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én kě luó què

门 可罗 雀

出自：《史记·汲郑列传》 改编者：胡文秀

xīhàn shíqī

yǒu yí wèifēichángyǒumíng de guānyuán

míngjiào jí àn

tā wéirénzhèngzhí

西汉时期，有一位 非常 有名 的 官员 ， 名 叫汲黯。他 为人正直 ，
wéiguānqīnglián

shēnshòuhuángdì de zhòngshì

为 官 清廉 ， 深受 皇帝 的 重视 。
zhèng yīnwéi jí àn shì cháotíngzhōng de zhòngyào rénwù

yǒu xǔxǔduōduō de rén dōuxiǎng bājie

正 因为汲黯是 朝廷 中 的 重要 人物，有许许多多的人 都 想 巴结

tā

měitiāndōuhuìyǒugèzhǒnggèyàng de rén qù tā de

jiālǐ bàifǎng

jí àn de jiāmén qián rènao dé jiù

他。每天 都会有 各种各样 的人去他的家里 拜访 ，汲黯的家门 前 热闹得就
xiàng guòjié yíyàng

hòulái

jí àn yīnwéi shēngbìng

bùdébù

cízhí huídào jiā zhōngxiūyǎng

像 过节一样。后来，汲黯因为 生病 ，不得不辞职回到家 中 休养 。

nàxiē běn lái tiāntiān lái bài fǎng de rén dōu tū rán bú jiàn le

那些 本 来天 天来拜 访 的人 都 突然不见了。
yǒuyìtiān

jí àn qǐlái

tuīkāi dàmén

kànjiànménkǒuméiyǒu yígèrén yǐng

zhǐyǒu yìqún xiǎo

有一天，汲黯起来推开大门，看见 门口 没有 一个人 影 ，只有一群 小
niǎor zài ménqián de kòngdì shàngwánshuǎ

tā gǎntàn de shuō

yǐqián wǒ zuòguān de shíhou

lái

鸟儿在 门前 的空地 上 玩耍 。他感叹地 说 ：“以前我 做官 的时候，来
bàifǎng wǒ de kèren

jīhū néng bǎ dàmén dǔzhù

xiànzài wǒ búdàng guānle

ménkǒulěngqīng dé dōu

拜访 我的客人几乎 能 把大门堵住，现在我 不当 官了， 门口 冷清 得 都
kěyǐ zhāngwǎng bǔ niǎor le

可以 张网 捕鸟儿了！”
zài hòulái

jí àn shēntǐ huīfù le

huángdìyòuràng tā huíqù zuòguān

jí àn jiù gàosù jiārén

再后来，汲黯身体恢复了， 皇帝 又 让 他回去 做官 。汲黯就告诉家人
bǎjiā zhōngdàménguān dé jǐnjǐn de

zài yě bù jiēdài kèren le

把家 中 大门 关 得紧紧的，再也不接待客人了。
xiànzài

rénmenyòng

mén kě luó què

lái xíngróng shìyè biànchà

kèren biànshǎo

lěngqīng

现在，人们 用 “ 门 可罗 雀 ”来 形容 事业 变 差，客人 变 少 ， 冷清

de yàngzi

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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