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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Cultural Note

你在家庭里的地位如何？

乖 刻苦 纪律 征求违反能干担任
经商 录取 一致 单独 沉默 幸亏

子女教育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导入 Warm-up

汉字是学好汉语的拦路虎吗？你在家里的地位怎么样？



生词 1
乖

刻苦

遵守

纪律

征求

guāi

kèkǔ

zūnshǒu

jìlǜ

zhēngqiú

adj. well-behaved

adj. hardworking

v. to abide by

n. discipline

v. to seek

阶段

亲爱

违反

规矩

jiēduàn n. stage

wéifǎn

guīju

v. to go against

n. rule

qīn’ài adj. dear

刻苦学习 刻苦工作

遵守法律 遵守纪律

征求意见 征求建议

违反规定 违反规矩
违反程序 违反科学规律

规规矩矩

大学阶段 阶段性胜利

乖乖女

能干 nénggàn adj. capable



连线

刻苦

征求

违反

遵守
学习/研究

规则/法律
宝贝/朋友

法律法规/交通规则

基本的

条件/认识

亲爱的

意见/建议



Words

能干

征求

刻苦

乖

规矩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听录音，选择正确的答案。

1、小时候的文文，是____。

A. 学习不好的孩子 B. 乖乖女

2、文文在小时候非常____。

A. 听妈妈的话 B. 有自己的想法

3、到了大学阶段，文文____。

A. 仍然和小时候一样
B. 开始变得和小时候不一样了

听力练习



文文从小是个乖乖女，学习刻苦，遵守纪律。大事小事，尽管妈妈

表示也要征求她的意见，但上哪所学校、念什么专业，甚至跟什么人交

朋友，基本上都是妈妈说了算。

可是到了大学阶段，亲爱的女儿竟然违反了乖乖女的各种规矩，越

来越有自己的主见，越来越能干、独立了。尽管她的成绩仍然是第一名，

但她不再甘于当“好学生”：她逃课去听各种讲座，出席欧盟商会的鸡尾

酒会，做志愿者，拍电影。

课文-1



根据课文，判断对错。

1、文文小时候非常不乖，不太听妈妈的话。

2、文文的大事小事，都是她的妈妈说了算。

3、但是到了大学阶段，文文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4、文文开始逃课了，所以她的成绩不是第一名了。

练习



根据课文，完成复述。

文文小时候非常_____，什么事情都听妈妈的话。虽然妈妈
也____她的意见，但是______妈妈说得算。

文文上大学后，她竟然____乖乖女的______，越来越不听

妈妈的话，越来越有____。她不____当“好学生”：她逃课

去听_____,出席_____, 做志愿者，拍____。

练习



尽管

虽然...... 但是......
……但是.......

例：1、尽管今天很冷，但是来看演出的人仍然很多。

2、尽管女儿的成绩还是很好，但是却越来越不遵
守规矩了。

语言点



练习



练习

困难

团结

希望



担任

主席

组织

外交

经商

dānrèn

zhǔxí

zǔzhī

wàijiāo

jīngshāng

v. to serve as

n. chairman

v. to organize

n. diplomacy

v. to do business

生词 2

系

名牌

录取

xì

míngpái

lùqǔ

n. department

n. famous brand

v. to enroll

担任总经理

学生会主席 工会主席
国家主席

组织活动 组织聚会

中文系 外文系



担任

主席

组织

目标

名牌

面临

大学

活动

远大

选择

连线



听录音，判断对错。

1、文文的妈妈要文文经商，但是文文喜欢当外交官。

2、文文一边参加工作的面试，一边打算去国外留学。

3、文文和父母的意见一致，觉得要去牛津大学学习。

听力练习



课文-2

学摄影，泡酒吧，参加了学生会并担任了学生

会主席，还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妈妈以前要她当外

交官的计划，在她眼里“实在没什么意思”，她觉

得经商才是自己的目标。

她放弃了本系保送研究生、放弃了各种工作的

面试，坚持要去国外留学，结果12所世界名牌大学

录取了她。当面临是否选择牛津大学时，她们全家

开会，爸爸妈妈认为应该去，但文文跟他们的意见

不一致，她坚持要去美国。



根据课文，完成短文。

文文参加了学生会并且当了____，也组织

了很多活动。她不要做外交官，她觉得____才

是她的目标。

文文不要保送研究生，也不要参加工作面

试，她____要去国外留学。当文文拿到牛津大

学的____时，她和父母的意见不____。文文坚
持要去美国留学。

练习



一致

adj. adv.

例：1、文文的意见跟父母的不一致。

2、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种安全的产品，可以安
心使用。

语言点



练习

观点



练习

穿着



让步

隐约

陌生

建立

沟通

ràngbù

yǐnyuē

mòshēng

jiànlì

gōutōng

v. to concede

adj. indistinct

adj. strange

v. to build

v. to communicate

生词 3

某 mǒu pron. some，certain

陌生人 陌生环境

建立良好关系

沟通交流 沟通顺畅

某人 某天 某些
林某 某某



Words

隐约

让步

沟通

陌生

建立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听力练习

听录音，选择正确的答案。

1、这一次，____放手了。
A. 妈妈 B. 文文

2、几年后在洛杉矶，妈妈觉得自己好像是____。
A. 陌生人 B. 女儿

3、____给妈妈找地图、车钥匙，鼓励妈妈自己去玩儿。
A. 文文 B. 文文的同事



课文-3

这一次妈妈让步了。她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该完全放手了。没想到，

正是妈妈的放手，让风筝越飞越高。

几年后，文文在美国工作，妈妈去洛杉矶看她。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妈妈感到她们好像交换了某种身份：自己倒像女儿，而文文倒像妈妈。

她们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

最初，妈妈哪儿也不敢去，不能单独出门，不能与人沟通，什么都要

靠女儿。后来文文工作忙，就给她地图、车钥匙、机票，鼓励她自己出去。



根据课文，判断对错。

1、这一次文文的妈妈没有让步，她要文文去英国。

2、正是妈妈的放手，文文越飞越高了。

3、几年后在美国，文文更像是妈妈，而妈妈像是女儿。

4、在美国的时候，妈妈从不自己单独出去。

练习



某 pron.

1、用在姓氏后面

例：公司业务员李某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大客户。

2、不确定的人或者事情

例：这种人在某个方面是天才，但是某些时候又是蠢材。

语言点



练习

沙滩 垃圾



语言点

单独 独自

adv.       有自己一个人的意思

例：你太年轻了，恐怕不能单独/独自一人完成任务。

1、不跟别的合在一起

例：你有空吗？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1、一个人独立做某事

孩子太饿了，就独自吃起来了。

2、可用于事物

做这个菜的时候，鸡蛋要单独炒。

3、adj.

本科生上课有单独的教室。



练习



1、这所大学为女生提供了_____的考试，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2、他_____一人在体育馆里进行训练。

3、教练为他_____安排了训练。

4、我喜欢早起，_____去公园散步，顺便考虑一下一天的工作。

单独 独自

选词填空



横

沙滩

沉默

吻

忍不住

暗

héng

shātān

chénmò

wěn

rěnbuzhù

àn

adj. across

n. sand beach

v. to be silent

v. to kiss

cannot help
(doing sth.)

adj. dark, dim

生词 4

横七竖八 横行霸道

阳光沙滩

亲吻

忍不住流下眼泪

暗地里

打破沉默



1、公司已与这家银行_____起了良好的业务关系。

2、妈妈在电话那端_____了一会儿说：“我差点儿忘了。”

3、经过_____训练，她终于成为了我们的第一个正式员工。

4、喜欢篮球的观众对姚明这个名字一定不会_____。

沉默 刻苦 陌生 建立

选词填空



Words

沉默

忍不住

吻别

沙滩

暗地里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1、妈妈和文文一起在美国旅行。

2、女儿的放手，让妈妈越走越远。

3、文文跟妈妈道歉。

4、听了文文的话，妈妈哭了。

听力练习

听录音，判断正误。



课文-4

从家门口的超市开始，妈妈越走越远，最后竟然独自把美国横穿了一遍。

她说，是女儿的“放手”，让她走得更远。做妈妈的，这才算是真正明白了

“放手”的重要。

2010年3月的一个夜晚，母女俩躺在夏威夷的沙滩上谈心。妈妈第一次

为以前对女儿的“不放手”而道歉。文文沉默了很久，最后吻了妈妈一下，

轻轻地说：“妈妈，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你。”妈妈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她说：“幸亏那晚天色很暗。”



1、谁对谁放手了？

2、谁对谁道歉了？

快问快答

3、妈妈越走越远，最后独自做了什么？

4、母女去哪里游玩？
5、谁沉默了？
6、谁流泪？

7、妈妈为什么说“幸亏那晚天很暗。”



幸亏
adv. furtunately

例：1、医生说这个病人是心脏问题，幸亏送来得及时。

2、幸亏你提醒了我，要不然我今天就要迟到了。

语言点



练习

没迟到设闹钟



练习



1、我儿子要是能这样懂___，该有多好。

A. 规矩 B. 规定

2、____我带了雨伞，要不然我们怎么回家啊？

A. 幸亏 B. 多亏

3、我给他打电话的____是看他回来了没有。

A. 目标 B. 目的

4、他的建议一提出，就得到了大家的____认可。

A. 一致 B. 一样

练习



练习

内容提示 重点词语 课文复述

文文小时候的情
况

乖乖女、刻苦、纪律、征求、
说了算

文文大学期间的
表现

规矩、主见、能干、独立、
出席、组织、目标

文文留学的决定 保送、面试、名牌、录取、
一致

妈妈的美国行 陌生、交换、身份、单独、
沟通、靠、鼓励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一位留学生读过本文后，在作业中这样写道：我的父亲不太管孩子，

所以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可我的一位朋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

本来大学毕业后想考公务员，不过她父母强迫她上研究生。她现在跟我一

起上课，可她觉得研究生的生活不太幸福，而且成绩不那么好……

对此，你有何感想？中国有句成语叫“望子成龙”，意思是父母都希望

自己的孩子将来都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他们在孩子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

望，并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但尊重孩子的意见，重视与孩子

的交流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

1、在学习问题上，你和父母有过争吵吗？

2、你和父母交流时候，你感觉你们是平等的吗？

3、当你遇到问题或犯了错误时，父母是怎么帮助你的？举例说明。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文化角

父母在世，不出远门，如果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



Thank you!



六级考试辅导——听力

一、一段话，回答一个问题。

1/ A  清晨面向太阳就知道方向

B   利用太阳的影子知道方向

C   面向东方站着就能知道方向

D   利用左右手可以判断方向



六级考试辅导——听力

二、一段话，回答几个问题。

1、 A  咖喱 B   羊肉

C   辣椒 D   螃蟹

2、 A   签协议书 B    去餐馆儿

C   去沿海城市 D    检查心跳

3、 A   头重脚轻的人 B    晕乎乎的人

C   心跳快的人 D    第一个做某事的人



六级考试辅导——阅读

一、句子是否正确。

A  北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艺术时代，它的首都就是现在的山西

大同，当时叫做平城。

B    他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他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工作三十多年，

对农业很有研究。

C   家庭和谐的直接表现就是安居乐业，只要安居才能乐业，日子

才能过得越来越好。

D    两年前，大约有600个校区为学生配备了笔记本电脑，现在

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一倍。



六级考试辅导——阅读

二、选词填空。

武术是大众艺术，不分________.武学永无止境，只有越练越精。夏练三伏

，冬练三九，习武贵在_____.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能文能武，这

是最好不过的希望。当然我们更希望传统无数在世界的________,也让更为

________的世界人民受益于武术。

A   男女老少 持之以恒 普及 广泛

B   津津有味 斩钉截铁 推广 广场

C   咬牙切齿 层出不穷 普通 广阔

D    潜移默化 循序渐进 普遍 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