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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Cultural Note

你对“盲人摸象”的理解

坐井观天

成语盲人智慧分别寻找

盲人摸象



导入 Warm-up

请先想一想这个故事要说明什么道理？



成语

象

智慧

分别

寻找

摸

chéngyǔ

mō

xiàng

zhìhuì

fēnbié

xúnzhǎo

n. idiom, set phrase

v. to touch, to feel, to strok

n. elephant

n. wisdom

adv. Respectively, separately

v. to look for, to seek

盲人 mángrén n. blind person

生词 new words

盲人摸象



请用前面学过的七个词说一段话，开头已给出……

这是一个成语故事：很久很

久以前，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国

王……

练习 1



胡说

墙

扇子

片面

绳子

húshuō

shéngzi

qiáng

shànzi

piànmiàn

v. to talk nonsense

n. rope

n. wall

n. fan

adj. one-sided

尾巴 wěiba n. tail

生词 2

结论 jiélùn n. conclusion

反义词：全面



胡说：你不要胡说！

扇子：大象的耳朵像一把扇子。

片面：你们的认识都是片面的。

墙： 我觉得像一面墙。

尾巴：大象的尾巴像一条绳子。

例句

结论：只有片面的认识是不能下结论的。



Words

墙

尾巴

绳子

扇子

盲人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课文

很久以前，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国王。一天，他让士兵们去找一头大象和

一些出生时眼睛就瞎了的人回来。士兵们分别去不同地方寻找，把找到的大

象和盲人带到他面前。

国王教盲人们去摸一摸大象，问他们：“你们觉得大象是什么样的呢？”
摸到牙齿的盲人说：“我觉得像一个角。”“胡说！”摸到尾巴的盲人说，“它像
一条绳子。”摸到大象身子的盲人说：“我觉得像一面又高又平的墙。”“不，
你们都错了，应该是像一把扇子。”这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
国王笑了起来：“你们每个人都只摸到了一点，就认为自己了解全部了吗

？只有片面的认识是不能下结论的。”



问题

国王叫士兵去找什么？

摸到牙齿的人认为大象像什么？

摸到耳朵的人觉得大象像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看问题。

内容提示 重点词汇 课文复述

盲人摸象 瞎、分别、摸、
片面、结论



瞎

动词——眼睛看不见

1、聪明人用双手挡住了马的眼睛，对那个人说：“要是
这马是你的，你一定知道马的哪只眼睛是瞎的。”

2、一天，他让士兵们去找一头大象和一些出生时眼睛就

瞎了的人回来。

语言点 1



瞎

副词——表示没有理由、没有根据或没有效果地做某事

1、别听他瞎说，不用害怕。我们不会这么倒霉的。

2、他自己的问题，他会想办法的，你就别替他瞎担心了。

语言点 1



瞎

（1）___________,但她的脸上总是有美丽的微笑。

（2）A:刚才的考试你考得怎么样？我有好几个题不会做。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你少跟他打交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练习1



分别

动词——离别

1、分别是暂时的，我们以后一定会再见。

2、从毕业到现在，我们已经分别20年了，一直都没有联系。

语言点 2



分别

副词——分头、各自

1、我分别找两个人打听了这件事，他们的说法都是一样的。

2、士兵们分别去不同地方寻找，把找到的大象和盲人带到他面前。

语言点 2



分别

副词——表示细数每一个

1、一张桌子上放着三瓶饮料，分别是茶、可乐和咖啡。

2、谈到对目前工作 不满意的地方，39.1%的被调查者认为休息

时间太少，发展慢、工资太低分别占20.3%和20%。

语言点 2



分别

名词——区别、不同的地方

1、我不知道这两种做法有什么分别。

2、这两张照片的分别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语言点 2



1. 时间过得真快， 。

3. A：我们有三年没见面了吧？

B： 。

2. A：快放寒假了，你们假期有什么打算？

B： ？

用“分别”完成下列句子或对话：

(分别—动词)

(分别—副词)

(分别—名词)

练习 2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背景分析：

射箭的时候，我们要对准目标。这个目标，在古代叫做“

的”，也就是我们见说的“目的”的“的”；而箭，在古代叫做“

矢”（shǐ：arrow）。连起来就是成语“有的放矢”。告诉我

们，确定目标也很重要，有目标才能有收货。

1、你学习过射箭吗？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容易射中目标？

2、在学习、工作或者生活中，我们应该同样需要目标，你的

目标什么？

3、你觉得给自己确定怎么样的目标才是 合适的？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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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Cultural Note

“有的放矢”和目标的重要性

坐井观天

将军善于 不要紧 忽然 全神贯注

忽然VS突然

一箭双雕



导入 Warm-up

看图，你能说一说图中的故事吗？



生词

将军

连续

全神贯注

jiāngjūn

quánshén guànzhù

liánxù

n. (military rank) general

to concentration, 
to be absorbed in

v. to be continuous, 
to be in succession

支 zhī m. used for long, thin, 
inflexible objects

杆 gǎn n. pole, shaft

金属 jīnshǔ n. metal
金银铜铁

箭杆 枪杆

练习射击

一支箭一支笔

唉 ài
哎 āi

int. sighing sound indicating sadness
or regret

int. used to express surprise
or dissatisfaction



善于

姿势

尽（力）

反应

不要紧

shànyú

bú yàojǐn

zīshì

jǐn(lì)

fǎnyìng

v. to be good at

it doesn’t matter

n. pose, posture

v. to try one’s best 

v./n. to react; response

忽然 hūrán adv. suddenly

确定 quèdìng v. to confirm, to make sure

打猎 dǎ liè v. to go hunting

生词

善于沟通 善于合作

摆好姿势 姿势优美

反应迅速

无法确定 确定无误



1.每天我一回家，可爱的小狗就 着尾巴

冲我跑过来。

2. 对我们提出的意见，老板还没有做出 。

3. 我真的需要休息了，我已经 工作

20个小时了。

4.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们看看行不行。

A. 反应

A. 摸 B. 摇

B. 反映

A. 继续 B. 连续

A. 唉 B. 哎

练习 1 

选词填空



Words

碎

全神贯注

善于

摆

连续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西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将军叫李广，他善于骑马射箭，作战勇

敢，被称为“飞将军”。一天傍晚，他正带着士兵们在山中打猎，忽然

发现远处蹲着一只大老虎。士兵们都紧张地围了上来，想要保护他。

李广摇摇头，表示不要紧。只见他从箭袋里取出一支箭，摆好姿势，

全神贯注，用尽全力向老虎射去。

重点词语：将军、善于、打猎、蹲、不要紧、全神贯注

课文-1



过了一会儿，老虎没什么反应，士兵们小心地走上前去，想确定它是不

是死了。没想到仔细一看，被射中的竟不是老虎，而是一块形状很像老虎的

大石头，而且一整支箭几乎全都射到石头中去了！大家都很吃惊，连李广自

己都不相信他能有这么大的力气，于是他想再试试。可是，这次他连续换了

几根箭，都没能再射进去，有的箭头碎了，有的箭杆断了，而大石头一点儿

变化也没有。“哎，怎么会这样？”士兵奇怪地你看我，我看你。“唉！大概是

我不够用心了吧！”李广也无奈地说。

重点词语：反应、确定、竟不是、吃惊、连续、无奈

课文-2



听课文，判断下列句子正误

1. 东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将军叫李广。

2. 李广打猎时用箭射死了一只老虎。

问题

4. 李广射的箭非常有力，无人能比。

5. 李广射的箭已经进入石头里面了。

3. 一只老虎躲在石头后面。



人们对这件事情感到很不解，就去问当时 有影响力的学者扬

雄。扬雄回答说：“如果诚心实意，即使像金属和石头那样硬的东西

也会被打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成语也便由此流传下来。

你明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是什么意思了吗？

课文-3



根

名词——植物在土里向下生长的部分

1、这棵树的根又粗又长。

2、这种植物的根下雨时会大量吸水，从而满足自身的需要。

语言点 1



根

名词——事物的基础

1、你这颗牙连牙根都坏了，平时难道不疼吗？

2、这件事还是得从根上解决，只解决表面问题是不行的。



根

量词——用于细长的东西

1、摸到尾巴的盲人说大象像一根绳子。

2、可是，这次他换了几根箭，都没能再射进去。



便

副词——就，常用于书面语

1、楼上新买了一架钢琴，我们家便多了一些不安静.

2、我老公一回家便什么事都不做，倒头就睡。

语言点 2



1. 植物靠 。

3. A：你今天去超市主要想买什么？

B： ？

2. 第一次用筷子的时候， 。

根—名词

根—量词

根—量词

练习 2 



1.他刚出门，发现没带钥匙，就转身回去拿。

他刚出门，发现没带钥匙， 。

3. 如果我们坚持原来的想法，这个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如果我们坚持原来的想法， 。

2. 朋友不停地给她介绍男朋友，但是每次不是她不喜欢别人，

就是别人不喜欢她。

朋友不停地给她介绍男朋友，但是每次 。

用“便”改写句子



忽然 突然

我们正在上课，他忽然/突然站了起来。

（忽然/突然+ V.   表示很快发生、没想到）

一天傍晚，他正带着士兵们在山中打

猎，忽然发现远处的草丛中蹲着一只大

老虎。

（Adv. ，忽然+V./ Sentence）

这件事太突然了！

(adj., predicate)

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了！

（adj.complement）

这突然的一声喊叫吓了我一跳。

（adj.，attribute）

语言点 2



1、他抱着小狗走到门口， 想起妈妈不允许他在家里养小
动物。

2. 消息来得太 了，我完全没有准备。

3. 这是一个 的变化，我们谁也没想到。

4. 有个铁路工人 就辞了职，买帆船出海了，你听说了吗？

选词填空

忽然 突然

练习 3 



1. 那个孩子看他的妈妈不理他， 不再哭了。

2. 刚买回来的鲜花 在桌子上，漂亮极了。

3. 老板看了一下合同，然后 头表示不同意。

4. 我的好朋友因为长得特别漂亮，人也聪明，所以被 为校花。

5. 听到这个消息，他的手抖了一下，玻璃杯掉到地上摔 了。

6. 一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尾巴，所以他觉得大象像一 绳子。

7. 狮子悄悄地 在那匹斑马后面的草丛里，等待机会。

练习 4 

根 蹲 摆 杆 碎 称 便 摇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背景分析：

射箭的时候，我们要对准目标。这个目标，在古代叫做“

的”，也就是我们见说的“目的”的“的”；而箭，在古代叫做“

矢”（shǐ：arrow）。连起来就是成语“有的放矢”。告诉我

们，确定目标也很重要，有目标才能有收货。

1、你学习过射箭吗？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容易射中目标？

2、在学习、工作或者生活中，我们应该同样需要目标，你的

目标什么？

3、你觉得给自己确定怎么样的目标才是 合适的？



文化角

坐井观天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