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āosān mù sì

朝 三 暮四

出自：《庄子·齐物论》 改编者：胡文秀

sòngguóyǒu yí gè fēicháng xǐhuan hóuzi de lǎorén

míngzì jiào jū gōng

jū gōngyǎng le yí dà qún

宋国 有一个 非常 喜欢猴子的老人，名字叫狙 公 。狙 公 养 了一大 群

hóuzi

měitiāngēn hóuzi men yìqǐ chīfàn

yì qǐ wánr

yì qǐ shuìjiào

tā men jiù xiàng qīn rén yí

猴子，每天 跟 猴子 们 一起吃饭，一起玩儿，一起 睡 觉，他 们 就 像 亲人一
yàng

hù xiāng péi bàn

样 ，互 相 陪 伴 。
jū gōng huì gěi hóuzi wèixiāngjiāo

lái mǎnzú hóuzi men de wèikǒu

zǎoshang yí cì

wǎnshang

狙 公 会给猴子喂 香蕉 ，来满足猴子 们 的胃口， 早上 一次， 晚上
yí cì

suīrán xiāngjiāo bú shì tè bié duō

dàn shì hóu zi mendōu fēi cháng xǐ huan

一次，虽然 香蕉 不是特别 多 ，但 是 猴 子 们 都 非 常 喜 欢 。
yǒu yìnián

sòngguó tūrán nào le jīhuāng

yuánběn jiù bù fùyù de jū gōng

gèngjiāméiyǒu

有一年， 宋国 突然 闹 了 饥荒 ， 原本 就不富裕的狙 公 ，更加 没有

duōyú de qiánlái gěi xīnài de hóuzi menmǎixiāngjiāo le

jū gōng bùdébù gàosù hóuzi menyàojiǎnshǎo

多余的钱来给心爱的猴子 们 买 香蕉 了。狙 公 不得不告诉猴子 们 要 减少
měicì de xiāngjiāo

juédìngzǎoshang zhī gěi sāngēn

wǎnshang zhī gěi sì gēn

hóuzi men bù lèyì

每次的 香蕉 ，决定 早上 只给三 根 ， 晚上 只给四 根 。猴子 们 不乐意
le

yígègè

de zhāngdà zuǐbā dàjiào qǐlái

jū gōngkàndàozhèzhǒngqíngkuàng

mǎshàngyòu

了，一个个地 张大 嘴巴大叫起来。狙 公 看到 这种 情况 ， 马上 又
gǎikǒu

gàosù hóuzi menzǎoshang gěi sì gēn

wǎnshang gěi sāngēn

yúchǔn de hóuzi yì tīngzǎoshang

改口，告诉猴子 们 早上 给四 根 ， 晚上 给三 根 。愚蠢 的猴子一听 早上
de xiāngjiāoduō le yì gēn

jiù yǐwéi měitiān de xiāngjiāoméiyǒujiǎnshǎo

fǎnér zēngduō le

gāoxìng

的 香蕉 多 了一 根 ，就以为 每天 的 香蕉 没有 减少 ，反而 增多 了， 高兴
de tiàoláitiàoqù

地跳来跳去。
hòulái

rénmen jiù yòng

zhāosān mù s ì

lái xíngróng yígèrén shuōhuà fǎnfù búdìng

huòzhě

后来，人们 就 用 “ 朝 三暮四”来 形容 一个人 说话 反复不定，或者
xiǎngfǎzǒngshìgǎibiàn

bùnéngquèdìng xiàlái

想法 总是 改变 ，不能 确定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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