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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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Cultural Note

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支教 交往 体贴 冠军温柔 热烈
空闲 培训 操心 承担艰巨 收获

外出的农民工和留守儿童

希望工程和志愿者



导入 Warm-up

在你跟父母（或孩子）的关系中，遇到过下列情况吗？

父母不让孩子

看电视，自己

却在看。

父母教育孩子

要诚实，自己

却说谎。

父母告诉孩子

要多帮助别人

，自己有时候

却怕麻烦不愿

意帮助别人。



启示

嚷

拿手

佳肴

异常

孩子无意间说的话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孩子们嚷着要去迪斯尼乐园玩儿。

尝尝吧，这些都是我的拿手菜。

桌子上摆满了诱人的美味佳肴。

在游乐场里，孩子们异常兴奋。

爽快 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生词 1生词 1



勤劳

十足

督促

打架

别扭

风度

听说好朋友要来家住，林林变得异常勤劳。

这个风度翩翩的男人，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林林虽然是女孩，却也绅士风度十足。

最近这孩子特乖，做作业都不用督促了。

他们兄妹俩从不打架，关系非常好。

你们怎么天天闹别扭？为什么不能好好儿相处？

绅士 这孩子穿得像个小绅士似的，真可爱。

生词 2



融洽

嫉妒

嘲笑

讨好

郑重

忽略

俩孩子不打架，不闹别扭，关系别提多融洽了。

女儿长大了，有时候会忽略我们，做自己的事情。

那些有才能的高人，往往成为世人嫉妒的对象。

你怎么可以嘲笑你的好朋友呢？

作为员工，做好工作最重要，不必总是讨好上司。

听到孩子们背后议论别人，
我郑重地和他们谈了一次。

亲密 两个孩子形影不离，非常亲密。

生词 2



听力练习

1. 林林的父母要出差，所以要住在天天家几天。

2. 两个孩子相处得异常亲密、融洽。

4. 两个小孩晚上在背后议论别人。

3. 天天来之后，林林天天睡懒觉。



林林和天天是同学。天天的父母要出差，想请我们帮忙照看几天女儿，

我和老公爽快地答应下来，有个孩子和我们的独生女朝夕相处，我们巴不

得呢！最兴奋的是林林，嚷着要用爸爸最拿手的美味佳肴欢迎天天来我家

，还提出，她的书桌可以和天天共用。看到女儿对伙伴热情无私，我和老

公别提多高兴了。

天天还没来，林林就变得异常勤劳，将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东西摆

放得整整齐齐，什么好事都想着天天。我家林林虽是女孩，却也绅士风度

十足。

课文-1



天天的到来，使我和老公的日子过得异常省心。两个孩子每天早上

不用叫就醒了，上学不用接送，做作业不用督促；她们不打架，不闹别

扭，关系别提多融洽了。看到女儿和天天这么亲密，大有忽略我们的趋

势，我和老公都有点儿嫉妒了。

这天晚上，两个孩子做完作业，开始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一个说

，我不喜欢王朵朵，她就喜欢跟穿得漂亮的同学一起玩儿，还老嘲笑别

人。另一个说我讨厌高春来，他最会讨好老师了......

课文-2



巴不得

动词——迫切盼望，用于口语

1、有个孩子和我们的独生女朝夕相处，我们巴不得呢！

2、就快到春节了，在外地打工一整年的他巴不得马上

回到老家和父母、孩子团聚。

3、我巴不得他们能真的和好，从此以后和和睦睦过日子。

语言点



1. 他不来太好了，我就希望他不来呢。
。

3. 我多么希望你来帮帮我呀，怎么会觉得你多事呢？

？

2. 有人请你玩儿你还不去？这样的好事我盼还盼不来呢。

。

用“巴不得”改写句子

练习



别提多……了

表示程度很深，不用细说。带有夸张的语气。

1、这个人办事，别提多负责了。

2、看到女儿对伙伴热情无私，我和老公别提多高兴了。

3、为了帮我的忙，把他累成那样，弄得我心里别提多过意不去了。

语言点



1. 听说女儿把这么好的工作给辞了，妈妈气坏了。
。

3. 联欢会上，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特别特别受欢迎。

。

2. 看到他们两个相处得这么好，我高兴极了。

。

用“别提多……了”改写句子

练习



用所给词语或结构改写句子

1.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非常兴奋，忍不住欢呼起来。（异常）

。

2. 他做得最好吃的菜是西红柿炒鸡蛋。（拿手）

。

3. 我的工作就是不断提醒食品厂加强卫生管理。（督促）

。

练习



用所给词语或结构改写句子

4. 这个老师很严格，谁不做作业都不行。（严厉）

。

5. 我非常希望能马上回家见到妈妈。（巴不得）

。

6. 这件事情太复杂了，我一个人根本处理不了。（别提多……了）

。

练习



想一想，下列词语之间有什么联系

女
女人、女士、女厕、女方、女生、女皇、女装、女性、

妇女、少女、美女、独生女、母女

无
无数、无边、无价、无声、无语、无法、无关、无私、无

悔、无望

醒 叫醒、吵醒、惊醒、推醒、睡醒

视
重视、忽视、轻视、环视、对视、相视、视觉、视线、视

而不见

热身



例：反问：询问 提问 疑问 问题

爽快：

打架：

亲密：

反驳：

热身



生词-3

当面

大伙儿

和睦

宽容

疑惑

附和

看到别人有缺点，应该当面说。

我批评孩子的时候，老公也在旁边附和：“……”

大伙儿共同努力，很快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同学之间应该和睦相处。

我们常常教育孩子对人要宽容。

孩子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说。



反问

启蒙

任

反驳

意识

瞬间

听完我的话，女儿一脸疑惑，反问道：“……？”

瞬间我们被他问得说不出话来。

家长是孩子重要的启蒙老师。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要不是孩子反驳，我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教育孩子时的错误做法了。

生词-4



实行

约束

鸦雀无声

严厉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这个老师对孩子们太严厉了。

想当好父母，首先要约束好自己的言行。

大家都不说话，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生词-5



我老公是个热心人，别人有事需要帮忙时，他总是

地答应；我老公也很 ，能原谅伤害过他的人，几乎跟

所有的人都能 相处；我老公还很 ，不管是挤汽车

，还是上电梯，都坚持女士优先，风度 ，我身边的朋

友都羡慕我找了个好老公。

我老公是个热心人，别人有事需要帮忙时，他总是

地答应；我老公也很 ，能原谅伤害过他的人，几乎跟

所有的人都能 相处；我老公还很 ，不管是挤汽车

，还是上电梯，都坚持女士优先，风度 ，我身边的朋

友都羡慕我找了个好老公。

和睦 绅士 宽容 十足爽快

练习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我和老公对视一眼，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学会了背后议论人。

我郑重地走到她们跟前，严肃地说：“看到别人有缺点，应该当

面说，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不好。”老公也在旁边附和：“大伙儿

要和睦相处，对人要宽容。”女儿却是一脸的疑惑，反问道：“

你们不是也有时候说，哪个朋友好相处，哪个朋友很自私吗？”

瞬间我和老公被问得说不出话来，屋子里鸦雀无声。

课文-3



人们常说，启蒙老师的重要性不可忽视，父母就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这话确实不假，可如果这次不是女儿反驳，我还

意识不到，我们自己的做法和对孩子的要求实行的是两套标准

，那便是对自己宽容，对孩子严厉。孩子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

啊。

说真的，这次是孩子给我上了一课：我深深地感到，想

当好父母，首先要约束好自己的言行。

课文-4



根据提示，简述课文主要内容

天天要来“我们”家，“我们”
全家的态度怎么样？

1. “我”和老公的态度：
2. 林林的态度：
3. 全家别提多……了。

天天到来之前，林林有什么变化
？

1. 变得异常......                         2. ……收拾得
......
3. ……摆放得……                    4. 什么好事都……

天天来了之后，两个孩子表现如
何？

早上......，上学......，做作业......，不……，不……，关
系......

两个孩子做错了什么？
父母怎样教育他们？

1. 一个说……，另一个说……
2. “我”严肃地说：“……”
3. 老公附和：“......”

孩子的疑惑是什么？
大人有什么做错了的地方？

1. 女儿反问：“你们不是也……吗？”
2. 两套标准：对自己……，对孩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想当好父母，首先要……

复述-4



1、天天还没来，林林就变得异常勤劳，

将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东西摆放得

整整齐齐，什么好事都想着天天。

2、女儿却是一脸的疑惑，反问道：“你们

不是也有时候说，哪个朋友好相处，哪

个朋友很自私吗？

3、我们自己的做法和对孩子的要求实行的

是两套标准，那便是对自己宽容，对孩

子严厉。

书面语 口语

将 把

道 说

便 就

即 就是

令 让

食 吃

语言点



1、在与林小雨的相处中，我发现她不仅爽快，还很健

谈，跟谁都能滔滔不绝，聊起来没完。

2、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饮茶的国家，种茶

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了。

3、他在信中写道：“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否能让你了解

我及我生活的全部，我们努力吧。”

写出与带点词语相对应的口语词

练习



人家 别人

人家/别人都这么说，可是我不相信。

（代词，都可以指说话人或听话人以外的人，不确指。）

李阳天天帮我复习功课，我要是考不

好，都对不起人家（指李阳）。

（可以确指某个人或某些人，大致等于“他”

或“他们”。）

你跑慢点儿行不行？人家跟不上。

（指说话人自己，等于“我”，多在女生撒

娇时使用。）

语言点



别人
前边说
过的人

说话人
自己

1. 我说了我的观点，可是人家都不同意。

2. 你老给小丽打电话，不知道人家喜欢不喜欢你啊！

3. 你把我的生日都忘了，人家能不生气吗？

4. 你昨天借了小王100块钱，今天别忘了还给人家。

下列句子中的“人家”指的是什么？在正确答案下打钩

练习



模仿例子，写出更多的词语

例：反问：询问 提问 疑问 问题

爽快：

打架：

亲密：

反驳：

作业



1. 这天晚上，两个孩子做完作业，开始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一个说，

我不喜欢王朵朵，她就喜欢跟穿得漂亮的同学一起玩儿，还老嘲笑别人

。另一个说我讨厌高春来，他最会讨好老师了。

刚一下课，他们就争论起来，一个说

，另一个说 。

2. 人们常说，启蒙老师的重要性不可忽视，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这话确实不假，可如果这次不是女儿反驳我，我还意识不到，我们自

己的做法和对孩子的要求实行的是两套标准，那就是对自己宽容，对孩

子严厉。

阅读语段，模仿造句

人们常说“有钱就有幸福”，这话确实不假，可如果

。

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