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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Cultural Note

小动物的大智慧

厌恶 倘若 承诺 草率 对抗 饶恕不料
不顾 挣扎 恰巧 未免缠绕 举世瞩目

化敌为友

负荆请罪



导入 Warm-up

下面的动物中，你觉得强大的是那些？弱小的是那些？
你认为老鼠可以战胜大象吗？如果可以，方法是什么？
下面的动物中，你觉得强大的是那些？弱小的是那些？
你认为老鼠可以战胜大象吗？如果可以，方法是什么？



厌恶

承诺

草率

盲目

饶恕

yànwù

chéngnuò

cǎoshuài

mángmù

ráoshù

他已经非常厌恶宠物这个角色。

保险公司承诺，发生事故认定后，一个星期内赔付。

公司的这个决定很草率，白白损失了大笔资金。

盲目地投资，会浪费大量金钱和精力。

他犯了件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很惭愧自责，不久他就自杀了。

倘若 tǎngruò 倘若你不能按期完成任务，我们会让其他人取代你。

强迫 qiāngpò 没有人强迫她必须这样做，但是她说他别无选择。

不料 búliào 我们本来周六去海边玩，不料刮起了台风，我们的计划泡汤了。

生词 1

厌倦了…的生活厌倦了…的生活厌恶 vs.厌倦厌恶 vs.厌倦



猛烈

愤怒

愚蠢

měngliè

fènnù

yúchǔn

让暴风雨吹得更猛烈些吧！

听到这个消息，他愤怒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知识水平，少范愚蠢的错误。

蔑视 mièshì 他自以为了不起，常常以蔑视的眼神看待别人。

流氓

挑战

可恶 kěwù

liúmáng

tiǎozhàn

随地乱扔垃圾，公共场合吸烟都是令人可恶的行为。

耍流氓是一种众人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

全球气候变暖让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生词 2



模仿组词

例：毫无： 毫不 毫厘 丝毫 分毫

发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猛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眼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夕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乘机

动词——坐飞机

我们准备乘机前往上海参加足球比赛。

1. 这次出差去北京，我们可以乘机游览一下长城。

2. 这天，大象正在吃树叶，老鼠乘机跑进大象的鼻子中，准备实施他的计划。

3. 因为一些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让犯罪分子乘机钻了空子。

语言点

副词——利用机会



练一练：改写句子

（1）当人抵抗力下降的时候，病毒就会利用这一机会进入人的身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几日里，老人们一边品尝美酒，一边唱歌跳舞，青年男女则利用这一机会

谈情说爱，寻找自己的伴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对方守门员救球脱手，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攻入一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料

连词——表示“想不到”： …预期… ，“不料”想不到的情况。
常与“却，竟，竟然，倒，还”连用

1、我只想和她开个玩笑，不料她却生气了。

2、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下个星期就去旅游，不料他竟然病倒了。

语言点

3、老鼠乘机跑进大象的鼻子中，准备实施他的计划。

不料，刚进去，大象痒的难受，猛烈地打起了喷嚏。



练一练：完成句子

（1）早上天气还好好的，不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考试前我准备得特别充分，不料题目太多，______________。

（3）我想在这个公司好好干，不料，刚来一个月，_____________。



听课文，判断正误

1. 老鼠讨厌山神，想摆脱他。

2. 动物世界里，大象最强大，老鼠必须战胜它才可以去世界走走看看。

3. 老鼠很聪明，它跑进大象耳朵，让大象求饶。

听力

4. 大象鼻子痒，一个喷嚏把老鼠射出很远，老鼠的计划失败了。

5. 大象很生气，想要踩死小老鼠。



老鼠是山神的宠物，它厌倦了宠物的生活，也很厌恶宠物这个角

色，于是向山神请假，要求到动物世界走一回，心想一定要找机会证

明一下自己的实力。山神说：“动物世界中，大象是最强大的，倘若

你还想回来，必须战胜大象，否则，你就永远留在动物世界吧。”老

鼠答应了山神的条件，并暗自把挑战目标定为了大象。

老鼠一来到动物界，便发觉它对山神的承诺是那么草率，它是那

么弱小，丝毫没有对抗大象的力量，但老鼠还是决定尝试一下。

课文-1



它想，我太小了，不可以盲目行动，但我可以乘大象不注意，进

到大象鼻子里去，大象不能喘气了，就得请求我饶恕，我就可以强迫

它认输。

这天，大象正在吃树叶，老鼠乘机跑进大象的鼻子中，准备实施

它的计划。不料，刚进去，大象痒得难受，猛烈地打起喷嚏，老鼠像

子弹一样被射了出来。大象用蔑视的眼光盯着它，愤怒地说：“你这

个愚蠢的家伙，太可恶了，下次再耍流氓，我一定踩扁了你。”从此

老鼠再也不敢挑战大象了。

课文-2



老鼠相当普通的动物，山神对老
鼠提出了什么条件？

1) 倘若……战胜大象

2) 否则……

简述

老鼠的第一次尝试成功了吗？ 进入大象鼻子、打喷嚏、像子弹一样被射出来

大象的反应是什么？ 蔑视、愤怒、愚蠢、可恶、踩扁



复述

老鼠____了宠物的生活，想去____逛逛。山神说：____想回来，必须____大象

,否则______。

老鼠来到动物世界，____承诺多么____。它太___,无法____大象。但也可以

____一下。它想钻进大象的___,让它不能____,然后______它认输。

说一说：
你有过现实和计划不一样的事情和经历吗和我们分享分享？

参考词汇： 不料 想不到 愤怒 再也不 草率 盲目

这天，老鼠____大象鼻子，被大象_____射了出来，大象______，说要踩扁他。

老鼠______再也不敢______大象了。



















辨析

恰巧 正好

共同
点

都可以表示时间刚好吻合，某个条件碰巧一致。

如：我离开北京的那一天，恰巧/正好是他到达北京的日子。

不同
点

副词，侧重时间、条件，重人“偶

然凑巧”

副词，除了时间、条件外，还指空间、体积、

数量的巧合，重在合适。

如：1)我赶到上海找他时，他却
恰巧出差了。

2)我正愁没人帮忙，恰巧老
王来了。

如：1)交了房租剩下的钱正好留着交学
费。

2)两个人一间，我们十个人，正好
是五个房间。

只作副词，不能单说或者做谓语。 形容词，可以单说或者单独做谓语。

如: 我去的时间恰巧。(×) 如： 1）你来的正好，我们刚开始吃
饭。

2） A：这件衣服你穿怎么样？
B：正好。



判断正误

（1）这块布正好够做一件衬衫，一点儿也不浪费。 （ ）

（2）这场雨下得恰巧，及时缓解了土地的干旱问题。 （ ）

（3）朋友来北京看我，可我恰巧没空儿，真遗憾。 （ ）

（4）A：你觉得水温怎么样，合适吗？ （ ）

B：正好，不冷也不热。



选词填空

愤怒 留神 摆脱 对抗 愚蠢

《猫和老鼠》是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看的动画片，它讲了一只聪明的

老鼠跟猫_____的故事。每次小老鼠都能_____猫的追赶，一不_____,

猫还会上老鼠的当，被老鼠笑话一番，猫虽然很_____,却也没有办

法。小老鼠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______的猫。



毫无 强迫 倘若 耗费 厌恶

我们的态度会决定做事情的心情。______ 你对一件事_____兴趣，

那么有人_____你做时，你会觉得痛苦和_____。而如果是你感兴趣的

事情，无论_____多少时间和精力，心里也都是快乐的。

选词填空



模仿造句

动物世界中，大象是最强大的，倘若你还想回来，必须战胜大

象，否则，你就永远留在动物世界吧。

没有人轻轻松松就能取得成功，倘若_____________,必须

___________,否则，_____________________。



扩展阅读 fù jīng qǐng zuì

战国时候，有七个大国，它们是秦、齐、楚、燕、韩、赵、魏，历史上称为

“战国七雄”。这七国当中，又数秦国最强大。秦国常常欺侮赵国。有一次，赵王

派一个大臣的手下人蔺相如到秦国去交涉。蔺相如见了秦王，凭着机智和勇敢，给

赵国争得了不少面子。秦王见赵国有这样的人才，就不敢再小看赵国了。赵王看蔺

相如这么能干。就封他为“上卿”(相当于后来的宰相)。

赵王这么看重蔺相如，可气坏了赵国的大将军廉颇。他想：我为赵国拼命打仗

，功劳难道不如蔺相如吗?蔺相如光凭一张嘴，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地位倒比我

还高!他越想越不服气，怒气冲冲地说：“我要是碰着蔺相如，要当面给他点儿难

堪，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负荆请罪
wèi

wǔ

lìn

liánpō

kān

shàngqīn zǎi xiàng



扩展阅读

廉颇的这些话传到了蔺相如耳朵里。蔺相如立刻吩咐他手下的人，叫他们

以后碰着廉颇手下的人，千万要让着点儿，不要和他们争吵。他自己坐车出门

，只要听说廉颇打前面来了，就叫马车夫把车子赶到小巷子里，等廉颇过去了

再走。

廉颇手下的人，看见上卿这么让着自己的主人，更加得意忘形了，见了

蔺相如手下的人，就嘲笑他们。蔺相如手下的人受不了这个气，就跟蔺相如说

：“您的地位比廉将军高，他骂您，您反而躲着他，让着他，他越发不把您放

在眼里啦!这么下去，我们可受不了。”

déyìwàngxíng



扩展阅读

蔺相如心平气和地问他们：“廉将军跟秦王相比，哪一个厉害呢?”大

伙儿说：“那当然是秦王厉害。”蔺相如说：“对呀!我见了秦王都不怕，难

道还怕廉将军吗?要知道，秦国现在不敢来打赵国，就是因为国内文官武将一

条心。我们两人好比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要是打起架来，不免有一只要受

伤，甚至死掉，这就给秦国造成了进攻赵国的好机会。你们想想，国家的事

儿要紧，还是私人的面子要紧?”



扩展阅读

蔺相如手下的人听了这一番话，非常感动，以后看见廉颇手下的人，都

小心谨慎，总是让着他们。蔺相如的这番话，后来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

颇惭愧极了。他脱掉一只袖子，露着肩膀，背了一根荆条，直奔蔺相如家。

蔺相如连忙出来迎接廉颇。廉颇对着蔺相如跪了下来，双手捧着荆条，请蔺

相如鞭打自己。蔺相如把荆条扔在地上，急忙用双手扶起廉颇，给他穿好衣

服，拉着他的手请他坐下。蔺相如和廉颇从此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

一文一武，同心协力为国家办事，秦国因此更不敢欺侮赵国了。



扩展阅读

“负荆请罪”也就成了一句成语，表示向别人道歉、承认

错误的意思。



回答问题

（1）战国时期，有几个大国，被称为什么？

（2）蔺相如为赵国赢得了面子，谁不高兴了？

（3）面对廉颇的挑衅，蔺相如是如何应对的？

（4）最后，廉颇听了蔺相如的话，感到怎么样？做了什么举动？

用200字左右简述上述故事

战国时期 交涉 聪明才智 赢面子

凭什么 不服气 难看 吩咐 不争吵
心平气和 要紧 小心谨慎 惭愧



作业
缩写成400字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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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缩写成400字的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