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èng mǔ sānqiān

孟 母三 迁

出自：《孟子题词》 改编者：周增妹

mèngzǐ shì wǒguó gǔdài zhùmíng de dà sīxiǎngjiā

tā sān suì de shíhou

fùqīn qùshì le

孟子 是我国古代 著名 的大思想家。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mǔqīn dúzì gōngzuò fǔyǎng tā

shēnghuóhěn bù róngyì

mèngmǔxīwàng zìjǐ

de érzi dúshū

母亲独自 工作 抚养他， 生活 很 不容易。 孟母 希望自己的儿子读书
shàngjìn

zǎorì chéngcái

上进 ，早日 成才 。
mèngmǔ de línjū shì gè tiějiàng

měitiān zàijiā dǎtiě

yǒuyìtiān

mèngmǔkànjiànmèngzǐ yě zài

孟母 的邻居是个铁匠，每天 在家打铁。有一天， 孟母 看见 孟子 也在

yuànzi lǐ

ná zhemùgùn hé zhuānkuài

mófǎngzhetiějiàng shīfu de dòngzuòwán de fēichánggāoxìng

院子里，拿着木棍和 砖块 ，模仿 着 铁匠师傅的 动作 玩 得 非常 高兴 。
mèngmǔ juéde zhèlǐ de huánjìng bùhǎo

yúshì bānjiā le

tāmen bāndào le shìchǎngpángbiān

zhè

孟母 觉得这里的 环境 不好，于是搬家了。他们 搬 到 了 市场 旁边 ，这

cì

mèngzǐyòumófǎngshāngrén de yàngzi zuòmǎimài

shāzhūròu

mèngmǔ zhīdào le

yòuzhòu le

次，孟子 又 模仿 商人 的样子 做买卖 ，杀猪肉。 孟母 知道了，又 皱 了
zhòuméitóu

zhège dìfāng yě bù shìhé wǒ de háizi jūzhù

yúshì

tāmen yòu bānjiā le

zhè

皱眉头 ：“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
yī cì

tāmen bāndào yī gè xuéxiào fùjìn

xuéxiào lǐ de rén dōuhěn yǒulǐmào

měitiāndōu fēi cháng

一次，他们 搬 到 一个 学校 附近。 学校 里的人 都 很 有礼貌，每 天 都 非 常
rèn zhēn de dú shū

mèngzǐkàndào le

yě xuézhe tāmen de yàngzi rènzhēn de dú qǐ shū lái

mèng mǔ

认 真 地读书。孟子 看到 了，也学 着他们的样子 认真 地读起书来。 孟 母
hěnmǎn yì de diǎnzhe tóu shuō

zhè cáishì wǒ érzi yīnggāizhù de dìfāng

yúshì tāmen jiù zài

很 满 意地 点 着头 说 ：“这才是我儿子应该 住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
zhèlǐ zhù xià le

这里住下了。
hòulái

rénmen jiù yòng

mèngmǔsānqiān

lái biǎoshì rén yīnggāi kàojìn hǎode rén

shì

后来，人们 就 用 “ 孟母 三 迁 ”来 表示 人应该靠近好的人、事、
wù

cáinéng xuéxí dào hǎode xíguàn

物， 才能 学习 到 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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