推开。 
2. 一对孪生儿——但它们彼此看不见。 

 

参考答案 

I. 比较下列各组句子的意思并说出句中 si 和 sia 的指代对象： 
1  彼得请约翰和约翰的妻子到彼得的屋里来。 

彼得请约翰和彼得的妻子到彼得的屋里来。 
2  罗斯和莉莉及罗斯的表哥在一起散步。 

罗斯和莉莉及莉莉的表哥在一起散步。 
3  索菲亚请玛丽把玛丽的书交给玛丽的姐姐。 

索菲亚请玛丽把玛丽的书交给索菲亚的姐姐。 
索菲亚请玛丽把索菲亚的书交给玛丽的姐姐。 

4  这位先生吩咐自己的儿子迅速穿衣。 
这位先生吩咐自己的儿子给他迅速穿衣。 
这位先生吩咐他的（即另一人的）儿子迅速穿衣。 

5  画家请他把自己的画拿进画家的房间。 
画家请他把画家的画拿进自己的房间。 
画家请他把自己的画拿进自己的房间。 
画家请他把画家的画拿进画家的房间。 

 
II. 选择填空： 

1. sin  2. si  3. sian  4. sian  5. sia  6. ĝian  7. sia  8. lia  9. ilia  10. lian  
 

II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我父亲和他（即父亲的）朋友及朋友的儿子一起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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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约翰见了他的（即约翰的）朋友和朋友的妻子。 
3. 初恋是不容易忘记的。 
4. 那本书跟我的书一样厚。 
5. 他哥哥的名字叫卡尔，他姐姐的名字叫索菲亚。 
6. 你的话和你哥哥的话一样。 
7. 人们把他带到国王面前，国王便开始和他谈话。 
8. 浑水中容易捕鱼。（谚语） 
9. 有志者事竟成。（谚语） 
10. 聊胜于无。（谚语） 
11. 聪明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无所不知的人是没有的。（谚语） 
12. 这是一位熟悉这一情况的人告诉我的。 
13. 有些人对数学有特殊能力。 
14. 傻子往往能猜到聪明人所不懂的东西。（谚语） 
15. 谁要打人，谁就会找到棍棒。（谚语。试比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6. 不欠债的人是富有的的。（谚语） 
17. 两只手什么都能干，一只手什么都干不了。（谚语） 
18. 任何事物都有缺陷。（谚语） 
19. 世界语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任何人都可以用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它受到大

家的喜爱。 
20. 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III. 将下列各词译成世界语：（略） 
  
IV. 说出下列派生词和合成词的意思：（略） 
  
V. 说出下列派生词和合成词的意思（可查阅词典）： 
 
V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春天给大地披上绿装。 
2. 森林展现出它那多彩的盛装。 
3. 节约每一枚钱币，你就会把口袋装满。（谚语） 
4. 任何裁缝都修补不了名誉上的破洞。（谚语） 
5. 每个裁缝都有自己的裁剪方式。（谚语） 
6. 客人只坐一分钟，就会把一切看在眼里。（谚语） 
7. 总是坐在房子里是不能很好地认识世界的。（谚语） 
8. 他债台高筑。（谚语） 
9. 那顶小帽子非常适合他戴。 
10. 母女俩面对面站着。 
11. 他坚持自己的要求。 
12. 房前有一棵树。 
13. 美丽的太阳在天空照耀。 
14. 那时我双眼含着泪水。 
15. 一个难题摆在我们面前。 
16. 我们不像陌生人而像兄弟一样并排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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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请把事情的状况告诉我。 
18. 运动的总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 
 

VII. 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 
1. Ŝi pensas nur pri aliaj (homoj) kaj neniam pri si mem. 
2. La knabino estas nur kvarjara, tamen ŝi jam kapablas lavi al si la vizaĝon. 
3. Mi ne scias, kial ŝi hodiaŭ sentas sin tiel feliĉ. 
4. Antaŭ ĉio ni diskutu, kiel ni dividos inter ni la laboron. 
5. Neniu el la du libroj interesas min. 
6. Ili ambaŭ estas tajloroj. 
7. Ĉiu el ni kantos sian plej ŝatatan kanton en la kunveno. 
8. Ĉu vi havas ion pli por diri? 
9. Li scias ĉion, dum mi nenion. 
10. En lia tasko sin trovas (aŭ: troviĝas, estas) nenia gramatika eraro. 
11. Li konas iun, kiu povas paroli Esperanton (aŭ: en Esperanto, Esperante) 
12. Estas nenio pli facila ol tio ĉi. 
13. Ĉiu el tiuj soldatoj estas kuraĝa. 
14. Mi legis neniun el la gazetoj. 
15. Via pluvombrelo estas flava, kaj la mia — nigra. 
16. La fasono de mia vesto estas pli nova ol tiu de via vesto. 
17. La unua, kiu plenumos tion, ricevos laŭdon. 
18. Bonvolu diri al mi ĉion, kion vi faris. 
19. Ĉu vi scias pri tio, kio okazis sur la strato? 
20. Helpi aliajn estas virto. 
21. Kiu el vi volas paroli kun mi en Esperanto? 
22. Kiu el la du libroj plaĉas al vi? 
23. Mi ree ekzamenis la maŝinon: ĉio estas en ordo. 
24. Ĉu ĉiu el vi ricevis sian novan lernolibron? 
25. Mi aŭdis, ke iu vin vokas. 
26. Kelkaj el la kuracistoj estas anoj de nia Esepranta kurso. 
27. Ili ambaŭ forveturis al Pekino. 
28. Ho, kiel bela estas la jupo, kiun vi hodiaŭ portas! 
29. Surmetinte (aŭ: Metinte sur sin) la jakon li eliris. 

 

第十三课 

第十三课课文参考译文 

A 
 

哥伦布的蛋 
门多萨红衣主教为哥伦布举办盛大的宴会并在筵席上发表了赞扬他的讲话。他把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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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称为人类智慧 伟大的胜利。许多参加宴会的宫廷官员听着这些赞美的话很不高兴。 
“我认为，” 其中有一个人说，“找到通往美洲的路并不难。海洋到处通行无阻，就连

普通的水手也不会迷路！” 
“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种功绩，” 哥伦布回答说，“我只感谢老天，是它选择我发现美

洲的。” 
当宾客们继续争论发现美洲是难是易的时候，哥伦布站起来，拿起一只鸡蛋说： 
“你们当中谁能够使这个蛋站住而不倒下？” 
宾客个个都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本领，但没有一个能使蛋站住 
“请把蛋递给我，”哥伦布说。他拿起蛋，轻轻地在桌上敲了一下，蛋破了一小块，站住

了。 
“啊，”宾客都喊叫起来，“这么做我们谁都会！” 
“那么为什么，” 哥伦布微笑着回答说，“你们不这么做呢？我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你们

能这么做但没有做，而我这么做了。” 
这就是“哥伦布的蛋”这一习语的由来。 

 
B 

 
我：这两位是来自冰岛的奥斯卡尔夫妇。这位是 A 同志，我们这次茶话会的主持人。 
A 同志：欢迎！见到你们很高兴。你们身体好吗？ 
他：谢谢！我们身体很好。 
A 同志：同志们，请坐！现在我们开始开会。亲爱的同志们，我很高兴把我们的冰岛客人奥

斯卡尔先生介绍给你们。奥斯卡尔夫妇是热心的世界语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了促

进中冰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他们访问我国并光临我们的茶话会。我谨代表大家

请你们二位给我们讲一点有关你们国家、你们的人民和你们的文化以及我们两国人民之

间的友谊或者有关世界语运动的情况。请随便讲吧。 
他：亲爱的同志们，在未讲之前，请允许我们代表雷克亚未克世界语者向你们致意。他们请

我向你们，北京市的世界语者，转达他们的良好祝愿和他们对你们近几年来在城市建设

和世界语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就的祝贺。 
她：我特地给像男人们一样如此高尚、不疲倦地为祖国建设和世界语运动工作着的北京市的

女同志们带来雷克亚未克女世界语者们的问候。 
他：我们访问的目的之一是认识一下贵国和贵国人民，我们在《中国报道》上已经读过很多

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了；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和几位懂世界语的中国化学家交朋友，因

为我是搞化学的。但我们首先要亲眼看一看你们中国同志是怎样为世界语的崇高理想工

作和战斗的。世界语不但是为被国界阻隔的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服务的，也是为社会进

步服务的，因此，我认为它今天也应该在教育方面起巨大的作用。通过世界语各国人民

不但在文化艺术而且应该在科学技术领域内进行合作。我们真诚希望中国世界语者能成

为这种合作的一支先遣队并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奋的工作为这一崇高理想多作贡献。 
B 同志：您的见解是正确的。可是，奥斯卡尔先生，您能否给我们讲一讲在贵国首都召开的

和 62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情况？ 
他：好吧。我亲自出席了那次大会。这样的大会是第一次在我们的祖国召开。大会开得盛大、

隆重、充满了友谊和国际性的气氛，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来自不同国家的一千多大会

出席者说着同一种语言，不需要翻译就能完全相互了解，这难道还不充分证明我们的语

言是一种活着的、很有用的语言吗？ 
C 同志：你在大会期间遇见过《中国报道》的读者吗？他们对该刊有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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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我们遇见了许多读者。我们甚至还为它扩大了订户。人们反映它的内容很丰富、外观很

漂亮。但我感到遗憾的是它的文体不大活泼，此外，里面还缺少固定的语言专栏。我认

为，如果它每期都能多登一些关于世界语和世界语学方面的文章，它在全世界一定会拥

有更多的读者。 
A 同志：十分感谢你们为《中国报道》扩大订户和你们所提的极为宝贵的建议。我将把你们

的意见和建议转告给《中国报道》编辑部。 
B 同志：如能听到您谈谈贵国和贵国人民，我们将感到愉快，贵国和贵国人们对我们来说是

如此遥远，如此陌生，然而又非常使我感兴趣。 
他：我讲些什么呢？ 
C 同志：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吧。 
他：好，我就先讲我们的城市雷克亚未克吧…… 
 

有趣的对话 
 

1 
她：你懂音乐吗？ 
他：懂，夫人。 
她：我现在弹的是什么？ 
他：钢琴。 

（ludi 的宾语可以是乐器，也可以是乐曲。对话中的问话的意图和答话人的回答显然是

不一致的） 
 

 
2 

教师：谁帮助你画的这幅地图？ 
学生：谁也没有。 
教师：你的哥哥没有帮助你吗？ 
学生：没有。这全是他一个人画的。 
 
 

练习参考答案 

I. 填入缺少的字母： 
1. -u  2. -en  3. -e  4. -e  5. -e  6. -el  7. -am  8. -om  9. -al  10. -al  11. -am  12. 

-am 13. -el  14. -am  15. -om  16. -el  17. -om  18. -e  19. -om  20. –am 
 
I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由于某一原因我到你这里来，但我忘了是什么原因。 
2. 我的书很多，桌子上放不下。 
3. 你需要多少，就拿多少。 
4. 我到处找我的表，但哪儿也找不到。 
5. 你决不可能妨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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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曾经在某个地方遇见过你，但我记不请在什么地方。 
7. 你太疲劳了，因此你应该稍微休息了一下。 
8. 在兄弟们打架的时候，外人不要介入。（谚语） 
9. 针走到哪里，就把线引到哪里。（谚语） 
10. 坏天气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谚语） 
11. 我爷爷无缘无故地生气。 
12. 永远别说谎话，要始终说真话。 
13. 我可以用某种方式帮助你吗？ 
14. 他跑得跟你一样快。 
15. 他来的时候，她已经就寝了。 
16. 他们千方百计猜出了这个谜语。 
17. 他拥有一切,而我什么都没有。 

 
III. 就下列各句划线部分提问： 

1. Kie vi lernas? 
2. Kiuj alvenis? 
3. Kiam vi lin vizitos? 
4. Por kio (aŭ kial) li prenis plumon? 
Li prenis plumon por skribi. 
5. Kiun libron vi ŝatas legi? 
6. Kio li estas? 
7. Kiom da fojoj (aŭ: Kiomfoje / Kiel ofte) kutime oni manĝas ĉiutage? 
8. Kiel ŝi kantis la kanton “La Espero”? 
9. Kion vi legis hieraŭ vespere? 
10. Kion ili faras tie? 
11. Kien via patro vojaĝos? 
12. Kiom da kuleroj da salo vi metis en la supon? 
13. Per kia manĝilo la eŭropano manĝas viandon?  
14. Pro kio (aŭ kial) hieraŭ vi ne iris al ŝi? 

 
IV. 用下列副词各造一个句子：（答案略） 
 
V. 仿照例句译文将下列各句译成汉语： 

A. 
1. 他看起来心地善良。 
2. 她看起来像一个灵巧的姑娘。 
3. 他好像要跌倒在地上。 
4. 她的双眼似乎在流泪。 
B. 
1. 我觉得 后两首歌曲并不好听。 
2. 他觉得他们是对的。 
3. 突然他觉得有一个人的手轻轻碰了一下他的头。 
C. 
1. 每次我看见你的时候，我都觉得你越来越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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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座城市在我看来好像是一座花园。 
Ĉ. 
1. 他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不公正。 
2. 这件事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 
D. 
1. 看来你心情很愉快。 
2. 看来那次宴会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E. 
1. 我觉得你好像在流泪。 
2. 我看，他还在睡觉。 
F. 
1. 你妹妹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 
2. 看来人们就是这样称呼你的。 

 
V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孩子们在院子里玩。 
2. 我妹妹比较喜欢弹钢琴。 
3. 我请她给我弹一首舞曲。 
4. 风儿吹动着姑娘的头发。 
5. 绳子上挂着几条鱼。 
6. 墙上挂着我祖父的相片。 
7. 她的头发垂到了肩上。 
8. 瞧，这儿突然出现一条伸着长舌头的狗。 
9. 这件事还不能肯定。（直译：这件事还在空中悬着。） 
10. 他耷拉着脑袋站在那里。 
11. 这个儿子依赖父亲。 
12. 每一个人的名誉都取决于他的言行。 
13. 人的命运不由上帝而由他自己决定。 
14. 一切取决于人们怎样看待这件事。 
15. 我们到南京去还是留在家里，由你决定。 
16. 他喝了满满一杯咖啡。 
17. 桌上有一只盛满水的玻璃杯。 
18. 课文几乎无法阅读，因为里面满是错误。 
19. 她满怀着幸福的心情坐在她爱人的身边。 
20. 一轮满月高悬在天空。 
21. 我在这家工厂里已经工作了整整六年。 
22. 那个脸蛋圆圆的男孩很可爱。 
23. 她完全原谅了我。 
24. 丁香花使空气充满芳香。 
25. 这消息使他充满喜悦。 
26. 要紧的是你的健康。 
27. 首先，（你）要勤奋，坚持不懈地学习。 
28. 请先问一问他来不来。 
29. 我感到首先应该感谢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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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意大利语来自拉丁语。 
31. 匈牙利人来源于蒙古人种。 
32. 他是华裔美国人（或：美籍华人） 

 
VII. 将下列故事译成世界语： 

Mono kaj justeco 
 

Iutage la reĝo demandis Afanti: “Se antaŭ vi kuŝus mono unuflanke kaj justeco aliflanke, 
kiun do vi elektus?” 

“La monon, kompreneble.” respondis Afanti. 
“Kion vi diris, Afanti!” diris la reĝo. “Se mi estus vi, mi prenus la justecon, ĉar mono estas 

pli facile trovebla, ol justeco.” 
“Ho, Via Majesto,” diris Afanti, “mi elektus la monon, ĉar mi jam havas la justecon. Vi ja 

posedas multe da mono, sed neniom da justeco, jen kial vi elektus la justecon.” 
 
 

第十四课 

第十四课课文参考译文 

A 
 

饮食 
 

吃饭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我们不是为吃饭而生活，但不吃饭我们

就不可能生活和劳动。 
每个人都会吃饭：把食物放进口中，尝尝它的味道，细细咀嚼，然后把它咽下去。被咀

嚼过的食物与唾液混合，经过咽喉进入肠胃，以便消化。 
我们吃植物生产出来的东西。植物不但给我们以粮食、蔬菜、水果等，而且还给我们提

供肉、奶、黄油和蛋，这些东西是从吃粮食的动物身上来的。 
人通常每天吃三餐，即早晨吃早饭，中午吃中饭，晚间吃晚饭。有的国家人们中午吃得

很丰盛，晚饭吃得比较简单；有的国家则相反，中午吃得比较简单而晚饭吃得很丰盛。这两

种习惯，您比较喜欢哪一种？ 
远古时代野蛮人只吃生的食物。现在几乎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烹饪艺术。众所周知，中

国的烹饪是世界上三大烹饪艺术之一。另外两大烹饪艺术是法国和匈牙利的烹饪艺术。 
厨师用各种方式做饭做菜。例如，他们用炉子烘，在火前或火上烤，在烧开的油或油脂

中煎炸，他们用炖锅、平底锅等做饭菜，这类器具叫做炊事用具。做好的菜盛在盘子、碟子、

汤盆或其他的器皿中。人们吃饭需要餐具。欧洲人习惯上使用汤匙、 子、叉子，而中国人、

日本人和其他一些东亚民族使用“筷子”和“碗”。 
为了维持生命，我们需要饮水。我们喝水、喝茶、喝咖啡。我们也喝白酒、葡萄酒或其

他含酒精的饮料。玻璃杯和低矮的杯子是喝饮料的器具，壶和瓶则是盛饮料的器具。经常酗

酒，即经常饮酒作乐的人是酒鬼。酗酒是令人憎恶的并且常常是家庭的甚至是社会的某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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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事件的起因。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向母亲学做家务和烹调：怎样煮大米饭和揉面，怎样烤制面包和

糕饼，怎样做各式各样的汤和菜肴，怎样烤肉和油煎土豆、鸡蛋、鱼等。 
但是在社会生活中这些知识还不够。人们还应该知道宴会的规则：怎样摆餐具、怎样上

菜和怎样招待宾客。 
为了使菜肴味美，我们在烹饪时要给菜加盐、调味汁和醋、糖、大蒜、胡椒和其他调味

品。盐使食物咸，醋使食物酸，糖使食物甜，胡椒使食物辣。 
俗语说：人们不该争论口味问题，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口味，因此没有一种食物人人都喜

爱。这就是为什么说烹饪是一种艰难的、真正的艺术的原因。 
人们做客时应该津津有味地多吃主人用来款待客人的美味菜肴。这对女厨师来说是 大

的赞扬，这时她应该接受宾客的祝酒。 
 

B 
 

蘑菇烧牛排 
 

一个名叫约翰•布尔的英国商人在西班牙旅行。但是由于他不会西班牙语，他不能和西

班牙人交谈，因而常常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 
在一个小城镇里他走进一家餐馆点了一份他 爱吃的菜——蘑菇烧牛排。但侍者听不懂

他的话。他越是解释，侍者越是傻看着他， 后他想出一个好主意。他拿起一张纸和一支铅

笔，在纸上画了一头漂亮的牛和一个蘑菇，得意地把纸递给侍者。侍者看了一下图，立刻明

白了英国人的意图，接着就去办这件事。 
那个英国人满意地坐在桌边等待，但等了好久，侍者还没有回来。他饥肠辘辘，觉得很

恼火，也很倒霉。 后侍者终于汗流浃背地来了，他面带胜利的微笑把一张斗牛入场券和一

把雨伞——真糟糕！——递给那个英国人。 
英国人沮丧地看着入场券和雨伞，明白了国际语的重大价值，他回家后就立刻给自己买

了一本世界语课本。 
 

究竟是什么原因 
 

彼得和玛丽从父亲那儿各得到五个苹果，决定每天各吃一个。 
彼得总是挑自己苹果中 好吃的吃。 
玛丽总是挑自己苹果中 不好的吃。 
他们就这样吃那些苹果。结果怎样呢？ 
彼得总是吃的好苹果，而玛丽总是吃的坏苹果。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请想一想！ 

 
谚语 

 
谚语出自一个人的思想，却集中了大家的智慧。 
作谁的客人，过谁的节日。 
水对烧熟了的鱼毫无用处。 
饱汉不知饿汉饥。 
对病人是滋补，对小鸡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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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好比沙地下的泉水，挖得越深，它越清澈。 
有得必有失。 

 

练习参考答案 

I. 将下列各词译成世界语：（略） 
 
II. 针对括号中的词用“kiu”或“kio”填充： 

1. Kio  2. Kiuj  3. Kion  4. Kiun  5. Kiun  6. Kiun  7. Kio  8. Kiuj 
 
III. 朗读下列对话： 

附参考译文： 
A. 你们这里有四个人的桌位吗？ 
B.在这儿还是在楼上？ 
A. 在这儿。请把菜单拿给我。 

B.  餐前你们是不想喝点什么？ 
A. 喝啊（请注意这里需要用 jes 回答）。请拿两小瓶果汁和两杯葡萄酒来。 
B. 我这就给您拿。请您先点菜。（intertempe 的意思是“在其间”，指在两件事的空隙时

间里。这里的意思是在 B 去拿果汁和葡萄酒的时候请 A 先点菜。） 
 
IV. 说出下列派生词的意思：（答案略） 
 
V. 填入缺少的字母： 

1. -es  2. -es  3. -a  4. -es  5. -es  6. -es  7. -es  8. -an  9. -a  10. -es 
 
VI. 选择填充： 

1. ankoraŭ  2. baldaŭ  3. apenaŭ  4. almenaŭ  5. apenaŭ  6. preskaŭ  7. plu  8. pli 
 
VI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我也有你那样的书。 
2. 房间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3. 有其父必有其子。 
4. 我偶然遇见一位过去的朋友，他的名字我忘了。 
5. 我遇见了我的表哥及表嫂（或堂哥及堂嫂）和表嫂（或堂嫂）的父母。 
6. 它仍旧是一只空中的麻雀（谚语。意即还只是计划中的、尚未实现的事。） 
7. 人造语至少比任何一种自然语容易五十倍。 
8. 他脸上有一些不易察觉的皱纹。 
9. 我已经做得比你多了，我不再做了。 

10. 世界语是一种人人都可以用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工具，你也用它来为你的利益服务

吧。 
11. 如果你给人以蜂蜜，也应给人以羹匙。（谚语） 
12. 她离开我已经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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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他到学校时，第一课刚结束。 
14. 他立即相信 不可信的事情，他确实是一个轻信的人。 
15. 他们当着你的面嘲笑你。 
16. 人应该有健康的身体：身体不健康，什么也干不了。 
17. 我永远不会放弃我的理想，不管我的反对者说些什么，也不管他们是什么人。 
18. 听，钟在敲十二点。 
19. 他爱她胜过爱他自己。 
20. 他很爱干净，他衣服上边一粒灰尘都没有。 
21．宽阔的江河是由微小的水滴汇集而成的。（谚语） 
22. 他们五个人一起扑到他身上，但他把他们全都打败了。 
23. 士兵们一个一个地（或单行地）从小桥上走过。 
24. 我们许多人合在一起干将比分开干提早完工。 
25. 他们俩亲密地挽着胳膊散步。 
26. 这本书有 60 页，因此，如果我每天读 15 页，我 4 天就可以读完全书。 
27. 宾客们每人喝了两杯葡萄酒。 
28. 宾客们三个一批地到来。 
29. 每张桌子上放两个瓶子。 
30. 越是闲扯，越是对自己有害。 
31. 蛋越煮越老。 
32. 水越脏越见不到底。 
33. 我越是了解他，越是喜欢他。 
34. 人的需求越少，越幸福。 
35. 越快越好。 

 
VIII. 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 

1. Li ankoraŭ serĉas sian kajeron, sed ankoraŭ ne trovis ĝin.2. Ni baldaŭ ekiros. 
3. Tiu, kiu hieraŭ parolis en la tekunveno, havas almenaŭ tridek jarojn. 
4. Li parolis tro rapide, ke mi povu bone lin kompreni.5. Ni restos en la kamparo apenaŭ unu 

monaton. 
6. Li kvazaŭ volas diri ion. 
7. Mi preskaŭ falis. 
8. Mia hejmvilaĝo (aŭ: hejmurbo) estas apenaŭ du cent kilometrojn for de Pekino. 
9. Mi ĵus aŭdis, ke lia patro mortis (aŭ forpasis) jam antaŭ du jaroj. 
10. Ne plu babilu. Tuj komencu labori! 
11. Kiam ajn li venos, mi mem lin akceptos. 
12. Mi volas iri ien ajn. 
13. Eĉ en dimanĉoj li ne ripozas. Li ja estas laborema. 
14. Troa manĝado estas malutila al la sano. (aŭ: Troa manĝado difektas la sanon.) 
15. Ju pli multe li pensas, des pli malmulte li parolas. 
16. Por miaj tri infanoj mi aĉetis dek du pomojn, kaj al ĉiu el la infanoj mi donis po kvar. 
17. Ili ĉiam promenas du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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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学好第五个月的功课（15-18 课） 

 
亲爱的学员朋友们， 

现在您已开始学习第五个月的功课，这意味着我们中级班的课程快接近尾声了，只要您

再努一把力，您就可以顺利学完全部课程。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了，但是接近并不等于到达。

就好像百米赛跑一样，越是接近终点，我们越是要加快速度向前猛冲。让我们用一句常说的

话来共勉：坚持就是胜利。 
在这个月中我们将要学习第十五、第十六和第十七课。随着学习进程的推移，我们课程

的难度也在逐渐加大，语法和练习的量也比过去增多，这一点请您在学习第五个月和第六个

月的功课时要有思想准备。 
第十五课的第一部分课文讲的是关于“住宅”方面的简单知识，目的是让学员集中学到

一些关于房屋、家具等方面的词语。本课第二部分课文是由两首中国古诗的世界语译文和两

篇趣闻（anekdotoj）组成的。两首唐诗的译者是大名鼎鼎的匈牙利诗人和世界语学者 K. 
Kalocsay（读作 Kaloĉaj）。我们选这两首诗的目的是让学员通过对译文与原文的对照学习实

际感受一下两种语言的诗歌格律的不同特点和诗歌的形式美。本课的语法是动词的复杂时态

和被动语态。这两个语法项目学员们早已在初级课本中学过了。它们的构成形式大家比较熟

悉，所以本课没有必要用较多的篇幅再来讲它们的构成方式。从理论上说，动词复杂时态在

表达行为的时间概念上是很精确的，但由于形式笨重人们实际上是很少使用的。无论在口头

还是在书面上人们总是尽量用简单时态代替复杂时态。在初级课本中我们已经学过动词复杂

时态的基本用法，所以在中级课本中我们不再重复这方面的内容，而把讲解的重点放在如何

把复杂时态改成简单时态（也就是如何避免使用复杂时态，从而使文体简洁优美）的方法上。

本课通过实例采用对比的方法让学员自己思考和体会把复杂时态改成简单时态的具体方法。

在练习方面，从本课起我们将以练习的形式陆续把学过的全部介词的主要用法系统地复习一

遍。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把每个介词的所有用法都归纳出来并加以详细解释。在做关于介词

的翻译练习时，您 好先在词典或语法书中查出有关介词的语法作用并熟悉它们的主要用

法，然后再将练习题中的各个句子译成汉语，通过翻译亲自观察和体会每个介词的语法特点

和具体用法。 
第十六课文的第一部分是有关职业方面的短文，目的是让学员学会关于社会和职业方面

的词语。第二部分的第一篇课文是关于古希腊演说家德摩斯梯尼（Demosteno）的故事。德

摩斯梯尼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演说家，他克服了音量小、口齿不清等生理上的缺陷，勤学苦

练，终于成为古希腊 伟大的演说家。直到现在，他现存的六十一篇演说词仍然是雄辩术的

典范。这篇故事出自世界语散文之父 Kabe 的手笔。我们选这篇故事作课文，目的除了语言

上的考虑外，主要是想用德摩斯梯尼顽强刻苦的精神激励学员们，希望学员们能以坚忍不拔

的毅力克服学习中的一切困难，学好全部课程。第二部分的另一篇课文是一篇阿凡提的故事，

它的文字并不算难。本课和下一课的语法项目都是《句子成分表解》。本课所列的是这个表

解的第一部分，内容包括主语、谓语、宾语、表语的各种类别和构成形式。在初级课本和我

们的这本中级教材的以前各课中您已经学过了各种句子成分的基础知识，但由于这些知识是

以前分散学习的，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也不够全面，所以有必要把这些知识重新整理一下，

并补充一些新的内容，以达到复习提高的目的。我们之所以采用表格的形式，是因为表格简

明扼要，具有一定的概括性，有助于学员领会和掌握各个句子成分的语法特点，也便于复习

和查阅。 
这里顺便说一下语法体系和语法术语的问题。分析语法成分就必然涉及到语法术语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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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现在出版了好几种语法书，它们的语法体系和所用的语法术语不完全相同。当前比较权

威的当然是《Plena Analiza Gramatiko de Esperanto》（《世界语分析语法》，简称 PAG）中的

语法体系，但该书的体系对我国绝大多数学过英语的世界语学习者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也比

较复杂，我们不能全部照搬，所以我们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对 PAG 的语法体系作了一定的

变通和简化，使之能为中级班学员所接受。另外还要说明一下，《句子成分表解》不是语法

详解，它里面所列的只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例句，不可能面面俱到。比较复杂的句子成

分和语法现象必须到进修班才能学到。 
第十七课的两篇课文讲的都是体育方面的知识。本课有两个语法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句

子成分表解》的第二部分。内容包括定语、同位语、状语和独立成分。第二个项目是宾格的

用法。和句子成分一样，宾格的各种用法也是学员过去学过的，这里重新讲这个问题也是为

了帮助学员复习已学过的语法规则，使知识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和扩充。 
总的来说，这三课的语法部分主要是复习、整理、归纳以前所学的语法知识，并适当增

加一些新的内容，以便学员能对世界语语法有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为在 后一个月

学习词序、相对时和绝对时较难掌握的语法项目打下良好的基础。 
祝学习顺利！ 

王崇芳 
 

第五单元语法问答 

（15-17 课） 
 

 
1. 问：课本 225 页上的“Li estas ĵus veninta”和“Li ĵus venis”这两句话译成汉语都是

“他刚来”，它们所表达的意思是否完全相同？我认为，在“他刚来”这句话中“来”这个

动作显然已经发生，照理应该用过去时，但为什么在复杂时态中要用现在时的“estas”？ 
答：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构成复杂时态的“esti”和动词分词各自的作用。课本 224 页上

说：“在复杂时态中，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分词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已经完成或即将发生

的状态。”由此可见，“Li estas ĵus veninta” 和“Li ĵus venis”虽然句意基本相同，但还是有

点区别的。前者着重表示在说话人说话时“他刚来”的状态（这个状态仍然存在，所以 esti
需要用现在时形式），后者着重说明刚刚发生的“来”这一行为（因为这一行为已经发生，

所以动词必须用过去时形式）。然而，尽管有这样的细微差别，由于复杂时态形式笨重，人

们在实际使用中还是倾向于用简单时态代替复杂时态。 
 
2. 问：用简单时态代替复杂时态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将复杂时态改成简单时态一般需要： 
1)  加适当的副词； 
2）适当改变说法。 
下面我们结合课本第十五课语法中所举例句逐一讲解如何将复杂时态改为简单时态的

方法：（A 为复杂时态的原句，B 为改后的简单时态的句子）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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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estas parolanta en Esperanto. 他正用世界语讲话。 
B．  
Li nun parolas en Esperanto. 他现在用世界语讲话。 
（说明：原句是现在进行时，改用简单时态现在时表达时，加或不加副词“nun”都可

以。） 
2．（见上面问题 1 回答中的讲解。） 
3. 
A．  
Mi estas vojaĝonta eksterlanden. 我即将到国外旅行。 
B． 
a)  Mi intencas vojaĝi eksterlanden. 我想到国外旅行。 
b)  Mi estas preta vojaĝi eksterlanden. 我准备到国外旅行。 
c)  Mi baldaŭ (aŭ: tuj) vojaĝos eksterlanden. 我不久（或：马上）要到国外旅行。 
说明：原句用的是现在未然时态，表示说话人即句中的主语 mi 即将到国外旅行的状态。

原句的这个意思除了改用“intencas...”来表示之外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表示，如 b 和 c 句。 
4． 
A．  
La muro estas disfalonta. 墙就要倒塌。 
B．  
a)  La muro tuj disfalos. 墙马上就要倒塌。 
b)  La muro baldaŭ disfalos. 墙不久就要倒塌。 
说明：本句在语法形式上和前句相同。 
5． 
A．  
Kiam vi vokis min, mi estis manĝanta. 你叫我的时候，我正吃饭。 
B．  
a)  Mi manĝis tiam, kiam vi vokis min. 你叫我的时候，我当时在吃饭。 
b)  Mi ĝuste manĝis, kiam vi vokis min. 你叫我的时候，我正好在吃饭。 
说明：原句的主句用的是过去进行时，表示说话人即主句中的主语 mi 在别人叫他的时

候正在吃饭。从时间意义上来分析，从句中的“叫”和主句中的“吃饭”是过去发生的两个

同时进行的动作，改成简单时态后除了两个动词，即 vokis 和 manĝis 都用过去时表示外，

还必须加副词 tiam（那时）或 ĝuste（正好），否则就不能表示出这两个动作同时发生的关系。 
6． 
A．  
Mi estis fininta la laboron, kiam sonis la kvina. 钟敲五点的时候，我做完了工作。 
B．  
a)  Mi jam finis la laboron, kiam sonis la kvina. 钟敲五点的时候，我已经做完了工作。 
b)  Mi finis la laboron, antaŭ ol sonis la kvina. 钟敲五点以前，我已做完了工作。 
c)  Post kiam mi finis la laboron, sonis la kvina. 我做完了工作，钟才敲五点。 
说明：原句的主句用的是过去完成时态，表示主句的“做完工作”发生在从句的“钟敲

五点”之前。改成简单时态后必须在主句中另副词 jam（已经），否则就无法分辨哪个动作

在前哪个动作在后。另外，这句话也可以用“antaŭ ol”或“post kiam”改变句子的说法。

但要注意：在使用“antaŭ ol”和“post kiam”改变句子说法的时候，要注意不能把两件事的先

后关系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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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Li estis rakontinta al mi la aferon, kiam vi alvenis. 你来的时候，他已给我讲过这件事。 
B． 
a)  Li jam antaŭe rakontis al mi la aferon, kiam vi alvenis. 你来的时候，他已先给我讲了

这件事。 
b)  Li rakontis al mi la aferon, antaŭ ol vi alvenis. 你来之前，他已给我讲了这件事。 
c)  Post kiam li rakontis al mi la aferon, vi alvenis. 他讲了这件事之后，你来了。 
说明：原句中的主句用的是过去完成时态，表示主句的“讲这件事”发生在从句的“到

来”之前，但“rakonti”是一个延续性动词，在 B. a）中，主句改成简单时态以后，如果只

加“jam”仍不能清楚地表示主句的动作已先完成的时间意义（人们也可以理解为他已经开

始讲，也许还没有讲完），所以还必须再加副词“antaŭe”（先）。 
注：动词按其本身的意思可以分为延续性动词和瞬时性动词。所谓延续性动词就是表示

动作或状态有延续存在性质的动词，如 atendi（等待）、skribi（写）、legi（读）、konstrui（建

造）、desegni（画）、koni（认识）、akompani（陪同）、ami（爱）、bezoni（需要）、rigardi（看）、

resti（停留）等。所谓瞬时性动词是指那些表示发生在一刹那间动作的动词，如 eksalti（突

地一跳）、ekscii（得知）、sidiĝi（坐下）、endormiĝi（入睡）、perdi（丢失）、forgesi（忘记）、

atingi（到达）、doni（给）、kapti（捉住）、renkonti（遇见）、ricevi（收到）、trafi（击中）、

trovi（找到）、fini（结束）等。 
8． 
A． 
En la jaro 1886 la lingvo Esperanto estis aperonta. 1886 年世界语即将发表。 
B． 
a)  En la jaro 1886 Esperanto estis preta por aperigo. 1886 年世界语已经准备发表。 
b)  En la jaro 1886 Esperanto ankoraŭ ne aperis. 1886 年世界语尚未发表。 
说明：原句用的是过去未然时态，表示 1886 年时世界语即将发表的状态，改为简单时

态时，采用改变说法的办法。 
9． 
A． 
Ŝi estas vivonta ankoraŭ multajn jarojn. 她还会活许多年。 
B．   
Ŝi havas ankoraŭ multajn jarojn por vivo. 她还有许多年的寿命。 
说明：原句用的是过去未然时态，改成简单时态时，也采用改变说法的办法。 
10． 
A． 
Kiam vi venos al mi, li estos dirinta al mi la veron. 当你（将来）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他已

把真实情况告诉了我 
B．  
a)  Kiam vi venos al mi, li jam antaŭe diros al mi la veron. 当你（将来）到我这里来的时

候，他已先把真实情况告诉了我。 
b)  Antaŭ ol vi venos al mi, li diros al mi la veron. 在你到我这里来之前他将把真实情况

告诉我。 
c)  Vi venos al mi, post kiam li diros al mi la veron. 在他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之后你才会

到我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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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句主句用的是将来完成时态，由于主句的动词“diri”是延续性动词，改成简

单时态需要加副词 jam antaŭe（理由同第 7 句）。b）和 c）是分别用 antaŭ ol 和 post kiam 的

改法。 
11． 
A．  
Mi ne farus la eraron, se li estus dirinta al mi la veron. 假如他已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

不会犯这个错误。 
B．  
Mi ne farus la eraron, se li antaŭe dirus al mi la veron. 假如他先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

不会犯这个错误。 
说明：原句中的从句用的是假定完成时态（实际上就是假定式过去时），表示从句的动

作先于主句的动作，所以改成简单时态时必须在从句中加表示“先”这一时间概念的副词

antaŭe。 
12． 
A． 
Kiam mia patro venos, estu dirinta al mi la veron. 请在我父亲来之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B．  
a)  Kiam mia patro venos, diru al mi antaŭe la veron. 请在我父亲来之前，先把真实情况

告诉我。 
b)  Antaŭ ol mia patro venos, diru al mi la veron. 请在我父亲来之前，先把真实情况告诉

我。 
说明：原句主句用的是命令完成态（实际上就是命令式过去时），表示主句的动作先于

从句的动作，所以改为简单时态时必须在主句中加副词 antaŭe（理由同上）。 
 
结论：世界语中的复杂时态只是理论上的一种语法体系，在语言实践中是很少使用的。

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应该尽量避免这种笨重的语法形式，这是获得世界语良好文体的必要条

件之一。用简单时态代替复杂时态的方法很多，以上所举的只是一些不全面的例子。学员们

可以依据这些例子，举一反三，从中悟出更多、更好的方法来。 
 
3. 问：我在第十六课的《句子成分表解》中看到，主语、宾语和表语都可以由从句构

成。请讲一讲从句在句中作主语、宾语、表语的语法特征。 
答：可以在句中作主语、宾语和表语的从句都是名词性从句。所谓名词性从句，就是在

句中起名词作用的从句。名词可在句中作主语、宾语、表语。因而名词性从句也可以作主语、

宾语、表语。这些名词性从句分别称为主语从句、宾语从句和表语从句。名词性从句一般需

要从属连词 ke, ĉu 或疑问词 kiu, kio, kie 等作引导。下面补充一些名词性从句的例子。 
① 主语从句： 
Estas al mi tre agrable, ke mi havas la okazon nun saluti vin. 我现在有机会向您致意，非常

愉快。 
Estas dubinde, ĉu li povas plenumi tiun taskon. 他能不能完成那项任务，值得怀疑。 
Ne estas scieble, kiam li venos. 他什么时候来，无法知道。 
Ŝajnas, ke la pluvo ĉesis. 雨好像停了。（此句无表语） 
Kiu multon deziras, nenion akiras. （谚语）想要多得的人反而什么也得不到（贪多必失）。

（这句话和课本 229 页上的“kio pasis, ne revenos”一样，都是无先行词关系从句作主语。

关于无先行从句，请参看课本第一课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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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宾语从句： 

Ŝi diris, ke ŝi lernas Esperanton. 她说她在学世界语。 
Li skribis al mi, ke mi veturu al Pekino. 他写信给我，要我去北京。 
Mi scias, kion mi devas fari. 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Diru al mi, kiu estas la aŭtoro de tiu ĉi libro. 请告诉我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Mi ne povas diveni, kiom kostas la plumo. 我猜不出这支笔值多少钱。 
Neniu scias, kie li loĝas kaj de kie li venis. 没人知道他住在哪里，来自何方。 
Mi ne scias, ĉu li venos aŭ ne. 我不知道他来还是不来。 
③ 表语从句： 
Lia propono estas, ke ni tuj ekiru. 他的建议是：我们立刻就出发。 
La problemo estas, ĉu li volas iri tien. 问题是他是不是愿意去那里。 
Aero kaj akvo estas, kio estas necesa al ni por vivi. 空气和水是我们生活必需的东西。 
La demando estas, kiel ni povos ellerni ĝin.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学会它。 
 
4. 问：请讲一讲直接宾语与间接宾语之间的关系与区别。 
答：一般来说，宾语是主体动作施加的对象，即主体动作的承受者或目的。直接宾语是

不通过介词直接和动词发生关系的宾语。直接宾语的语法标志是加宾格词尾-n（动词不定式

作直接宾语时无语法标志。）例如： 
S-ro Wang instruas Esperanton. 王先生教世界语。 
Ili amas danci. 他们喜欢跳舞。 
需要有介词作为媒介和动词发生关系的宾语叫做间接宾语。间接宾语所用的介词主要是

pri, al, de. 例如： 
Ni parolas pri Esperanto. 我们在谈论世界语。 
Tiu libro apartenas al li. 那本书是他的。 
Nenio mankas al mi krom tempo. 除了时间之外，我什么都不缺。 
La poemo tre plaĉas al mi. 我很喜欢这首诗。 
Li sciigis min pri la novaĵo.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 
Li disiĝis de ŝi. 他离开了她。 
Ŝi akceptis de li la donacon. 她接受了他的礼物。（请注意：这里的 de 实际上并不作“的”

讲，而作“从”、“自”讲。） 
有人对用 de 引导的间接宾语不太习惯。其实只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就会明白这种间

接宾语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既然“Mi donis al ŝi libron”（我给了她一本书）中的“al ŝi”是

间接宾语，为什么在“Mi prenis de ŝi libron”（我拿了他一本书）中的“de ŝi”（意思与“al ŝi”
相反）就不能算是间接宾语呢？ 

但是，并不是所有以 de 为引导的介词词组都可以看作是间接宾语。例如在“li revenis de 
sia onklo”（他从他叔父那里回来）中的“de sia onklo”是地点状语，而在“li mortis de malsato”
（他饿死了）中的“de malsato”则是原因状语。 

某些及物动词的直接宾语可以改为间接宾语，同样，某些不及物动词的间接宾语也可以

改为直接宾语。例如： 
La ŝipanoj devas obei la ŝipestron (aŭ: al la ŝipestro). 船员应该服从船长。 
Ŝi ridas je lia naiveco (aŭ: lian naivecon). 她笑他天真。 
在某些既带有直接宾语也带有间接宾语的句子中，其直接宾语可以改为间接宾语，间接

宾语也可以改为直接宾语。例如： 
Li instruas min pri Esperanto. (aŭ: Li instruas al mi Esperanton.) 他教我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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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 petis de li permeson. (aŭ: Mi petis lin pri permeso.) 我请求他许可。 
如果我们用间接宾语前的介词 pri 作前 加于不及物动词前，则不及物动词就变为及物

动词，原来的间接宾语就可改为直接宾语。例如： 
Ni parolas pri Esperanton. 我们在谈世界语。 
Ni priparolas Esperanton. 我们在谈论世界语。 
Li pensas pri tiu demando. 他在想那个问题。 
Li pripensas tiun demandon. 他在思考那个问题。 
从上面两组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带有前 的动词和不带前 的动词在词义上是有些细

微差别的。一般来说前者比后者词义较为具体。 
 

5. 问：请讲一讲直接宾语与间接宾语之间的关系与区别。 
答：一般来说，宾语是主体动作施加的对象，即主体动作的承受者或目的。直接宾语是

不通过介词直接和动词发生关系的宾语。直接宾语的语法标志是加宾格词尾-n（动词不定式

作直接宾语时无语法标志。）例如： 
S-ro Wang instruas Esperanton. 王先生教世界语。 
Ili amas danci. 他们喜欢跳舞。 
需要有介词作为媒介和动词发生关系的宾语叫做间接宾语。间接宾语所用的介词主要是

pri, al, de. 例如： 
Ni parolas pri Esperanto. 我们在谈论世界语。 
Tiu libro apartenas al li. 那本书是他的。 
Nenio mankas al mi krom tempo. 除了时间之外，我什么都不缺。 
La poemo tre plaĉas al mi. 我很喜欢这首诗。 
Li sciigis min pri la novaĵo.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 
Li disiĝis de ŝi. 他离开了她。 
Ŝi akceptis de li la donacon. 她接受了他的礼物。（请注意：这里的 de 实际上并不作“的”

讲，而作“从”、“自”讲。） 
有人对用 de 引导的间接宾语不太习惯。其实只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就会明白这种间

接宾语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既然“Mi donis al ŝi libron”（我给了她一本书）中的“al ŝi”是

间接宾语，为什么在“Mi prenis de ŝi libron”（我拿了他一本书）中的“de ŝi”（意思与“al ŝi”
相反）就不能算是间接宾语呢？ 

但是，并不是所有以 de 为引导的介词词组都可以看作是间接宾语。例如在“li revenis de 
sia onklo”（他从他叔父那里回来）中的“de sia onklo”是地点状语，而在“li mortis de malsato”
（他饿死了）中的“de malsato”则是原因状语。 

某些及物动词的直接宾语可以改为间接宾语，同样，某些不及物动词的间接宾语也可以

改为直接宾语。例如： 
La ŝipanoj devas obei la ŝipestron (aŭ: al la ŝipestro). 船员应该服从船长。 
Ŝi ridas je lia naiveco (aŭ: lian naivecon). 她笑他天真。 
在某些既带有直接宾语也带有间接宾语的句子中，其直接宾语可以改为间接宾语，间接

宾语也可以改为直接宾语。例如： 
Li instruas min pri Esperanto. (aŭ: Li instruas al mi Esperanton.) 他教我世界语。 
Mi petis de li permeson. (aŭ: Mi petis lin pri permeso.) 我请求他许可。 
如果我们用间接宾语前的介词 pri 作前 加于不及物动词前，则不及物动词就变为及物

动词，原来的间接宾语就可改为直接宾语。例如： 
Ni parolas pri Esperanton. 我们在谈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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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priparolas Esperanton. 我们在谈论世界语。 
Li pensas pri tiu demando. 他在想那个问题。 
Li pripensas tiun demandon. 他在思考那个问题。 
从上面两组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带有前 的动词和不带前 的动词在词义上是有些细

微差别的。一般来说带有前 的动词比不带前 的动词在词义上更为具体、表达词义的程度

更强。 
 
6. 问：根据“句子成分表解”中的划分，在“Petro lernas naĝi”这句话中的不定式“naĝi”

是直接宾语，而在“Li iras promeni”中不定式“promeni”则是状语。那么，在语法分析中

空间应该怎样辨别作直接宾语的不定式和作状语的不定式呢？ 
答：主要从意思上来判别。直接宾语是动作所涉及的直接对象或承受者。在“Petro lernas 

naĝi”这一句中，naĝi 是 lernas 这一行为所涉及的直接对象。学什么？学游泳。所以，naĝi
是直接宾语。而在“Li iras promeni”这句话中，promeni 之所以是状语，因为它表示 iras 这
一行为的目的。去干什么？散步。因而 promeni 就应该被看作目的状语。下面再举一些动词

不定式作直接宾语和状语的例子。请注意判别。 
Mi permesas al vi foriri. 我准许你离开。（foriri 作直接宾语） 
Mi deziras legi libron. 我想要读书。（legi 是 deziri 的直接宾语） 
Mi deziras lerni danci. 我想要学跳舞。（lerni 是 deziras 的直接宾语，danci 是 lerni 直接

宾语） 
Li tuj iris dormi. 他立刻去睡觉。（dormi 作状语） 
Li venos vin viziti. 他要来拜访您。（viziti 是状语，表示 venos 目的） 
Ili invitis lin paroli. 他们邀请他讲话。（paroli 作状语。Por kio inviti lin? Por ke li parolu.） 
 

 7. 问：“Mutulo ne havas la kapablon de parolo”和“Mutulo ne havas la kapablon paroli”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否完全相同？ 

答：完全相同。 
 

 8. 问：“Oni elektis lin prezidanto”和“Oni elektis lin kiel prezidanton”意思是否完全相

同？ 
答：完全相同。请注意这两句中名词 prezidanto 的格。 

  
9. 问：那么，“Oni elektis lin kiel prezidanton”和“Mi elektis lin kiel prezidanto”在意思

上有什么不同？ 
答：前者的意思是：“我选他当主席”；后者的意思是：“我以主席的身份选举他”。在前

一句中“kiel prezidanton”是宾语的表语，而在后一句中“kiel prezidanto”则是表示主语在

完成 elektis 这一行为时身份的状语。关键在于宾格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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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至 17课课文参考译文及练习参考答案 

第十五课 

第十五课课文参考译文 

A 
 

住宅 
 

人们为躲避恶劣天气而居住的场所就是住宅。国家不同，文明程度不同，人们的住所也

大不相同。原始人住在洞穴里，游牧民住在帐篷里，现代人住在房屋里。 
房屋是供人居住的建筑物，用粗糙的、有时是不坚实的材料建成的十分简陋的小房子叫

做 kabano（简陋小屋）；建在农村或海边供夏季居住的漂亮的房子叫做 somerdomo 或 vilao
（别墅）。城市中大多数房子是楼房，楼房的各层楼之间用各种形式的宽大的楼梯相互连通

—— 如果您住在楼房里，在一、二、三层楼中您比较喜欢哪一层楼呢？——ĉielskrapanto
（摩天大楼）是一种高得好像要跟天接触似的大楼，众所周知，纽约就是以摩天大楼而闻名

的。apartamento（公寓）是由通常在一层楼上的好几个相互连通的房间组成的住宅；hotelo
（旅馆）是旅客交付费用就可以居住而且往往还可以在里面就餐的场所。kastelo（城堡）是

过去封建主居住的筑有堡垒的高大的房屋；palaco（宫殿）则是国王、皇帝或其他国家元首

的华丽的高大住房。 
人们经常地以主人身份特别是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居住的房屋叫做 hejmo（家）。家是

loĝejo（住所），但不是所有的 loĝejo 都是家。好啦，您是否已经很好地懂得 loĝejo、domo
和 hejmo 这三个词的区别了呢？ 

按照卫生的观点住宅应该高大而明亮，并且应该有足够的通风口。冬季应该用暖气而不

应该用炉子或壁炉提高住宅的室温，因为炉子和壁炉所产生的烟往往多于所产生的热。 
现代住宅通常由卧室、客厅、厨房、饭厅、洗澡间和厕所等组成。kabineto 是脑力劳动

者的工作室，salono 是专指在西欧人们用来接待客人和来访者的大房间。 
几乎所有的住宅里都有家具：床、五斗橱、衣橱、书架、桌子、椅子、长靠背椅、长沙

发、扶手椅……但并非到处如此！游牧民的帐篷里就只有地毯和坐垫。 
今日的家具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获得了现在的形式。中国人是 早制成家具的的民族之

一。在古代我们的细木工匠已经会使用好多种木工工具：锯子、刨子、凿子等，用这些工具

中国的家具工匠制作、雕刻了各种家具并创造出我们中国风格的家具式样。在当代我们的家

具工匠还在寻求着新的式样：式样的演变并未结束，而是在继续进行着。 近人们已经开始

用塑料甚至用金属管试制家具。 
世界语谚语说：自家的小屋就像亲娘一样，然而并非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这句谚语的确

切含义，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家已非常习惯，往往意识不到它的温暖。只有那些长期离家外出

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家和家庭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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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李白诗二首 
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秋浦歌（其十五） 

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 

（选自 K. Kalocsay 译《永恒的花束》） 
 

趣闻 
1 

人们请一个人讲演。他讲了两个小时。马克• 吐温坐在位上听着。那个人讲完以后，马

克 • 吐温向他走去。 
—— 您讲得很动听。—— 他对那个人说。 —— 可是您讲演中的每一个词都在某本书

中！这本书我家里有。 
—— 不，您没有。—— 那人大声说。 
—— 有，我家里有。—— 马克•吐温重复说。 
—— 好吧，就把那本书寄给我吧。我倒要看一看。 
—— 好，—— 马克 • 吐温说，—— 请把你的地址给我。我将把那本书寄给你。 
两天后那个人收到他一个邮包，邮包里包的是一部大词典。 

 
2 

彼得一生中第一次乘火车旅行。 
火车在隧道中行驶。隧道很长，这期间他没有说话。列车从隧道开出时，他问母亲： 
—— 告诉我，妈妈，是不是已经到了明天？ 

 

练习参考答案 

I. 将下列各词译成世界语：（略） 
 
II. 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 

1. 我走进房间时他正在写一封长信。 
2. 我哥哥来的时候，你已经吃过午饭了吗？ 
3. 我已经通读了这本书，因此它的全部内容我都知道。 
4. 我昨天早晨到我姐姐那儿的时候，她正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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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做完工作后我正要到我朋友那里去，但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要到我这里来。 
6. 你明天能完成这项作业吗？——不能，老师，我明天完不成这项作业，因为它很难。 
7. 他已经成年了，但他还是这么天真。 
8. 要是我们已经结婚，我们现在就会过着幸福的生活了。 
9. 我想，假如你在那段时间里没有来妨碍我，我是可以把一切做完的。 
10.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因为一直工作到 8 点钟，我太疲劳了，况且

（即使想去）我也没有时间到你那儿去。 
11. 这本书是他赠送给约翰的。 
12. 这棵树被他画大了。 
13. 如果不作声，即使傻子也会被当成聪明人。 
14. 学到手的东西是不会丢失的。（谚语） 
15. 请放心，我的全部欠债不久就会偿还给你。 
16. 我通知你：从现在起我弟弟的债务将由我来偿还。 
17. 在你房子正在建造的时候，我的房子早已建好。 
18. 要是我的笔为不被你这么巧妙地藏起来，我现在就不会这么长时间地寻找它。 
19. 它是一所新建成的房屋吗？——不，我认为它已建成多年了。 
20. 你的糕点已经全部吃掉了吗？——是的，孩子们已把它全吃了。 

 
III. 在不改变句意的前提下将下列复杂时态的句子改为简单时态的句子： 

1. Mi nun legas la leteron. 
2. Mi jam legis la leteron. 
3. Mi intencas legi la leteron. 
4. Kiam li venos al mi, mi jam antaŭe legos la libron. (aŭ: Antaŭ ol li venos al mi, mi legos la 

libron. aŭ: Li venos al mi, post kiam mi legos la libron.) 
5. Mi skribis al li la leteron tiam, kiam li alvenis. (aŭ: Mi ĝuste skribis al li la leteron, kiam li 

alvenis.) 
6. Kiam vi vidis min en la salono, li jam antaŭe rakontis al mi la historion. (aŭ: Antaŭ ol vi 

vidis min en la salono, li rakontis al mi la historion. aŭ: Vi vidis min en la salono, post kiam li 
rakontis al mi la historion.) 

7. Li jam falis, kiam mi alkuris. (aŭ: Li falis, antaŭ ol mi alkuris. aŭ: Post kiam li falis, mi 
alkuris.) 

8. La suno baldaŭ subiros. 
9. Kiam li jam antaŭe skribos la leteron, mi revenos. (aŭ: Post kiam li skribos la leteron, mi 

revenos. aŭ: Li skribos la leteron, antaŭ ol mi revenos.) 
 
IV.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这位女裁缝将给我表姐做一件衣服。 
2. 我的来访使他感到愉快。 
3. 难道玛丽娅不愿做一件使她嫂子（或弟媳、姑子）感到愉快的事吗？ 
4. 太阳把他们晒得黝黑。（直译：太阳使他们成了黑人。） 
5. 铁路、飞机和无线电使地球缩小了，仅有父母语已不再适应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

间的相互交往了。 
6. 六十秒为一分钟，一分钟包含六十秒。 
7. 灯光把黑板上的字照得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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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两个人的能力比一个人的能力大。（直译为：两个人能够做的事比一个人能够做的事

多。） 
9. 人用自己的十个指头可以做任何事。 
10. 三十加四十五等于七十五。 
11. 一百年为一世纪。 
12. 两只靴子合成一双靴子。 
13. 批评容易实干难。（谚语） 
14. 不干总比干错了好。（谚语） 
15. 说与做隔着大海。（谚语） 
16. 事情做得漂亮会使做事情的人受到称赞。（谚语） 
17. 水滴汇成大海。（谚语） 
18. 教皇的侄子容易当上红衣主教。（谚语） 
19. 手不累，面包做不成。（谚语） 
20. 国王叫人给他做了一顶金王冠。（farigi 的意思是“使（别人）做”） 

 
V.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注意句中介词的用法： 

AL 
1. 他加入了世界语小组。 
2. 他晚年献身于我们的事业。 
3. 他吻她的脸蛋儿。 
4. 女主人对所有人都很亲切。 
5. 侍者给她开门。 
6. 他不时地看钟。 
7. 别教鱼儿游泳。（谚语。意思和“不要班门弄斧”近似。） 
8. 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或这件事）。 
9. 他和我握手。 
10. 你怎么啦？（直译为：你发生了什么事？） 
11. 孪生兄弟彼此长得相似。 
12. 多亏你的努力，我们成功了。 
13. 他意识到他爱上了玛丽娅。（直译为：他意识到对玛丽娅的爱。） 
14. 这是一封给你的信。 

ANSTATAŬ 
1. 他没有给我倒（或：端来）咖啡而给我倒（或：端来）茶。 
2. 你没有打保罗而打路易。 
3. 学习多种语言是以单词而不是以事实充塞人们的记忆的。 
4. 什么也代替不了健康。 
5. 他将代替我，而人们将会以你的兄弟替换他。 

ANTAŬ 
1. 我在你面前就连 小的秘密也从来没有隐瞒过。 
2. 人们首先应该完成自己的任务。 
3. 世界语优于伏位普克语（一种早已消亡的人造国际语）是不容置疑的。 
4. 莫要猪前投珠。（谚语，有明珠暗投、对牛弹琴之意。） 
5. 大雨前常常响雷打闪。 
6. 请在天黑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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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们应该不怕阻挠，永远前进。 
8. 把握现在，预见将来，铭记过去。（谚语） 
9. 她站在门后。 
 

APUD 
1. 黑板上方挂着一幅我国的地图，黑板的旁边挂着世界地图。 
2. 请把椅子放在桌子旁边。 
3. 小偷不在自家附近偷东西。（谚语） 
4. 除了父母语之外我们还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apud 在这里表示“并列”、“并存”） 

ĈE 
1. 他们并肩坐着。 
2. 这一对老年夫妇正坐着吃晚饭。 
3. 他保不住密。 
4. 我不住在我哥哥家里，我单独居住，但我的住处就在他的住处旁边。 
5. 我上次是在你家里看见他的。 
6. 他是这所大学的教授。 
7. 这种错误在初学者的习作中是很常见的。 
8. 那里的山比我们这里的山高。 
9. 他常常为一件极小的事而生气。 
10. 列车将在那个车站停十分钟。 
11. 我明天要到我叔叔家去。 
12. 他开着窗子睡觉。 
13. 主人在场他不敢讲话。 
14. 要始终把世界语词典带在手边。 
15. 他在鸡叫时消失。 
16. 我在中午遇见了他。 

 
VI. 说出下列派生词的意思：（略） 
 
VII. 给下列两篇短文加上标点并在必要的地方将小写字母改为大写字母： 

1 
Dum religia leciono la instruisto klarigis, ke Dio estas ĉie ĉeestanta, kaj ke li ĉion scias. “Tio 

ne estas vera, sinjoro instruisto,” interrompis lin la eta Joĉjo, “Ĉar ne vidante Adamon kaj Evan, 
kiuj ŝtelis kaj manĝis la malpermesitan frukton kaj kaŝiĝis, li demandis: ‘Adamo, kie vi estas?” 

2 
Grabowski konatiĝis kun juna virino. Li ofte deklamis en Esperanto ion al ŝi ĉe la orelo. 
Iun vesperon la mastrino diris al li: 
“Sinjoro, bonvolu deklami ian versaĵon en via fama lingvo Esperanto. Vi ĉiam parolas pri ĝi, 

sed neniam per ĝi.” 
Grabowski deklamis. Kiam li finis, iu ĉeestanto diris: 
“Sed ĝi estas ja terure malbelsona!” 
“Mi petas pardonon, sinjoro. La kulpo troviĝas ne en Esperanto, sed en mi, ĉar mi deklamis 

itale poemon de fama itala po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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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课 

第十六课课文参考译文 

A 
 

每一个劳动者都有自己的贡献 
 

社会就像一艘船上的全体船员一样，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船的航行出

力。如果某一个船员工作马虎，他就会给全体船员带来危害，因为他所做坏了的工作危及船

的命运。社会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对社

会有贡献还是对社会有害，取决他的工作是否勤奋。不种田的农民不但是懒惰的人，而且也

是有害的人：他不为社会生产果实反而享受社会的果实。不经心工作的工人和不努力从事艺

术创作的艺术家也同样对社会犯有过失。 
就像一艘船上的全体船员是由各种值班人员组成的那样，社会不但需要农民、园林工人、

炼钢工人、矿工、织布女工、商人、细木工匠、鞋匠、理发师和其他手艺人，而且需要科学

家、工程师、教师、医务工作者、法官、作家、新闻工作者、艺术家等。在我国所有职业都

同样光荣，因为在各种岗位上工作的人都是在为祖国的现代化作贡献。一个人只要工作勤恳，

成绩显著，就应该受到表扬并应受到社会尊重，不管他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 
人有各种各样的兴趣和才能。有些人喜欢机器和发动机。他们想要当机械师、汽车司机、

拖拉机手。有些人看到父母亲的工作，他们愿意给自己选择父亲或母亲的职业：有的要当飞

行员、摄影师、电气师、铁路工人、锻工或技术员，有的要当裁缝、家具工人、清道工、乘

务员、售货员或邮递员。也有一些具有特殊艺术才能的人。他们适合当作曲家、歌唱家、演

员、舞蹈家或诗人。优秀的艺术家是社会的财宝。 
好好工作，为社会服务，这是每个社会成员应尽的职责。亲爱的年青朋友们，为了你们

明天能成为有丰富知识的、有才干的人，也就是有益于我们社会和祖国的人，尽可能勤奋地

学习和阅读有益的书籍吧。 
 

**************************** 
幽默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首先，为了使我母亲满意，我要当一名医生。然后，为了使我自己满意，我要当一

名海员。 
**************************** 

您是否知道 
这几位著名世界语者从事的职业？ 
世界语创始人 L. L. Zamenhof 是眼科医生。他的父亲是外语教师。 
世界语第一文体家、著名波兰作家和翻译家 Kazimierz Bein（在世界语文学中他以笔名

Kabe 为大家所熟知）也同样是眼科医生。“世界语诗歌之父”Antoni Grabowski 是化学工程师。 
“诗人中的诗人”（意为 杰出的诗人）Kolomano Kalocsay 博士是主任医师、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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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ond Privat 也同样是大学教授，但他不是医生，而是社会科学家。 受人欢迎的世界语

诗人 Julio Baghy 和他的父亲一样是演员。 
B 
 

德摩斯梯尼 
 

德摩斯梯尼是希腊 伟大的演说家。他不到七岁就失去了父亲。有一次他听了一位演说

家的讲演，被那美妙的演说迷住了。他立刻决定将来也要当一名演说家。 
从那天起他不再参加游戏而把全部时间用在读书和讲演上。在他已经成年的时候，有一

次他准备了一篇漂亮的讲演词在公众聚会上进行讲演。但是人们向他喝倒彩，看来他的全部

努力都白费了。 
他悲伤地回到家中。一位朋友鼓励他进行第二次尝试。他更加勤奋地学习，更加流利地

讲演。但很不幸，人们又一次嘲笑他。 
他把脸藏在外套领子里失望地回到家中。另一位朋友来看望他，给他指出他讲演方式的

缺点和错误。作为一个演说家，他有三个主要缺点：第一，他讲话声音太低，因为他胸腔共

鸣能力不强；第二，他讲话口齿不清，有几个音他根本不会发，例如 r 这个音； 后，他还

有每演完一句话总要抬起肩膀的坏习惯。然而怎样克服这些缺点呢？德摩斯梯尼并没有失

望。 
有志者，事竟成。为了增强胸腔共鸣能力，德摩斯梯尼每天在波涛汹涌的陡峭的山崖或

到海滨用自己的嗓音压倒海浪的巨大声响。为了发好 r 和其他几个音，他把小石块放在舌头

下练习说话。为了克服抬肩的习惯，他在肩头上悬挂一把利剑，每当他抬肩时，利剑便刺伤

他的肩头。 后他把头发剪短：他不能出门，只好把全部时间用在学习上。通过这样不断的

练习和努力他终于成为世界上 伟大的演说家。 
 

早死早好 
 

千户在吃羊肉时，一块骨头卡在他的喉咙里。他不能把它取出来，也不能把它吞下去；

它使他感到非常疼痛。他请来的医生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 后他不得不派人去请阿凡

提帮忙。 
阿凡提写了一封信交给来人，对来人说，阅读那封信要比药物的效力大。 
派去的人迅速回来，把信交给千户。千户打开信封读了信之后立刻大怒，很快就死了。

人们拿起信来一看，信上写着：“千户阁下！你一生作恶多端，就连你今天吃的羊也是你从

穷人家抢来的。羊骨头把你卡死是你的幸运。为什么还要求医呢？早死早好！” 
 

练习参考答案 

I. 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答案略） 
 
II. 用括号中的词进行对话：（答案略） 
 
III．完成下列句子： 

1. poeto  2. komponisto  3. aktorino  4. laboristo  5. flegistino  6. kirurgo  7. oficistino  
8. tradukisto  9. studento  10. ŝof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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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下列句子是对什么人讲的，请把他的职别填在括号内： 

1. horloĝisto  2. kuracisto  3. tajloro  4. barbiro  5. vendisto  6. instruisto  7. 
radioriparisto  8. adresatino（女收信人）  9. kelnero  10. esperantisto 
 
V. 分析下面句的句子成分 
A. 标示出句中的主语和谓语（主语用红色标示，谓语用蓝色标示）： 

1. Demosteno perdas la patron en sia sepjara aĝo. 
2. Li laboris ankoraŭ pli diligente kaj pli flue diris la paroladon. 
3. Lia tuta penado estis vana. 
4. Petro profunde dormas en sia ĉambro. 
5. Vivon travivi estas arto malfacila. 
6. Kvin kaj kvar estas naŭ. 
7. La profesoro kolektas antikvaĵojn. 
8. Kritiki estas facile, fari (estas) malfacile. 
9. Mi venis, vidis, venkis. 
10. Estas utile gimnastiki. 

B. 划出句中的表语或宾语（主语的表语用粉红色标示，宾语的表语用绿色标示，状语性表

语用橙色标示，直接宾语用紫罗兰色标示，间接宾语用深黄色标示）： 
1. la suno brunigis al ili la haŭton. 
2. Ŝi iris tre malrapide, por ke ŝiaj piedoj restu puraj. 
3. Scii naĝi estas utilege. 
4. Li stariĝis kaj diris jes. 
5. li fariĝis kiel ŝtono. 
6. Estas eble, ke li venos tre baldaŭ. 
7. Li la unua eniris en la salonon. 
8. Dirine al li “ĝis revido”, li foriris. 
9. Li sentis sin tuj falonta. 
10. Mia frato estas de meza kresko. 
11. Ĉu hodiaŭ estas varme aŭ malvarme? 
12. Mi deziras sidiĝi. 
13. Li trovis la vinon bona. 
14. Lia ordono estas, ke ni iru. 
15. Li ŝajnas homo honesta. 
16. Ĉu tiu glaso estas por mi? 
17. Ŝi donis al li iom da akvo por trinki. 
18. Frukto malpermesita estas plej bongusta. 
19. Li edziĝis malriĉulo. 
20. La ĉemizon, kalsonon ktp. oni nomas subvestoj. 
21. Kara estas dono en minuto de bezono. 
22. Morti estas por li kiel dormi. 
23. Mi jam legis <Patroj kaj Filoj>. 
24. Ŝi aspektas vire maltima. 
25. Nevo de papo facile fariĝos kardin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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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Mi amas esti kun vi. 
27. Nia domo estas el brikoj. 
28. Ne naskiĝu riĉa, naskiĝu feliĉa. 
29. Mi ne scias, ke li estas malsana. 
30. Mi opinias ebla, kion li deziras. 

 
V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画家把那个女人画成坐姿。（试比较：la pentristo pentris la virinon sidantan. 画家给那

个坐着的女人画像。 La pentristo pentris la virinon sidante. 画家坐着给那个女人画像。） 
2. 人人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漂亮。 
3. 人们发现那姑娘死了。 

 4. 父母称自己的儿子为 Joĉjo，称自己的女儿为 Sonjo，儿女称自己的父亲为 paĉjo，称

自己的母亲为 panjo 
5. 我相信那是真的。 
6. 我感到比过去年轻了十岁。 
7. 他让门敞开着。（或简单地译为：他敞着门。） 
8. 我看见我妹妹正在哭。 
9. 我认为他说的话是真的。 
10. 所有的人都称他将军。 
11. 他把灰色的墙粉刷成黄色的。 
12. 人们透过红色玻璃会把白色的东西看成红色的。 

 
VI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注意句中介词的用法： 

ĈIRKAŬ 
1. 当她小手围住火柴的时候，火柴发出明亮的火焰。 
2. 月球绕地球运行。 
3. 他伸出双臂搂住了这姑娘的脖子。 
4. 我将在五月前后到欧洲旅行。 
5. 他将在十点左右来。 
6. 自他去世以来将近三年过去了。 
7. 她大约五十岁。 

DA 
1. 我给他一盒火柴。 
2. 他喝了一杯葡萄酒。 
3. 我买了一打铅笔。 
4. 我一小时能读 15 页课文。 
5. 他需要许多纸。 
6. 他给了我许多书和还有几只笔。 
7. 今天早晨他只吃了一块面包，喝了一点牛奶。 

DE 
1. 他从北京步行到天津。 
2. 我离他只有三步。 
3. 花瓶从桌上摔到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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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她蹦来蹦去地跳了一整天。 
5. 她擦去脸上的汗。 
6. 黑人与我们只有肤色上的差别。 
7. 我收到我叔叔一件礼物。 
8. 他病了两个月。 
9. 他从早到晚工作。 
10. 他冷得发抖。 
11. 他受到所有人尊敬。 
12. 我每天早晨被鸟儿的歌声唤醒。 
13. 这棵树被大风吹断。 
14. 我的衣服被油污弄脏。 
15. 头发不是由于岁月而是由于操心而变白的。（谚语） 
16. 这要看情况而定。 
17. 他是他父亲的骄傲。 
18. 她骑着一匹白色的马。 
19. 他已经 80 岁了。 
20. 我买的糕他吃了半块。 
21. 父母对子女的爱总是超过子女对父母的爱。 
22. 缺少金钱并非有失体面。（谚语） 
23. 这个玻璃杯盛满了水。 
24. 这辆汽车停在街中间。 
25. 他出身于贫苦家庭。 

DUM 
1. 在几分钟时间内我听见了两声枪响。 
2. 她讲话时声音很大。 
3. 他一路上同玛丽娅说话。 
4. 这堂课没有一个人缺席。 
5. 他游泳游了两小时。 

EKSTER 
1. 我站在屋外，他站在屋内。 
2. 他像离开水的鱼一样挣扎。 
3. 这是不容置疑的。 
4. 除了这些规则之外还有其他规则。 

VII. 说出下列派生词的意思：（答案略） 
VIII. 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 

1. Tio (ĉi) estas obeenda regulo. 
2. Li diris, ke li pli diligente laboros, por ke li povu plenumi la taskon kiel eble plej frue. (aŭ: 

por plenumi la taskon kiel eble plej frue.) 
3. Kiel esperantistoj, ni devas antaŭ ĉio bone ellerni nian lingvon. 
4. Ŝi iom ripozis post ĉiu kantita kanto. 
5. Ĉiu el ni havas sian ŝatokupon. 
6. Ĉiu el ni devas kontribui al la modernigo de la patrujo. 
7. Mi renkontis Petron kun lia edzino kaj ties patrino. 
8. Li laboras tre diligente, tial li estas laŭdata kaj estimata de la so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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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i diris al mi, ke morgaŭ li veturos al Pekino per vagonaro. 
10. Kiam mi (en)iris en la ĉambron, mi vidis, ke li skribas leteron. 
11. Li dediĉis sian tutan vivon al la Esperanta movado. 
12. Kiam ŝi perdis la esperon, ĉiuj kuraĝigis ŝin al dua provo. 
13. Hodiaŭ li portas (la) bluan jakon anstataŭ la grizan. 
14. Hodiaŭ ni devas diligente lerni kaj legi kiel eble plej multajn utilajn librojn, por ke ni 

morgaŭ povu fariĝi homo utilaj al la socio kaj la patrujo. 
 
 

第十七课 

第十七课课文参考译文 

A 
 

体育运动 
 

“工作完毕，就该休息”是一句世界语谚语。在一些民族语中也有类似说法。确实，当我

们感到疲劳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休息。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就不应

该不休息地整天干活。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休息方式。劳累之后有的人比较喜欢安静地坐着或小睡片刻，有

的人则喜欢阅读消遣性的读物或到乡下去远足。但 好的方式也许是参加体育运动。 
体育是一种身体锻炼或游戏，它不但以娱乐为目的，而且还以发展体力和身体的灵巧性、

锻炼毅力、培养顽强意志和果断精神为目的。体育运动可以是在队与队之间进行的，如篮球

和足球，或是由个人进行的，如跑、跳、投掷、射击、骑自行车、划船、游泳、登山、体操、

举重等。另外，国际象棋、牌戏、钓鱼、打猎以及其他类似的娱乐活动也属体育运动范畴。 
并非每一个对体育运动感兴趣的人都愿意亲自参加体育运动。许多人宁愿做观众，他们

或者亲自在现场观看体育比赛，或者看电视实况转播。在举行重大乒乓球赛或其他体育竞赛

时，通常是很难弄到入场券的，因为确实谁都想到现场观看这样的比赛。 
体育运动可以使我们的头脑恢复清新、增强我们的体质。如果我们想要经常保持饱满的

精神和健全的体魄，那就热爱和参加体育运动吧。 
 

B 
 

奥林匹克运动会 
 

全世界 优秀的运动员每四年一次聚会在一起参加 重大的体育竞赛 —— 奥林匹克

运动会。 
古代奥林匹亚竞技是古希腊人在奥林匹亚城每四年举行一次的体育竞赛；历史上记载的

古代奥林匹亚竞技 早在公元前 776 年举行。从那时起奥林匹亚竞技就成为古希腊人 重大

的节日。竞赛前后和竞赛期间各一个月，即在总共三个月的时间里到处是一片奥林匹亚的和

平氛围。这意味着武器声的完全沉寂和十分安宁的融洽气氛。在这期间战争一概停止，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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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严厉惩罚不遵守这一惯例的人。 
古代奥林匹亚竞技总共举行了 293 届。 
1894 年法国作家顾拜旦倡议举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按照他的提议十个国家的代表

在巴黎开会决定： 
“仿效古希腊人每四年举行一次奥林匹亚竞技的方式，将轮流在各国举办盛大的体育比

赛……” 
大家进一步决定： 
“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包括下列项目： 
a）田径运动（跑、跳、投掷等） 
b）水上运动（舢板驶帆、划船、游泳等） 
c）击剑、马术运动、射击、体操、自行车运动等 
除击剑外，所有运动项目只能由业余运动员参加。”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按照传统在雅典举行。以后的各届是： 
1900 —— 巴黎 
1904 —— 圣路易斯 
1908 —— 伦敦 
1912 —— 斯德哥尔摩 
1916 ——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未举行 
1920 —— 安特卫普 
1924 —— 阿姆斯特丹 
1928 —— 巴黎 
1932 —— 洛杉矶 
1936 —— 柏林 
1940 和 1944 ——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未举行 
1948 —— 伦敦 
1956 —— 赫尔辛基 
1960 —— 罗马 
1964 —— 东京 
1968 —— 墨西哥城 
1972 —— 慕尼黑 
1976 —— 蒙特利尔 
1980 —— 莫斯科 
1984 —— 洛杉矶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和参加人数都在逐年增多。遵循顾拜旦提出的“奥林匹克运

动会的实质不是战胜对手，而是参加比赛和英勇拼搏”的口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如人

们所希望的那样，确实是全世界 优秀运动员的真正的友好和睦的聚会。 
 

趣闻 
 
1 
 

有人邀请一个愚笨的地主观看篮球比赛。他很有兴趣地和其他观众一样观看并不断喊

叫、喝彩。比赛结束后有人问他喜欢不喜欢。 
整个球赛我都非常喜欢，但只有一点我不理解：为什么只发给十个人一只球？难道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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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大家每人发一只球，好让他们安安静静地玩？！ 
 

2 
 

彼得很喜欢足球，但不喜欢写作文。有一次在学校的世界语课上学生们必须写一篇题为

“我们 近的一次足球赛”的短文。别的学生刚动笔，彼得就已经合上了练习本。老师惊奇地

问： 
 —— 彼得，你为什么不写呀？ 
 —— 我已经写好了，老师。 
 —— 写好了？把你的本子给我看看！ 
彼得把本子拿给老师，教师看到上面写着：“昨天下雨，球赛没有举行。” 

 
3 
 

卡尔是一个热心的业余运动员。有一天他得了病，便去找医生。医生量了他的体温： 
 —— 38 度 6！ 
 —— 那么世界纪录是多少呢？ —— 卡尔问。 

 

练习参考答案 

I. 将下列各词译成世界语：（答案略） 
 
II. 回答下列问题： 

1. La pragrekaj olimpiaj ludoj komenciĝis en 776 a.K. 
2. Ĝi signifis perfektan silenton de armiloj, plenan trankvilon kaj konkordon. 
3. Entute okazis 293 pragrekaj olimpiadoj. 
4. La franca verkisto Petro de Coubertin renovigis la okimpian ideon. 
5. Ĝis nun okazis 23 modernaj olimpiadoj, sed fakte nur 20, ĉar tiuj en 1916, 1940 kaj 1944 

ne okazis pro la du mondmilitoj. 
6. La lasta olimpiado okazis en Los-Anĝeleso kaj la sekva okazos en Seulo. 
7. Escepte de la skermo, nur amatoraj sportistoj povas partopreni en la olimpiaj ludoj. 
8. Por la modernaj olimpiadoj Coubertin elmetis la devizon: “La esenco de la olimpiaj ludoj 

estas ne la venko, sed la partopreno kaj la brava lukto.” 
9. Jes, mi ofte sportas. 
10. Mi praktikas gimnastikon, naĝadon, kuradon, bicikladon, montogrimpadon ktp. 
11. Korbopilko estas la plej ŝatata sporto en nia lernejo (aŭ: fabriko). 
12. Li Ming estas la plej bona sportisto en nia klaso (aŭ: laborejo). 
13. Mi saltas 5 metrojn longe kaj unu kaj duonan metrojn alte. 
14. Mi kuras 100 metrojn dum 14 sekundoj. 
15. Jes, mi amas gimnastiki. (aŭ: Ne, mi ne amas gimnastiki.)  
16. 你们当中谁是 好的体操运动员？ 
17. Ĝi tre plaĉis al mi, kaj mi kredas, ke ĝi estas unu el la plej bonaj piedpilkaj matĉoj, kiujn 

mi spek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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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仿照例句标示出各句的定语或状语（定语用红色标示，状语用蓝色标示） 

1. Esperanto estas lingvo internacia. 
2. Ŝi metis la libron sur la tablon. 
3. Mi sidiĝis ĉe la tablo apud la fenestro. （此句中的“apud la fenestro”也可以理解为名词

“la tablo”的定语。） 
4. Ni ne perdu nian tempon, babilante kaj diskutante. 
5. Li laboradis ĝis profunda nokto. 
6. Tiu libro pezas duonkilogramon. 
7. Ŝi estas patrino de Paŭlo. 
8. La monto estos alta je du mil metroj. 
9. Vento forblovis la defalintajn foliojn. 
10. Tiu homo estas mia amiko. 
11. Jam estas la tempo iri hejmen. 
12. Mi amas Esperanton pro ĝiaj simpleco, logikeco kaj belsoneco. 
13. Ni estas kontraŭ la ekspluatado de la homo al la homo. 
14. Li eksaltis de ĝojo. 
15. La birdeto jam ricevis la kapablon flugi. 
16. Mi sendos al vi la libron, pri kiu mi parolis. 
17. Ili sendis lin labori en la kamparo. 
18. Sen gutoj malgrandaj maro ne ekzistus. 
19. Ni iru dormi. 
20. Ni bezonas ripozon, kiam ni sentas nin lacaj. 
21. Li naskiĝis la naŭan de julio 1936. 
22. Ni ne devas senripoze laboradi la tutan tagon. 
23. Mi havas libron pri kemio. 
24. Ili batalas ŝultro ĉe ŝultro. 
25. Lia propono elekti novan prezidanton ne estis akceptita. 
26. Oni invitis stultan bienulon rigardi korbopilkan matĉon. 
27. La Pariza Ejfel-turo estas konstruita el fero. 
28. Sur la monto staras domo el ligno. 
29. La tro multa parolado lacigis lin. 
30. Ĉinio estas lando kun longa historio. 

 
II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并注意句中宾格的用法： 

1. 一天又一天，天天不一样。（谚语） 
2. 我比你大两岁。 
3. 他三个星期前乘车走了。 
4. 他祖父已去世两年。 
5. 他在 6 月 2 日死亡。 
6. 他们整天工作。 
7. 他活不到一个月了，因为他已病入膏肓。 
8. 他在非洲呆了 3 年 6 个月。 
9. 她把它带出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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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请让开，先生。 
11. 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12. 他上星期一动身旅行。 
13. 活到老，学到老。（谚语） 
14. 他看望过我三次。 
15. 这棵树有 20 米高。 
16. 车站离这里只有两公里远。 
17. 这本书价格为 20 法郎。 
18. 烈火炼真金，患难见人心。（谚语） 
19. 我回来 4 天后我的女朋友来看我。 
20. 她到国外旅行去了。 
21. 他跌倒在地上。 
22. 他的讲演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23. 我伯母体重 60 公斤。 
24. 我跑到房前。 
25. 这块石头落到我背后地面上。 

 
V. 将下列各词译成汉语，注意句中介词的用法： 

EL 
1. 他们从西班牙回来。 
2. 弟兄三人中他力气 大。 
3. 两只手中右手的力气较大。 
4. 我把他从睡梦中叫醒。 
5. 他从使者手中接过那封信。 
6. 人的身体由头、躯干、四肢三个主要部分构成。 
7. 晴天响起一声霹雳。 
8. 并非每种木料都可制作小提琴。（谚语） 
9. 这件披风是用天鹅绒做的。 
10. 他真心地爱她。 
11. 他们靠积蓄过活。 
12. 这篇童话译自汉语。 
13. 我不知道他由于什么原因没有来。 
14. 我们的苹果和你（们）果园的苹果一样甜。 
15. 他用他父亲的旧帽子给自己做了一顶帽子。 

 
EN 

1. 我感到自己像水中的鱼儿一样健康。 
2. 他躺在床上。 
3. 我非常喜欢那样的夏夜，因为它们会引起我不寻常的遐想。 
4. 我们手挽着手散步。 

 5. 我们把世界语看成是全世界未来的语言。 
6. 我请你们从现在起就不要把我看成“大师”。 
7. 真正的快乐在于我们为人类造福。 
8. 不要插手他人的事情（别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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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她穿着一件新衣服来了。 
10. 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 
11. 我明年将要访问德国。 
12. 必要时您会帮助我们吗？ 
13. 过六个月你就会把我忘掉。 
14. 他们蜂拥而来。 
15. 他们用各种方式进行解释。 
16. 我代表北京市的世界语者向您问候。 
17. 他把罐子打碎了。 
18. 请把这本书译成世界语。 
19. 这个国家的国土分为九个省。 
20. 《人与四季》是一篇散文诗。 
21. 他自言自语。 
22. 他在四天内读完了这本书。 

ĜIS 
1. 我送我的女朋友到门口。 
2. 他目光短浅（或：鼠目寸光）。 
3. 他们全副武装（直译为：从头武装到脚）。  
4. 他一直工作到深夜。 
5. 我将在这里呆到明天。 
6.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过我住在欧洲的叔父（或舅父等）。 
7. 他一直到天亮才睡。 

INTER 
1. 德国位于法国和波兰之间。 
2. 请在 12 点到 4 点之间来看我。 
3. 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或译为：他们从日出工作到日落）。 
4. 他生活在农民之中。 
5. 他把苹果分给了孩子。 
6. 他们彼此意见一致。 
7. 他们年龄大小不同。 
8. 这两个方案毫无共同之处。 
9. 做和说之间隔着一座大山。（谚语） 

JE 
1. 这条路长十公里。 
2. 他胸部有病。 
3. 他得了肺结核。 
4. 谁都不是万能的。 
5. 我抓住了她的胳膊。 
6. 他比她高半头。 
7. 我比你小一岁，然而我比你聪明多少呢？ 
8. 我不信上帝。 
9. 这小孩把瓶子打碎了。 
10. 他从事音乐工作（或：他搞音乐）。 
11. 这棵树树叶全被风吹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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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说出下列派生词的意思（可查阅词典）：（答案略） 
 
VII. 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 

1. Petro pruntedonis (aŭ: pruntis) al mi la libron. 
2. Iuj ludas ŝakon, la aliaj legas ĵurnalon. 
3. Tiuj ĉi pomoj ŝajnas maturaj. 
4. Mi kredas, ke la knabo estas honesta. 
5. Mia patro ekveturis (aŭ: ekvojaĝis) al Ŝanhajo la lastan mardon. 
6. Kutime oni manĝas tri fojojn. (aŭ: trifoje) dum ĉiu tago. 
7. Mi trovis lian aspekton tre ridinda. 
8. Tiu ĉi tablo estas je du metroj (aŭ: du metrojn) longa kaj je unu metro (aŭ: unu metron) 

larĝa. 
9. Mi restis ĉe mia onklo tri tagojn. 

 10. La kateto kuris sub la liton kaj tial neniu povas (aŭ: povis) ĝin kapti. 
 
 

怎样学好第六个月的功课（18-20 课） 

 
亲爱的学员朋友， 

在前五个月的学习过程中您以坚定的决心和顽强的毅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顺利学

完了前五个月的功课，现在您已进入 后一个月的学习了。记得我们在第一期辅导材料《致

中级班学员》的信中引用过一句世界语谚语“Komenco bona — sukceso duona”，现在我们

该引用另一句世界语谚语“Fino bona — ĉio bona”来互相勉励了。一方面，我应该进一步

加强责任感，结合学员们的学习实际善始善终地编写好辅导材料；另一方面，学员们应该有

始有终地学好中级班全部课程，直至课本的 后一页，争取以优异的成绩升入进修班进一步

学习。 
第十八课的第一部分课文是关于动物的简单知识介绍。在这篇课文中您可以学到一些

常见的动物名称以及与此有关的词语。在第二部分课文中我们编进了两篇内容相同而形式不

同的短小的课文。它们讲的都是伊索寓言中脍炙人口的《狐狸与葡萄》的故事。前一篇用散

文写成，后一篇是诗体形式写成。需要特别提一下，后者的作者是匈牙利著名诗人兼世界语

学者 K. Kalocsay（他的译作我们已在第八课和第十五课学过）。他仅用短短的四行诗句，就

把一篇需要二百字才能讲清楚的故事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读着这首短诗我们会不由地赞叹

作者高超的创作技巧和世界语丰富的表现力。第十八课的语法是从属连词的用法。从课本第

一课开始我们就广泛接触到复合句。从属连词是构成主从复合句的重要语法手段。要真正学

好主从复合句必须弄清每一个从属连词的具体用法。大多数从属连词我们已经在以前各课的

课文中遇到过了。本课的语法实际上是将我们接触过的主要从属连词的用法作系统全面的归

纳和整理。 
第十九课的第一部分课文讲的是植物方面的简单知识，在这篇课文中您可以集中学到一

些主要的花草树木、粮食、水果、蔬菜的名称以及其他有关植物方面的词语。本课第二部分

课文《蚯蚓》是直接从国外出版的科普文章中选来的。这篇短文文字比较通俗，我们一字未

改地把它编进课本，目的是让学员多接触一些用世界语原文写成的文章，以提高学员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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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这篇短文的后面还附了两首短诗。第二首短诗的作者是匈牙利世界语诗人 J. Baghy，
他的散文诗《人和四季》我们早在第十课中已经学过，这里我们再学习他的这首寓意深刻的

短诗《Aglo kaj Struto》，从中领略世界语诗歌的美，该不是多余的吧。第十九课的语法项目

是词序。这是每一个世界语学习者在用世界语练习说话和写作时都要遇到的重要语法项目之

一。词序安排得合理、得当，可以使我们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字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而且还

可以使文体优美流畅，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词序的学习。词序是一个复杂的语法项目，本课只

初步介绍词序安排的基本原则，至于如何灵活运用这些基本原则写出通顺优美的文字来，这

个问题只有在今后长期学习中特别是在悉心研讨世界语名家如 Zamenhof、Kabe、Kalocsay、
Baghy 等人的作品过程中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第二十课第一部分课文的题目是“人”。在这篇课文中我们集中编进了关于人的各种感

觉和感情方面的词语；我们还有意识地编进几组常用同义词和近义词辨析的内容，这些内容

将有助于学员深刻理解这些词的词义和用法。本课的第二部分课文是关于“世界语散文之父”

和“世界语第一文体家”波兰世界语著名翻译家 Kabe 的简单介绍及其翻译作品《法老王》

的片断欣赏。Kabe 的《法老王》文体一直受到各国世界语者的推崇，是世界语散文文体的

典范。本课所选的是该书中一首文体高雅的古代埃及民歌。Kabe 的译文优美流畅，读来铿

锵上口，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感染力。您能够读懂这篇课文，这意味着您实际上已经具有阅读

世界语经典文学作品的能力。您在中级班短短六个月的学习中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如此高的回

报，是应该感到欣慰的。这样的成绩在任何民族语的学习中是无法取得的，甚至是不可想象

的。第二十课有两个语法项目。一是“相对时和绝对时”，另一是“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

前者讲的是主从复合句中从句的谓语动词与主句的谓语动词之间在语法上的时间关系；后者

讲的是在文章中引述别人的话的具体方法。这两个语法项目特别是前一个项目，不是一下子

就能完全掌握的，也需要像学习词序一样在今后长期学习过程中逐步加深对所学规则的理解

和运用。 
后祝学习顺利！ 

王崇芳 
 

第六单元语法问答 

（18-20 课） 
 

 
1. 问：为什么汉语中的“虽然…但是”译成世界语必须是“kvankam... tamen”？我们能不

能将这组相关连词中的 tamen 改成 sed？ 
答：将汉语中的“虽然……但是”译成“kvankam… sed”是中国世界语初学者常犯的

错误之一。这个错误是受汉语习惯影响所致。我曾收到一位学员的来信。他在信中询问为什

么在“kvankam… tamen”这组相关连词中必须使用“tamen”的理由，并说：“为了使世界

语更简单易学，在不违背逻辑和基本语法规则的前提下，有些“习惯”不应带有强制性，如

‘kvankam… sed’的用法为什么就不可以容忍呢？”看来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有必要分

析、阐述一下，以统一我们的认识。我的看法是：“kvankam… sed”的说法既不符合逻辑，

也不符合语法规则。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讲一讲“sed”和“tamen”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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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是并列连词，它的主要作用是： 
1. 表示前后两个分句之间在意思上的对立关系。例如： 
Mi volis ŝlosi la pordon, sed mi perdis la ŝlosilon. 我想要锁门，但我把钥匙丢失了。 
Amiko estas kara, sed vero pli kara. （谚语）朋友可贵，但真理更可贵。 
Lango miela, sed koro kruela. （谚语）口蜜腹剑。 
Ne venas mont’ al monto, sed homo homon renkontas. （谚语）山和山不会相遇，人与人

总会相逢。 
2. 用来引出对上文的限制条件。例如： 
Kantu, sed ne tro laŭte. 唱吧，但声音不要太大。 
Li akceptis tiun taskon, sed sen entuziasmo. 他接受了那项任务，但不热情。 
Ŝi salutis la gaston, sed en ĉina etiketo. 她向客人行礼，但用的是中国礼节。 
Mi obeas vin, sed malgraŭvole. 我服从你，但不是情愿的。 
 “tamen”也是并列连词，它的词义是“虽然如此，但还是……”（有 malgraŭ tio 的含

义），表示尽管前一分句所叙述的是事实，但后一分句所叙述的也是事实，而且这后一事实

并不因前一事实的存在而不成立或不发生。由此可见，在“tamen”连接的并列复合句中，

前一分句所表达的意思具有让步的性质，后一分句的“tamen”表示让步后的句意转折。例

如： 
Li kuris tre rapide, tamen li malfruis. 他跑得很快，但还是迟到了。 
La pilolo estas maldolĉa, tamen oni devas ĝin engluti. 这药丸很苦，可必须把它吞下。 
Ni ne vivas por manĝi, tamen sen manĝi oni ne povas vivi. 我们生活不是为了吃饭，然而不

吃饭我们就不能生活。 
Ŝi devigis sin esti serioza, tamen ŝi ne povis kaŝi sian rideton. 她竭力装作严肃的样子，但

她掩饰不住自己的笑容。 
Cent semoj perdiĝas, tamen ni semas konstante. 种下的千百粒种子丢失了，然而我们还在

不断播种。 
弄清了“sed”和“tamen”的基本用法和区别，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kvankam”的

句法作用。它是一个从属连词，用来引导一个让步从句，表示“按情理本应如此但实际并未

如此”的原因或理由（subjunkcio, montranta kaŭzon aŭ motivon, el kiu devus rezulti efiko, kiu 
tamen ne estiĝas））。例如在“kvankam ŝi estas riĉa, ŝi vestas sin tre simple.”（她虽然富有，但

穿得很简朴）这句话中，既然她很有钱，按常理她本应该穿得讲究甚至华丽一些，但实际相

反，她穿得很简朴。按语法分析，“kvankam”所引导的是一个让步从句，后面的“ŝi vestas sin 
tre simple”是主句。如果说话人要进一步强调主句所表达的内容，可以在主句前加上“tamen”
与前面的“kvankam”相呼应，但不能加“sed”，因为，如前所述，“sed”不能起这样的作

用（它只能表示“对立”和“限制”的关系），只有“tamen”才能起到这种表示与情理相违

的强调作用，也就是让步后句意的转折作用。 
实际上，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句可以有四种说法： 
① Ŝi estas riĉa, sed vestas sin tre simple. 
② Ŝi estas riĉa, tamen ŝi vestas sin tre simple. 
③ Kvankam ŝi estas riĉa, ŝi vestas sin tre simple. 
④ Kvankam ŝi estas riĉa, tamen ŝi vestas sin tre simple. 
第一和第二句在结构上都是并列复合句。第一句着重表示“富有”和穿着“简朴”之间

的对立关系；第二句着重表示尽管“富有”，但穿着很“简朴”的矛盾。第三句是表示让步

关系的主从复合句，着重说明主句中所说的穿着“简朴”是在与从句所说的“富有”相矛盾

的情况下发生的；第四句是用相关连词构成的复合句，它比第三句更强调“富有”和穿着“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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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这种与情理相违的矛盾状况。 
2. 问：从属连词“dum”在作“当…时”讲时，与 kiam 有何区别？ 
答：dum 表示主句的行为发生在从句所叙述的那段时间里，因此它所引导的从句中的谓

语必须是表示延续性动作或状态的动词。例如： 
Dum li skribis la leteron, mi legis libron. 在他写那封信的时候，我在看一本书。（skribi

是延续性动词） 
Dum ŝi kantis, ĉiuj silente aŭskultis. 她唱歌时所有人都在静听。（kanti 是延续性动词） 
Dum Johano ne estis hejme, oni prirabis lian loĝejon. 约翰不在家时，有人抢劫了他的住

宅。（ne esti hejme 表示一种状态） 
Forĝu feron, dum ĝi estas varmega. 〈谚〉趁热打铁。 
 
kiam 作“当…的时候”讲时，它所引导的谓语动词可以是表示瞬时性动作的，也可以

是表示延续性动作或状态的。例如： 
Mi trovis lin ĉiam ĉe laboro, kiam mi lin vizitis. 我去看望他时发现他总在工作。（viziti 是

延续性动词） 
Kiam mi eniris en lian ĉambron, li dormis. 我走进他房间时，他在睡觉。（eniri 是瞬时性

动词） 
Mi petas vin poste sendi al mi la libron, kiam mi ĝin bezonos. 我请求您日后在我需要时把

这本书寄给我。（bezoni 是延续性动词） 
Kiam oni estas riĉa, oni havas multajn amikojn. 人在有钱的时候朋友多。（esti riĉa 表示一

种状态） 
 
3. 问：表示“只要”的“se nur”中的两个词是否可以间隔开来使用？ 
答：可以。“se nur”中的 nur 和它单用时一样，应该放在说话人所要强调的词的前面（请

参阅课本第十四课的语法）。例如： 
Se ni ellernas nur la sufikson “il”, ni povas esprimi ĉian instrumenton.  
我们只要学会后 “il”，我们就能够说出各种工具的名称。 
Vi povos ellerni tiun ĉi fremdan lingvon, ~ vi nur havos persistecon 只要你有毅力，就能学

会这门外语 
Ĝi estus jam ĝoja, se nur la anasoj volus ĝin toleri inter si. 只要鸭群接受他，它就已经很高

兴了 
Nun mi povas ricevadi de tiu besto anasajn ovojn — se ĝi nur ne estas anaso virseksa 现在

我可以得到它下的鸭蛋了——只要它不是公鸭 
顺便说一下，“se nur”还可以写成“nur se”这样的形式。例如： 
Nur se vi revenos, mi kontentos. 只要你回来，我就满足了。 
 
4. 问：“eĉ se”是否可以写成“se eĉ”？ 
答：可以。写成“se eĉ”时，eĉ的位置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放在强调的词前面。例如： 
Se vi eĉ petegus lin, li ne cedus. 即使你恳求他，他也不会让步。 
Se eĉ malforte ni puŝos, la muro tuj falos. 即使我们轻轻地推，墙也会立刻倒下。 
Ŝi ankoraŭ ne venis, sed ŝi iam venos, se ĝis tiam pasos eĉ multe da jaroj. 她还没有来，但到

那时即使许多年过去了，她还是会来的。 
 
5. 问：“eĉ se”或“se eĉ”所引导的从句中的谓语动词一定要使用假定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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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一定。这要看句子所表达的内容而定。如上面所举的第二和第三个例句，它们的

谓语动词都是用的陈述式将来时。 
 
6. 问：“se nur”所引导的从句中的谓语动词是否可以使用假定式？ 
答：如果句意需要，也可以使用假定式。例如： 
Tradukanton mi povus trovi facile, se mi nur havus monon por presado. 只要我有钱支付印

刷费用，我是能够很容易找到译者的。（说话时事实上没有钱） 
Se nur estus lumo en la kaverno, vi trovus tie ĉion neesprimeble bela. 只要洞穴中有光，你

会发现那里一切都说不出的美丽。（事实是洞穴中没有光） 
顺便说一下，有时“se nur +动词假定式”还可以表示强烈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主句

不需要表达出来。例如： 
Se mi nur scius tion! 我要是知道该多好啊！ 
Se mi nur povus forkuri el ĉi tie! 要是我能从这里逃出，就好了！ 
Se mi nur povus ĝin vidi en plena tuteco! 但愿我们能看到它的全貌！ 
Nur unu vorton — nur unu vorton se ŝi dirus al mi! 她要是对我说一句话——哪怕只一句

话，该多好啊！ 
 
7. 问：课本上的“Mi ricevis de mia onklo donacon”可否改写成“Mi ricevis donacon de mia 

onklo”？ 
答：可以，但两句话的意思略有不同。原句的意思是“我从我叔叔那时收到一件礼物”，

改变后的句意是“我收到我叔叔的一件礼物。”按照语法分析“de mia onklo”在原句中是谓

语动词 ricevis 的状语，而在后一句中则是名词 donacon 的定语。 
 

 
 

18至 20课课文参考译文及练习参考答案 

第十八课 

第十八课课文参考译文 

A 
 

动物 
 

“animalo”（动物）是所有有感觉、能运动的生物的共同名称。动物需要呼吸、吃食和

饮水，因为它们活着；没有空气和食物它们就不能生存，它们就死亡。 
人属于动物界；除人之外的一切动物称为 besto（也译作“动物”），人们将动物分成若干

类别。动物的主要类别是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和昆虫类。 
哺乳动物是由雌体用乳汁哺育幼体的动物种类。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四足动物。四

足动物生活在陆地上；它们有四只脚用来行走、奔跑和跳跃；它们的身体通常都覆盖着毛发。 



 

 100

四足动物中的马、驴、牛、绵羊、山羊、家兔、狗、猫、猪、骆驼等是家养动物，而狮

子、虎、熊、狼、狐狸、野兔、象、猴子等则是野生动物。家畜是指人们为自身利益而牧养

的那些四足家养动物，例如牛和羊。 
鸟类生活在空中和地上。它们有两只用来行走和跳跃的脚和两只用来飞翔的翅膀。它们

有喙而没有嘴，它们的身体覆盖着羽毛。 
上述两类动物有温暖鲜红的血液和一颗跳动的并以此推动血液循环的心脏。它们有用来

呼吸的肺和用来消化食物的胃。如果这些器官正常地发挥作用，它们的健康状况就是良好的；

否则，它们就生病。 
龟、蜥蜴、蛇和鳄鱼应归入爬行动物类。它们在地上爬行，它们的体温不是恒定的，而

是随着周围的气温而改变。 
蛙和蟾蜍是两栖动物，它们既生活在水中也生活在陆上。它们的体温也随着气温而改变。 
鱼生活在江河湖海中；它们既没有脚，也没有翅膀，但有用来游泳的鳍。它们的身体覆

盖着鳞。它们也呼吸，但它们不用肺而用鳃呼吸。 
昆虫是像蜜蜂、萤火虫、蚕、苍蝇、蚊子和蚂蚁那样的动物。酿蜜的蜜蜂和吐丝的蚕是

益虫，而苍蝇、蚊子则是害虫，因为它们不但不生产任何东西，甚至还危害人类。 
 

B 
 

奇异的海星 
 

如果由于意外事故海星失去它五只胳膊中的一只胳膊，它能够把那只缺少的胳膊重新长

出来。但这还不足为奇。那只掉下来的胳膊会错误地理解自己的处境，以为它把身体的其余

部分丢失了，于是便再生长出新的身体的中心部分和四只新的胳膊！令人惊异的是，原始动

物的这种重新长出丧失掉的部分身体的能力是多么大啊！ 
 

**************************** 
狐狸与葡萄 

 
一天，天气炎热，一只非常口渴的狐狸看见了果园里成熟的葡萄。狐狸自言自语地说：

“很好！我这就去吃。它们看起来味道很甜美，一定比 清凉的水还要解渴。“狐狸便偷偷走

进果园。它跳起来想抓到那些葡萄，但是枝条长得太高了。它够不着。它跳了好多次，但都

毫无结果。看到自己无法够着那些葡萄，它 后打消了吃葡萄的念头。它坐下来休息，不再

继续蹦跳了，并且说：”我其实并不想吃这些葡萄，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是生的，而且味道也

是酸的。” 
（据《伊索寓言》改写） 

**************************** 
狐狸与葡萄 

 
葡萄诱人，但长得太高。 
为了摘到它狐狸又蹦又跳， 
够不着，只好贪婪地向它傻看， 
后耸耸肩 ，嘴里说道：“唉，太酸了！” 

（卡洛采） 
**************************** 



 

 101

 
LINGVAJ ŜERCOJ 

 
（译文略。参见本课注释 B 部分的解说） 

 

练习参考答案 

 
I. 将下列名词译成世界语： 

1. animalo  2. besto  3. mamuloj  4. birdo  5. rampuloj  6. amfibio  7. fiŝo  8. insekto  
9. kvarpiedulo  10. ĉevalo  11. azeno  12. bovo  13. ŝafo  14. kapro  15. kuniklo  16. 
hundo  17. kato  18. porko  19. kamelo  20. leono  21. tigro  22. urso  23. lupo  24. vulpo  
25. leporo  26. elefanto  27. simio  28. bruto  29. hirundo  30. koko  31. ansero  32. 
testudo  33. lacerto  34. serpento  35. krokodilo  36. rano  37.  bufo  38. abelo  39. 
lampiro  40. raŭpo  41. silkraŭpo  42. muŝo  43. moskito  44. formiko  45. utila insekto  
46. malutila insekto (aŭ: fiinsekto)  47. haro  48. plumo  49. flugilo  50. beko  51. naĝilo  
52. Skvamo  53. branko 
II. 将适当的动物名称填在下列各题的括号内： 

1. (bovino)  2. (ŝafo)  3. (kato)  4. (hundo)  5. (hirundo)  6. (koko)  7. (krokodilo)  8. 
(muŝo)  9. (lupo)  10. (leporo) 
III. 填入适当的从属连词： 

1. ĝis  2. (por) ke  3. escepte se  4. kvazaŭ  5. ke  6. ke  7. ĉu  8. se  9. ke  10. 
escepte se  11. ĉar  12. ke  13. kvankam  14. ke  15. ke  16. ĉar  17. Krom se  18. ke  19. 
ol  20. Dum  21. ke  22. kvazaŭ  23. Se  24. Dum  25. ke  26. Eĉ se  27. ĝis  28. ke  29. 
ĉar  30. Apenaŭ 
 
IV.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他们到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 
2. 房间里散发着玫瑰花香。 
3.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4. 沙子散发出温度极高的热。 
5. 在这片广阔田野上一群群绵羊在吃草。 
6. 他们让自己的牲口在山坡上吃草。 
7. 公用的驴子 挨打。（谚语） 
8. 他拍去地毯上的灰尘。 
9. 时钟刚敲六点。 
10. 十二点钟已经敲过了。 
11. 雨打着窗玻璃。 
12. 我的心啊，莫要不平静地跳动。  
13. 血液经过肺从心脏循环到心脏。 
14. 许多人和车辆在街上缓慢地来往不息。 
15. 城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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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母羊通常只生一仔。 
17. 那些树结苹果。 
18. 亚洲盛产粮食。 
19. 那一地区产金。 
20. 那家工厂生产优质布。  
21. 北方不生长葡萄。 
22. 河水在不断上涨。 
23. 人群每时每刻都在增多。 
24. 我们的力量与日俱增。 
25. 罗马虽好，但离我们的家太远。（谚语） 
26. 你年纪太轻，不能读这样的书。 
27. 他已经太累了，背不动这沉重的箱子。 
28. 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这样一些无谓的争论上。 
29. 他太高兴了，说起话来语无伦次。 
30. 厨师太多，糊了粥锅。（谚语） 
 

V.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注意句中介词的用法： 
KONTRAŬ 

1. 那两个人相对而立。 
2. 他和她面对面地谈话。 
3. 他们勇敢地和敌人进行战斗。 
4. 他生我的气。 
5. 他逆水游泳。 
6. 你必须服用退烧药。 
7. 不要说违背良心的话。 
8. 他花几法郎从一个小孩那里买下了这只鸟。 
9. 你对我太好了。 
10. 他怎样对我，我将怎样对他。 
11. 我不抱怨命运。 

KROM 
1. 除他之外，所有人都来了。 
2. 现在她除了唱歌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想干。 
3. 除了彼得之外，约翰也来了。 
4. 除《安徒生童话集》外，我也读其他的书。 
5. 我们可以给你一切，但不能给你天才。 
6. 除了要求人们不再称他大师之外，柴门霍夫别无他求。 

KUN 
1. 他的目光和那小伙子的目光相遇。 
2. 他对世界语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涨。 
3. 他们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 
4. 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到我这里来过。 
5.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6. 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7. 她心儿怦怦地跳动着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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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他侧着身子行走。 
9. 水手们勇敢地和海浪搏斗。 
10. 那个青年曾和我一起与敌人进行战斗。 
11. 一个头发散乱的女人走了进来。 

LAŬ 
1. 我依照他的愿望留在这里。 
2. 依我看（或：我认为）那本书很好。 
3. 这艘船在顺风行驶。 
4. 我沿着小河散步。 
5. 她觉得他很可爱。 
6. 我只知道他的名字。 
7.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尺度衡量别人（相当于：以己度人）。（谚语） 
8. 人们凭果实认识树木（也可译为：观其果而识其树，意即：观其行而知其人；认树

认果实，意即：看人看行动） 
MALGRAŬ 

1. 他不顾我的禁止跑出去了。 
2. 尽管天气恶劣，他们还是来了。 
3. 不管怎样，你是会成功的。 

PER 
1. 这些鸟儿在振翅飞翔。 
2. 他往瓶子里倒满了酒。 
3. 形容词以-a 结尾。 
4. 他托他的朋友把他们请来。 
5. 智慧不总是以年龄来衡量的。（谚语） 
6. 三十八除以三等于十二余二。 
7. 六乘以十等于六十。 
8. 借助词典我看懂了你的信。 
9. 我睡得很熟。 
10.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所有的目的。（或：我们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11. 他用手抓住那孩子。（比较：Li prenis la infanon je la mano. 他抓住那孩子的手。） 

 
VI. 说出下列派生词的意思（可查阅词典）：（答案略） 
 
VII. 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 

1. Malgraŭ la pluvo mi iros tien. (aŭ: Kvankam pluvas, tamen mi volas iri tien. ) 
2. Laŭ mia opinio (aŭ: Laŭ mi) tio (ĉi) estas verko tre valora.  
3. La vero estas kun ni.  
4. Apenaŭ li enlitiĝis, li ekdormis.  
5. Iu maljunulo kun grizaj haroj eniris en la domon.  
6. Ĉiuj venis krom la maljunaj.  
7. Lia domo staras kontraŭ magazeno.  
8. Tiu ŝipo veturas kontraŭ la vento.  

    9. Ni devas batali kontraŭ (la) malfacilaĵoj.  
10. Suzhou sin trovas (aŭ: kuŝas) inter Nanjing kaj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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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li laboradas de la mateno ĝis la vespero.  
12. Li akompanis min ĝis la pordo.  
13. Hieraŭ ŝi einiris en la urbon kune kun sia filino.  
14. Lusin ĉiam vivas en nia koro.  
15. La kunveno iras en la atmosfero de amikeco.  
16. Per kia metodo li solvis la problemon? 
17. Li en griza surtuto promenas sur la strato.  

    18. Tio estas silkaĵo el Suzhou.  
19. Sur la tablo estas (aŭ: kuŝas) skatolo da alumetoj.  
20. Mia onklino loĝas ekster Pekino.  
21. Li neniam parolis (aŭ: diris ion) kontraŭ sia konscienco dum sia tuta vivo.  
22. Ŝia avino mortis de malsano lastjare (aŭ: en la lasta jaro).  
23. Nia instruisto havas ĉirkaŭ kvardek jarojn.  
24. Hieraŭ mi vespermanĝis ĉe profesoro Zhang.  
25. Apud (aŭ: proksime de) la stacidomo sin trovas granda hotelo.  
26. Li sin amuzas anstataŭ labori.  
27. Ilia kunveno finiĝos antaŭ la kvina horo.  
28. Venko apartenas al tiu(j), kiu(j) senĉese batalas por sia ideo.  
 
 

第十九课 

第十九课课文参考译文 

A 
 

植物 
 

在农村人们几乎到处看到植物，即乔木、灌木、草本植物、菌类等。 
乔木是树干较为高大并有分枝的多年生木本植物，如松树、法国梧桐、栎树。灌木也是

木本植物，但它只有矮小的树干而且从基底部就开始分枝，如玫瑰、丁香、山楂。如果许多

树木密集地生长在相当大面积的地面上，它们就形成了森林。 
结果子的树是果树。春天果树发芽并开出美丽的花；夏天果树长满茂密的树叶、结满金

黄的果实；秋天树叶凋落；冬天树木静静地在体内为来年春天时的复苏做着准备。 
结苹果的树是苹果树，结梨子的树是梨树。苹果树和梨树是果树。下面是几种其他果树

的名称：橘子树、樱桃树、桃树、李树、栗树、橄榄树。 
但是并非所有结果实的植物都是乔木，例如葡萄树是灌木，草莓只是草本植物。 
草本植物是较为柔软并含有较多的液汁的植物，它的地上部分每年都要枯死。草本植物

有茎干而没有树干。谷类和蔬菜是草本植物，甜瓜和西瓜也是草本植物；此外，就连香蕉也

是草本植物。 
对农作物有害的草叫做杂草。草地是被草覆盖的地方，牧草地是长满野生或人工栽培的

牧草的地方。饲畜干草是成熟了的作为牲畜饲料的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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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生产粮食的草本植物叫做谷类。应归入谷类的有小麦、大麦、小米、玉米和大米。

谷类成熟时，农民用镰 收割并把它们扎成捆。然后他们把谷捆搬运到打谷场上并用连枷或

脱粒机脱粒。 
凡是我们可以用来做菜的在园中栽培的草本植物就是蔬菜，例如芸苔、花椰菜、土豆、

番茄、菠菜、胡萝卜、萝卜、黄瓜、豌豆、洋葱、辣椒、蚕豆、菜豆。各种不同的蔬菜植物

有各种不同的食用部分。土豆是土豆植物的地下茎；番茄是番茄植物的果实；胡萝卜是胡萝

卜植物的根。花椰菜可以食用的部分是花，而菠菜，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

以食用。 
植物生长在各种地方和各种环境中。在日照长、土壤适宜的温暖潮湿的地方，植物生长

得很快。苔藓可以生长在十分寒冷、阴暗的地方，仙人掌和某些野草可以生长在十分干燥、

炎热的地方，蘑菇正如人们所知，是生长在别的植物或腐烂的木头上的。 
有的植物是野生的，有的植物只生长在人们播下它们种子的地方，即在田地里或园圃中。

为了使植物能很好地生长，人们必须耕翻土地，时常给农田、菜园、果园耙地和除草，护理

作物等，这就产生了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农业。 
 

B 
 

蚯蚓 
 

人人都认识蚯蚓，蚯蚓俗称 tervermo（土蛆）。有些人讨厌蚯蚓，在园中发现蚯蚓后就

立即把它扔掉，但也有人懂得它是有益的动物，因而不把它扔掉。但您是否知道蚯蚓是怎样

并且为什么对土地这么有益的呢？ 
蚯蚓通常生活在地下泥土中，它在地下一面吞食一面向前蠕动。被吞食的泥土通过蚯蚓

的肠道时，肠壁便从泥土中吸收可消化的物质，蚯蚓就是靠这些物质给自己供应营养的。由

于上述过程的作用土壤形成了许多孔隙，空气和水便可以在土中流通，这对生长在地面上的

植物具有重大意义。黑夜里蚯蚓从洞中来到地上寻找枯萎的树叶和草屑等物。找到了这些东

西，它们就努力用柔软的嘴唇把它们拉进洞中。这些植物的残存物在泥土中腐烂，这就使得

土地肥沃起来。蚯蚓实际上比任何人工发明物给土地施肥更加有条理、更加彻底得多。 
蚯蚓的确是种田人忠实的、勤勉的、不拿工钱的帮手，它们甚至都不要求有假期。没有

蚯蚓就不可能有农业、园艺、林业，但遗憾的是并非每一个农民都懂得他们的收获在多大程

度上应归功于这些“讨厌的”小动物。 
 

****************************** 
短诗两首 

 
西瓜 

 
西瓜， 
西瓜， 
请告诉我，但别自夸： 
你是红瓤还是白瓤， 
味道甜美还是不佳？ 
——尝一尝吧，请别担心， 
是慈爱的阳光抚育我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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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米拉•叶芙塞耶娃） 
 

雕和驼鸟 
 

雕在空中高高飞翔， 
驼鸟吃力地走在地上。 
它徒劳地鼓动双翅， 
试图和雕比高吗？妄想！ 

（尤里•巴基） 
 

练习参考答案 

I. 将下列名词译成世界语： 
1. vegetaĵo (aŭ: planto, kreskaĵo)  2. arbo  3. arbedo  4. ligneca planto  5. herbeca planto  6. 
fungo  7. radiko  8. trunko  9. branĉo  10. burĝono  11. floro  12. folio  13. tigo  14. suko  
15. spiko  16. grajno  17. semo  18. frukto  19. bero  20. pomo  21. piro  22. oranĝo  23. 
ĉerizo  24. persiko  25. abrikoto  26. vinbero  27. frago  28. kaŝtano  29. melono  30. 
akvomelono  31. banano  32. pino  33. platano  34. kverko  35. rozo  36. siringo  37. 
kratago  38. fruktarbo  39. greno  40. tritiko  41. hordeo  42. milio  43. maizo  44. rizo  
45. legomo  46. brasiko  47. florbrasiko  48. tomato  49. spinaco  50. karoto  51. rafano  
52. kukumo  53. pizo  54. cepo  55. kapsiko  56. fabo  57. fazeolo  
 
II. 用世界语说出下列水果的名称： 

1. (oranĝo)  2. (piro)  3. (persiko)  4. (banano)  5. (akvomelono)  6. (olivo)  7. (pomo)  
8. (vinbero) 
 
II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1. 花儿正在盛开。 
2. 他送给她一束花。 
3. 裴多菲死于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 
4. 我在那里看见了几株开花的桃树。 
5. 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像鲜花一样盛开。 
6. 如果人民享有较多的欢乐，人们就说那个国家是繁荣昌盛的。 
7. 那棵树的开花期迟。 
8. 在生火取暖的屋子里花儿凋谢得比较快。 
9. 摘下的玫瑰花没有水很快就会枯萎。 
10. 书页中夹着几朵枯萎的花。 
11. 我不喜欢这只不新鲜的苹果。 
12. 幕布已经褪色。 
13. 那老太太伸出她干瘪的双臂和瘦骨嶙峋的双手。 
14. 炎热的太阳使花枯萎。 
15. 他逐页通读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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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棵苹果树的树枝被果实压弯了。 
17. 精通所有学科的博士还未曾有过。 
18. 这些就是山的支脉。 
19. 通向那座城市的路在这里和大路分岔。 
20. 世界语运动已在我市开始发展。 
21. 不播种就不会有收获。（谚语）（Peĉjo 的意思是幼年的彼得。） 
22. 谁播下不义，谁就受到责骂。 
23. 我希望你停止在我们之间散布不和。 
24. 小麦收割以后人们就尽情欢乐。 
25. 他除了得到忘恩负义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26. 这位演说家获得了巨大成功。 
27. 人难道可以像植物一样过单调的生活？ 
28. 人们在巴黎生活丰富多彩，在外省生活单调呆板。 
29. 他们在极端愚昧无知的状态中生活。 
30. 没有什么比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无声无息地生活更糟的了。 
 

IV. 说出下列各组句子在意思上的细微差别： 
1. 我没有写信。 我写的不是信。 不是我写的信。 
2. 我完全不相信那件事。 我不完全相信那件事。 
3. 我昨天只读书。 昨天只有我读书。 我只在昨天读书。 
4. 连他都嘲笑那件事。 他连那件事都嘲笑。 他甚至嘲笑那件事。 
5. 连他都把信给我看了。 他把信甚至拿给我看了。 他把信甚至也给我看了。 他甚至

把信都给我看了。 
6. 我至少需要三小时（强调 tri horojn）。 至少我需要三小时（强调 mi）。 
7. （除别人款待你之外）我也要款待你（强调 mi）。 （除款待别人外）我也要款待你

（强调 vin）。 （除别的事外）我还要款待你（强调 regalos）。 
8. （除了住在别的地方外）我也住在那里（强调 tie）。 （除了别人外）我也住在那里

（强调 mi）。  我（不但在那里工作而且）也住在那里（强调 loĝas）。 
9. 八点钟时所有人都几乎做完工作。 八点钟时几乎所有人都做完工作。 将近八点钟

时所有人都做完工作。 
10. 我们在这里只讲世界语（强调 paroli）。 我们在这里只讲世界语（而不讲别的语言）。 

在这里只有我们讲世界语。 我们只在这里讲世界语。 
 
V. 下列各句在词序安排上都不够完满。请根据你对句意的理解适当调整词序，使句子更加

完美。 
（下面只提供一种参考答案。实际上句子的词序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安排，不同的词序可使句

意和修辞色彩产生不同的细微差别。） 
1. Mi renkontis lian fratinon sur la strato. 
2. Tiu libro estas treege interesa. 
3. Nun mi jam komprenas la tekston. 
4. En Finnlando la vintro estas longa. 
5. Tio mi ne kredas, respondis la patro de Johano. 
6. Oni akceptis la proponon faritan de Petro. 
7. Mi renkontis ne lin, sed lian fr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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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n dimanĉo oni devas ne labori, sed ripozi. 
9. Mi pruntedonis al li mian novan vortaron. 
10. Jam velkis la floroj kaj herboj sur la kampoj. 
 

V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注意句中介词的用法： 
PO 

1. 我给我的三个孩子买了九个苹果，给了他们每人三人。 
2. 这本书有 60 页，因此，如果我每天读 15 页，我将在四天内读完全书。 
3. 我们每天坐车走 50 公里。 
4. 宾客每人喝了一小杯葡萄酒。 
5. 这衣料 5 元钱一米。 

POR 
1. 我给你要了一杯咖啡。 
2. 这是客房。 
3. 他被请来唱歌。 
4. 用金子做成的工具是万能的。（谚语） 
5. 他花两法郎为妻子买了一些花。 
6. 他买这些花花了两法郎。 
7. 我预订了一年的《中国报道》杂志。 
8. 这件衣服卖这个价钱不贵。 
9. 你到我这里来干什么？难道只为了和我聊天吗？ 
10. 二十五个成员投票赞成这项提议，只有十个成员投票反对。 
11. 他们无话可说。 
12. 他太骄傲了，不听我的劝告。 
13. 我把危险当成了儿戏。 
14. 这对我是很大的损失。 
15. 这一天将永远值得我怀念。 
16. 请把你的书借给我看一会儿。 
17. 我永远是你的朋友。 
18. 你现在要勤奋学习，以便明天能对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更大的贡献。 
 

POST 
1. 风雨过后阳光格外灿烂；雨过天晴 
2. 大风慢慢平息下来 
3. 他躲在幕布后面 
4. 她连遭不幸 
5. 他随手关门 
 

PRETER 
1. 他我身旁走过，没有和我打招呼。 
2. 这条河从小村旁绕过。 
3. 这条河从我市市郊流过。 
4. 他没有射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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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 
1. 她在和他谈一件重要的事。 
2. 他是文学教授。 
3. 慷他人之慨。（谚语。直译为：人们对邻人的财产是慷慨的。） 
4. 只有鞋才知道袜子有洞。（谚语） 
5. 谁对偷窃沉默，谁就赞同偷窃。（谚语） 

PRO 
1. 她因患感冒必须整天躺在床上。 
2. 树多不见林。（谚语） 
3. 他们笑他天真。 
4. 让我们举杯祝我们的爷爷健康。 
5. 他问她为什么哭？ 
6. 彼得花一百法郎买了这头牛。 
7. 他们问他那匹马要卖多少钱。 

 
VI. 说出下列派生词的意思（可查阅词典）：（答案略） 
 
VII. 下下列短文空白处填入适当的介词： 

en,  al,  en,  en,  en,  tra,  post,  sur,  da,  En,  el,  de,  per,  ĉe,  sur,  al,  sur,  
de,  sur 
 

 

第二十课 

第二十课课文参考译文 

A 
 

人 
 

人和大多数高级动物一样，有五种基本官能，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在这

一方面人和其他高级动物是相似的。 
我们的眼睛是视觉器官，我们的耳朵是听觉器官。我们用眼睛感知光和物体的颜色、形

状、大小、位置，用耳朵辨别不同的声音。我们用来闻气味的鼻子是嗅觉器官。我们用来感

知味道的舌头是味觉器官。我们触摸物体可以感觉出平坦、光滑、软硬、冷暖等程度上的差

异，这就是触觉——我们借助于皮肤所具有的一种感觉。 
除了上述五种官能外，现在发现人还有接受肌肉运动与肌肉牵伸感觉的肌肉觉和关于空

间、重力等的平衡觉。 
但是人和其他动物 本质的区别在于：只有人才有理性，才能思维、说话和制造工具。

我们的头部有用来思维的 发达的大脑；大脑是思维的器官。我们在共同劳动中为了相互传

达思想，需要说话，这就产生了语言。 
如果一个人的思维敏捷、理解力强，人们就说他是 inteligenta（聪明的）；如果一个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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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地、认真地工作或学习，人们就说他是 diligenta（勤奋的）。聪明的人学习得快，但勤奋

的人总是学得好。 
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已经听说过、看见过或读到过的某一件事，我们就 konas（知道、

认识）那件事；如果我们很好地 konas 某一件事，我们就 scias（知道、懂得、会）那件事。

我 konas 他的名字，因为有人已把它告诉给我。我 konas 那首诗，因为我曾读到过它并稍许

知道它的内容。但是，如果我能逐字背诵那首诗，人们就说我 scias 那首诗。 
一般来说人的感情比其他动物的感情丰富、复杂。动物一般都爱自己的幼仔，但是我们

的父母对我们的爱要比动物对其幼仔的爱强烈得多而且深厚得多。此外，我们不但爱护幼小

的，而且还尊重年长的和年老的人。 
当我们看到美丽的图画、漂亮的塑像和优美的风景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对美产生赞赏

的心情；相反，如果我们看见丑陋的事物，我们就会对它感到厌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愿

接触某一害虫或某一肮脏东西的缘故。 
看见一件令人喜爱的东西或听见一种悦耳的声音，我们就感到愉快。如果我们看到一场

有趣的演出、听到一段优美的音乐或读到一本有趣的书，或者当我们的老师称赞我们的作业

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满足，这也使我们感到愉快；当我们在精神上感到愉快的时候，

我们就是幸福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不愉快的事，我们就会感到忧伤。 
每一个人都有自尊感、都决不容忍别人侮辱自己。我们保持我们自身的尊严也维护别人

的尊严。看到有人侮辱别人，我们就同情被侮辱的人、憎恶侮辱人的人。在我们和别人的关

系中，我们的行为应该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 
我们捍卫真理、正义与和平，反对荒谬、非正义、暴力和侵略战争。我们热爱我们的祖

国，如果敌人的军队胆敢侵犯我们的国家，我们时刻准备保卫它。热爱和保卫我们的祖国——
这是我们所有人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 
 

B 
 

Kazimierz Bein 博士于 1872 年生于波兰。他和柴门霍夫一样也是眼科医生。他在整个

世界语界有经典作家的盛誉，以缩写名 Kabe 闻名于世。Kabe 从未用原文进行过创作；他确

信语言从翻译中获得的益处要比从原文创作中获得的益处大得多，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

能回避难译的词句而应找出 恰当的表达方式来。他用完美的形式从德语、波兰语和俄语译

出了许多优美的文学作品。他是语言准确、易于各国世界语者理解的世界语文体大师。他所

用的语言优美易懂，完全摆脱了民族语言习惯的束缚。阅读他的作品确实是一种享受。 
1911 年 Kabe 突然离开了世界语运动，从那时起就不再从事世界语译作了。他的行为使

所有世界语者感到诧异，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已经在世界语文学中如此赫赫有名的人会

如此奇怪地完全离开世界语运动和放弃世界语理想。然而尽管如此，他的作品和他的名字将

永远留在世界语文学中。他现在仍然是优秀文体的典范，他的语言体现了世界语的语言美和

世界语特有的语言魂。 
《法老王》是波兰小说家 B. Prus（普鲁斯）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描述了古埃及的

风俗人情、祭司集团与拉美西斯十三世法老之间的斗争。这部长篇小说共分三卷，960 页。

它很可能是 受喜爱的一部世界语翻译作品。下面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片断。请反复阅读欣赏。 
 

莎拉的歌 
 

莎拉在草地上靠着王子的脚跪下，在竖琴上弹奏了几个和弦，开始唱道： 
——没有烦恼的人在哪里？在安睡前可以对自己说我度过的这一天没有忧愁，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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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躺进坟墓时能够说我度过的这一生没有痛苦和恐惧，就像约旦河畔晴朗的白昼，这

样的人又在哪里？ 
然而，那些每天都用泪水浇洗面包，家中充满叹息声的人却多得无法计数！ 
啼哭是人来到世间的第一个声音，呻吟是人离开世间的 后告别。他充满悲哀地诞生到

人间，满怀悔恨地走向安息之地，谁也不会问他愿在哪里留居。从来没有尝过人生辛酸的人

在哪里？难道就是那孤儿，他的母亲被死神夺去了生命？或是那嗷嗷待哺的婴儿，他把小嘴

凑近他母亲的因饥饿而干瘪了的乳房？ 
心中没有担忧和恐慌的人在哪里？难道就是那猎人，他在追赶奔跑的狍鹿的路上遇见朝

着弓箭冷笑的狮子？难道就是那军人，他在疲乏地走向荣誉时遇见林立的嗜血的 枪？难道

就是那国王，他用失眠的双眼观察着强大的邻国军队，并侧耳倾听帷幔的窸窣的声音，担心

着自己营帐中会有背叛者篡位？ 
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人总是心里充满着忧愁。在沙漠中威胁他的是狮

子和毒蝎，在岩穴中威胁他的是恶龙，在花丛中威胁他的是毒蛇。光天化日之下贪婪的邻人

在盘算着怎样强占他的土地，黑夜里诡诈的强盗在摸索他的房门。他在孩提时年幼无力，在

老年时体弱身衰，在壮年时被凶险包围，好似鲸鱼游在深水之中。 
因此，主啊，我的造物主啊，这厌倦的灵魂在向您求助。是您把它引进了这充满险恶的

世界，除了通向您的这条道路之外，您封闭了所有的安宁之路。如同蹒跚学步的幼儿为了不

跌倒而紧紧抓住母亲的衣角一样，这可怜的人向您的怜悯之心伸开了双手，心中便消除了疑

惧…… 
选自《法老王》 

 

练习参考答案 

I. 选择括号中适当的动词填空： 
A.  1. rigardis  2. vidis  3. rigardas, vidas 
B.  1. aŭdas  2. aŭskulti  3. aŭskultis, aŭdis 
C.  1. dormas  2. ekdormis  3. ekdormis, dormis 
Ĉ.  1. parolis  2. diri  3. rakontis 
D.  1. konos  2. sciis  3. scias, konas  4. konas, scias 
E.  1. lerni  2. studas 
F.  1. drinkas  2. trinkis 
G.  1. volas   2. deziras 
Ĝ.  1. amas  2. ŝatas  3. ŝatas, amas 
H.  1. trovis, serĉas  2. serĉas  3. trovos. 
Ĥ.  1. konsistas en  2. konsistas el 
 
II. 给文中缺少词尾的动词加上适当的词尾： 
as,  os,  as,  is,  as,  as,  as,  u,  is,  as 
 
III.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注意句中介词的用法： 

SEN 
1. 玫瑰花没有水很快就会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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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劳动就不会有钱财。（谚语） 
3. 没有火就是稻草也不会燃烧。 
4. 这只老鼠已两天没有吃喝了。 
5. 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语比任何自然语容易得多。 
6. 我们从塔旁走过，但没有看到塔。 
7. 不摔跟头学不会骑马。 
8. 我们活着诚然不是为了吃饭，但不吃饭人却不能生活。 
9. 她不是没有过失。 
10. 他说那些话不是没有原因的。 

SUB 
1. 他枕着枕头。 
2. 那几个猎人在露天睡觉。 
3. 他们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下休息。 
4. 耗子从长靠背椅下跑到床下，现在它正在床下跑着。 
5. 他腋下夹着文件夹。 
6. 他跌倒在正在行驶的列车的车轮下。 
7. 讲习班在他主持下开始上课了。 
8. 他上衣里面穿着一件白衬衫。 

SUPER 
1. 黑板的上方挂着一幅中国地图。 
2. 他手搭凉棚向远处眺望。 
3. 一棵柳树斜立在河边，它的影子映照在清澈的河水中。 
4. 温度计显示的温度是零上二度。 
5. 他债台高筑。 
6. 飞机飞到大海的上空。 
7. 水喷射到我们的头顶上。 
8. 那几条鱼跳出了水面。 
9. 那件事我力不能及。 
10. 我无论什么时候来，他都在专心工作。 
11. 坐着看书时间不宜过长。 

SUR 
1. 他把脚跷在小凳子上。 
2. 那个穷苦的人衣衫褴褛。 
3. 我们的方法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 
4. 园丁在给花浇水。 
5. 月亮把一片月光倾泻在森林上。 
6. 晴空阳光灿烂。 
7. 我看见他脸上浮现着愉快的微笑。 
8. 我要是处在她的地位，是不会那么做的。 
9. 我们每一步都遇到障碍。 
10. 话已到我的嘴边。 
11. 他向我看（直译：他把目光射向我。） 
12. 我将负起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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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 
1. 两道电光划过黑暗的天空。 
2. 两人都慢慢地走过那条空旷的长街。 
3. 左耳进，右耳出。（谚语） 
4. 一条狭长的小路穿过这块田通向我们的家。 
5. 阳光透过树枝间的缝隙照射到他身上。 
6. 这只公鸡叫了一整夜。 

TRANS 
1. 他们住在街对面，和我们的家相对。 
2. 美洲在大西洋对岸。 
3. 这只燕子飞到河对岸去了，因为河对岸有几只别的燕子。 
4. 请把球扔到墙那边去。 
5. 他向湖对面那座小山望去。 
6. 那是从山那边传来的美妙故事。 
 
IV. 说出下列派生词的意思：（答案略） 
 
V. 将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A. 
1. 我们的战士占领了那座城市。 
2. 这些书摆满了整个写字台的桌面。 
3. 所有座位都坐满了人。 
4. 我们的全部语法只占一面篇幅。 
5. 这将不需要许多时间。 
6. 他满脑子想着两个问题。 
7. 他全神贯注地想着那件事。 
8. 他心里只想着一本哲学书。 
9. 那时我表姐正忙于一些重要事务。 
10. 从事化学工作的人是化学工作者（或：化学家）。 
11. 他妻子从事艺术工作。她是艺术工作者（或：艺术家）。 
12. 他们忙着制作国王的新装。 
13. 那篇文章从头至尾论述世界语与伏拉普克语（一种早已死去的人造国际语方案）的对比。 
14. 你为什么要管这样的小事？ 
15. 我现在没有时间过问那件事。 
16. 唱歌是愉快的事（或：歌唱是愉快的工作）。 
17.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医生。 
18. 由于太忙，他连一小时空闲时间都没有。 
19. 我今天太忙了。明天我没有事，可以和你一起去远足。 
B. 
1. 他把衣服留在我这里就走了。 
2. 他把房间的钥匙留给孩子。 
3. 我已经退烧了。 
4. 它迅速消失，留下了一缕烟和一股难闻的气味。 
5. 够了，亲爱的，我们别再谈这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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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请让我离开这里两小时。 
7. 人们让这个座位空着。 
8. 请让她安静。 
9. 他不让我安宁。 
10. 我不让这些词有任何词形变化。 
11. 让他做作业吧。 
12. 谁都不让小偷进入自己的家中。 
13. 请让我所问的那个人回答。 
14. 请让我稍睡一会儿。 
15. 我不让人捉住我。 
16. 我耐心地让他讲话。 
17. 他将斧子掉进水中。 
18. 她任凭风儿吹拂她的长发。 
19. 他让自己受他欺骗。 
20. 说完那句话，他便离开房间。 
21. 那个人为什么遗弃自己的妻子？ 
22. 我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23. 我发现那所房子已不再住人了。 
 
VI. 将下列句子译成世界语： 
1. Niaj trupoj okupis tiun montpinton. 
2. La ekspozicio okupas la tutan unuan etaĝon. 
3. Li estas treege (aŭ: multege) okupita. 
4. Tiu sidloko estas neokupita. 
5. Li okupas gravan postenon en la franca registaro. 
6. La festeno kaj paroladoj okupis tri horojn. 
7. Ili sin okupas ĉefe je agrikulturo. 
8. Je kio vi okupiĝis hodiaŭ matene. 
9. Li okupiĝas je solvado de malfacila problemo. 
10. Tiu demando ĉiam okupas lian spiriton. 
11. Kion li lasos al vi? 
12. Li lasis la libron sur la tablo. 
13. Li lasis leteron al la pordisto. 
14. Li estas laca. Lasu lin trankvile ripozi por momento. 
15. Ne lasu la kampo(j)n nekulturita(j). 
16. Mi lasis ilin foriri. 
17. Ni lasis lin sola tie. 
18. Li lasis sian plumon fali de sur la tablo. 
 
VII. 将下列短文译成世界语：  

HASTECO 
Zhu Ziqing 

 
Hirundoj forflugas kaj iam revenas; salikoj sekiĝas kaj iam reverdiĝas; persikujoj perdas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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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ojn kaj iam refloras. Sed diru al mi, amiko saĝa, kial niaj tagoj forpasintaj neniam revenas? — 
Eble iu ilin forŝtelis? Kiu do tiu estis? Kaj kie ili estas kaŝitaj? Aŭ ili forkuris de mi per si mem? 
Kaj kien do? 

Mi ne scias, kiom da tagoj estas destinitaj al mi por vivi; kaj tamen en efektiveco miaj manoj 
iom post iom malfortiĝas. En silento mi kalkulas, ke jam pli ol ok mil tagoj forpasis preter miaj 
manoj. Kiel guteto da akvo falas de pinglopinto en la maron, tiel miaj tagoj faladas en la 
tempofluon, sen sono kaj sen postsignoj. Kaj mi ne povas deteni min de larmoj. 

Tagoj nur pasas, tagoj nur venas, inter la tempo pasinta kaj la tempo venonta, kiel haste do 
pasas miaj tagoj? Kiam matene mi ellitiĝas, garbo da sunradioj falas oblikve en mian ĉambreton. 
La suno havas ja krurojn! Nerimarkate ĝi moviĝas, kaj ankaŭ mi moviĝas kun ĝi. Sekve, kiam mi 
lavas al mi la manojn, la tempo pasas preter la lavpelvo; kiam mi manĝas, la tempo pasas preter la 
manĝovazo; kaj kiam mi mutas, la tempo pasas preter miaj okuloj fikse rigardantaj. Mi rimarkas 
ĝian hastan pasadon, kaj kiam mi etendas la manon por ĝin haltigi, ĝi daŭre forkuras preter mia 
mano etendita. Nokte, kiam mi kuŝas en la lito, ĝi facilmove transpasas mian korpon kaj forflugas 
de miaj piedoj. Kiam mi malfermas la okulojn kaj revidas la sunon, mi ekkonscias, ke ankoraŭ 
unu tago forŝteliĝis. Kaj kiam mi ĝemspiras kaŝante al mi la vizaĝon per la manplatoj, la 
nove-venanta tago komencas pasi kiel ombro dum miaj ĝemspiroj. 

Dum la tagoj flugrapide forpasintaj, en tiu ĉi mondo, kiu konsistas el milionoj da familioj, 
kion do mi povis fari? Nur vagi, nur lasi la tempon forpasi en hasteco. El la pli ol ok mil tagoj, 
kiuj haste forpasis, kio do restas al mi, krom vagado? La pasintaj tagoj malaperis, kiel malpeza 
fumo disblovita de la vento, aŭ kiel nebuletoj dispelitaj de la matena suno. Kiajn postsignojn do 
mi lasis? Ĉu mi iam lasis postsignojn eĉ apenaŭ videblajn kiel ŝvebantaj fadenoj de araneaĵo? 
Nuda mi venis en tiun ĉi mondon, ĉu nuda mi devos tre baldaŭ reiri? Mi plendas nur: kial do mi 
estas destinita veni kaj foriri pro kaj por nenio? 

Do diru al mi, amiko saĝa, kial niaj tagoj forpasintaj neniam revenas? 
 

La 28-an de marto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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