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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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s&Notes

Application

Cultural Note

你觉得父母做得对不对？

和蔼 和气 慈祥 脱离 诱惑 孤独 恨不得
酝酿 埋怨 规划 无精打采 欣慰 热泪盈眶

外出的农民工和留守儿童

希望工程和志愿者



帮孩子做所有的事情
为了了解孩子，
偷看孩子的日记

让孩子分担家务
假期让孩子去打工
赚自己的零花钱

对孩子的事情不闻不问
孩子做错了事情，
打骂孩子

导入 Warm-up

中国有句俗话：“打是亲，骂是爱”，你能理解吗？
下面这些事情中，你觉得父母做得对不对？为什么？



和蔼

慈祥

跨

自主

甭

hé'ǎi

cíxiáng

kuà

zìzhǔ

béng

祖父母对孩子们的态度总是非常和蔼。

他是位慈祥的老人。

他在跨进大学校门之前，从没离开过家。

这个学校的老师可以根据情况自主决定用什么教材。

甭听他吹牛，他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和气 héqi 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和和气气地聊天。

脱离 tuōlí 高中时，我总梦想着有一天可以脱离父母，独立生活。

诱惑 yòuhuò 独立生活曾经对我具有巨大的诱惑。

生词 1



包围

恨不得

跟前

bāowéi

hènbude

gēnqián

幸福的感觉包围着我。

终于放假了，同学们都恨不得马上飞回家。

在父母跟前，我们永远都是孩子。

感染 gǎnrǎn 孩子们的快乐感染了这里的每一个人。

哭鼻子

片刻

步伐

孤独 gūdú

kū bízi

piànkè

bùfá

第一次离开家，心里的孤独感一下子就跑了出来。

开始时很多同学会因为想家而哭鼻子。

一放假，学生们就片刻不停地往家赶。

春节期间，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回家的步伐。

生词 2



恨不得

动词——表示急切地盼望做成某事，多用于实际做不到的事情

1、工作忙的时候，她恨不得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

2、他累坏了，恨不得一下子倒在床上，谁上三天三夜。

3、回家的快乐和被亲情包围的幸福感染了我，

我也恨不得马上飞到父母跟前，与他们团圆。

语言点



1. 听到这个消息，他难受得不得了，恨不得 。

3. 我又看了看表，它好像根本就没往前走，我真恨不得

把表 。

2. 他饿极了，恨不得 。

用“恨不得”完成句子

练习



听课文，判断下列句子正误

1. “我”的父母对我的态度很和蔼，说话也和气，我不想离开家。

2. 上大学以后，到了假期，“我”就特别想马上回家和父母团圆。

3. 父母让“我”假期的时候不要回家，因为他们太忙，没时间照顾“我”。

听力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父母感情和睦，很少吵架，他们

对我态度和蔼，说话和气，目光中都充满着慈祥。他们和我身边所有

父母一样，给我很多宠爱，我也和身边所有的孩子一样，在跨进大学

校门之前，从没有离开过家，独立自主的能力就更甭提了。脱离父母

，独立生活对我具有巨大的诱惑，让我无比向往。

课文-1



几年以后，我终于在别的城市上了大学。第一次离开家，心里的

孤独感一下子跑了出来。记得刚开学的时候，宿舍里的同学一给家里

打电话就哭鼻子，每到节假日，大家更是片刻不停地往家赶。有同学

回趟家要坐一夜的火车，这也阻挡不了大家回家的步伐。回家的快乐

和被亲情包围的幸福感染了我，我也恨不得马上飞到父母跟前，与他

们团圆。

课文-2



“我”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
？

1. 父母感情......
2. 父母对我的态度......
3. 我的独立能力......

上大学后，“我”想家的感受
是什么样的？

1. 心里的孤独感......                         
2. 别的同学......
3. 我也恨不得......

简述



复述

我生活在一个____的家庭，他们______,和大家一样，给
我_____,在我上大学前，我没______。 脱离父母，_____,对
我有很大的______。

几年后，我上大学了，第一次离家，我很_____,刚开学
，舍友____,放假都______。即使很远，_____。他们____了
我，让我也________。

说一说：描述一下你的家庭？
你的第一次独立生活的经历，有什么感受？

参考词汇：
和睦 欢乐 充满着爱 疼爱 慈祥 吃苦 独立生活
孤独 想家 哭 归心似箭 团圆



酝酿

反常

埋怨

体谅

规划

刹那

yùnniàng

chànà

fǎncháng

mányuàn

tǐliàng

guīhuà

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酝酿了好久了。

母亲的不理解使我的热情刹那间全部消失了。

地震前，动物的行为很反常。

出了问题不要互相埋怨，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不要因为小事吵架。

你打算如何规划自己以后的人生？

生词 3

V. To brew,to ferment,
to deliberate

n. instant,split second

adj. unusual,abnormal

v.To complain,to blame 

V.To show understanding 
and sympathy,to make 
allowances

V.To plan



熬

寂静

难得

心疼

掩饰

漫长

áo

màncháng

jìjìng

nándé

xīnténg

yǎnshì

我不知道怎么熬过这个无聊的假期。

很多动物会冬眠，度过漫长的冬季。

假期的校园寂静得很。

你难得休息一天，就不要去爬山了吧。

一年没见，母亲第一眼看到我时，脸上满是心疼。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他，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

生词 4

V. To endure,to hold out

Adj.very long,endless

Adj. quiet,silent

Adj. hard to come by,rare

v. To cover up,to conceal

v. To feel painful



隐瞒

欣慰

本事

皱纹

顿时

yǐnmán

xīnwèi

běnshi

zhòuwén

dùnshí

看他的样子，总感觉他对我隐瞒了什么。

看到孩子这么懂事，父母感到非常欣慰。

父母总是教育孩子长大要做个有本事的人。

我们长大了，父母额头上的皱纹却更深了。

看到自己的成绩后，他顿时高兴得跳了起来。

唠叨 láodao 小孩子常常受不了长辈的唠叨。

无精打采

热泪盈眶

wújīng-dǎcǎi

rèlèi yíng kuàng

你今天看起来无精打采的，昨晚没休息好吗？

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得热泪盈眶。

隐瞒

欣慰

本事

皱纹

顿时

唠叨

无精打采

热泪盈眶

V. To hide,to conceal

V. To chatter,to be garrulous

adj. gratified,satisfied

n. ability,capability

n. wrinkle

One’s eyes brimming with 
tears

Listless,in low spirits

adv. at once,instantly

生词 5



作业
模仿例子，写出更多的词语

例：和蔼：和睦 和气 和平 心平气和

脱离：

无比：

吃苦：

顿时：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练习

最近我的朋友小李有些 每天都 的，他以

前可是非常开朗的啊。我 担心起他来。于是我找了个机会

跟他说：“如果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千万别 ，告诉我，我

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吧！”听了我的话，小李感动得 。

最近我的朋友小李有些 每天都 的，他以

前可是非常开朗的啊。我 担心起他来。于是我找了个机会

跟他说：“如果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千万别 ，告诉我，我

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吧！”听了我的话，小李感动得 。

无精打采 隐瞒 热泪盈眶 不由得反常



课文-3

假期终于要到了，我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准备回家。母亲

却说，近来他们比较忙，要没什么事，就甭回来了，在学校看看书，

或找份兼职做做。母亲的话使我酝酿已久的恋家情绪刹那间就没有了

，我无法理解父母的反常，心中暗暗埋怨父母不体谅我。无精打采了

几天之后，我不得不开始规划怎样熬过漫长的假期。

假期的校园寂静得很，我在图书馆看书，给杂志社写稿件，发现

在难得的寂静中工作是那么美好。



大学三年级，我回了趟家。母亲第一眼看到我时，脸上满是心疼，但瞬间

那情绪就被她掩饰起来，我心中飞快地闪过一丝疑惑：他们在隐瞒什么呢？

那晚，我躺下怎么也睡不着，半夜听到母亲还在跟父亲唠叨：“孩子比在

家时瘦多了，肯定是吃苦了，可她的变化还是挺让咱们欣慰的。”接着是父亲

的声音：“总有一天她会明白的，不吃苦，怎么长本事？社会不需要只会享福

的人。”

我悄悄走出卧室，看到灯光下父母不舍的目光、头上新增的白发和眼角越

来越深的皱纹，顿时什么都明白了，不由得热泪盈眶。

课文- 4



假期到来时，父母给“我”什
么建议？“我”能理解吗？

“我”回家后知道了什么真相？
1. 总有一天……,不……,怎么……
2. 我……明白了，……

假期到来时，父母给“我”什
么建议？“我”能理解吗？

1. 要没什么事，就……,在学校……,或找份……
2. 我无法……,心中暗暗……

“我”的假期是怎么度过的？ 1. 在图书馆……
2. 给杂志社……

简述



1、李朋带病上场参加比赛了，我不由得有些担心。

2、书中描写的情景，让我不由得回想起和圆圆谈恋爱

时的幸福和快乐。

3、我悄悄走出卧室，看到灯光下父母不舍的目光、

头上新增的白发和眼角越来越深的皱纹，顿时

什么都明白了，不由得热泪盈眶。

简述

不由得

副词——表示控制不住自己，忍不住。

上下文多有不能抑制的原因。

常用格式为“不由得+动词短语/主谓短语”



1. 山路窄窄的，还不平，车开得飞快，我们坐在车上难免有些担心。

。

3. 表演太精彩了，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

2. 第一次上台，我的心里不免有些发慌。

。

用“不由得”改写句子

练习



用所给词语完成句子

1. 我喜欢旅行， 。（向往）

2. 那家饭馆的环境很不好，顾客们 。（埋怨）

3. 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 。（不由得）

4. 中秋节，全家团圆在一起，妈妈 。（无比）

5. 一天没吃饭，我饿坏了 。（恨不得）

6. 他丢了工作，但怕妈妈担心，所以 。（隐瞒）

练习



话题讨论

一天，弟弟在郊游时脚被尖利的石头割破，到医院包扎后，一个同学送他回家

在家附近的巷口，弟弟碰见了爸爸。于是他一边翘起扎了绷带的脚给爸爸看，一

边哭丧着脸像他诉苦，原本以为会收获点同情和怜爱。不了爸爸并没有安慰他，知识

简单交代了几句，便自己走了。

弟弟很伤心，很委屈，也很生气，他觉得爸爸一点也不关心他，在他大发牢骚的

时候，有个同同学笑着劝道：“别生气，大部分老爸都这样，其实他很爱你，只是不

善于表达。不信你看，等会儿你爸爸走到前面拐弯的地方，他一定会回头看你。”弟

弟半信半疑，其他同学也很感兴趣。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站在那儿注视着

爸爸园区的背影。



话题讨论

爸爸依然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他回头。课时当他走到拐

弯处，就在他侧身拐弯的一刹那，好像不经意似的瞧瞧回过头来，很快的瞟了弟弟一

眼，然后才消失在拐角处。

虽然这一切只发生在一瞬间，但却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弟弟的眼睛里还闪着泪

花。当弟弟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很久以来，我都在寻找一个能

代表父爱的动作，现在终于找到了，那就是——拐弯处的回头。

说一说：1.简述一下这个故事？
你生活中有这类似的经历和感受吗？



1. 记得刚开学的时候，宿舍里的同学一给家里打电话就哭鼻子，

每到节假日，大家更是片刻不停地往家赶。回家的快乐和被亲情包

围的幸福感染了我，我也恨不得马上飞到父母跟前，与他们团圆。

记得 的时候，我一 就 ，

每到 ，我更是 。那些下班后急忙忙赶回家

的人们感染了我，我也恨不得 。

阅读语段，模仿造句

作业



2. “孩子比在家时瘦多了，肯定是吃苦了，可她的变化还是挺让咱们欣

慰的。”接着是父亲的声音：“总有一天她会明白的，不吃苦，怎么长

本事？社会不需要只会享福的人。”

他现在开着豪华汽车，全身上下都是名牌，肯定是 ，

可 。

作业



学完了这篇课文，请想一想，父母对孩子的爱只是简单的爱吗？有时候父

母的做法可能孩子不理解，但其实都是对孩子的爱。你跟父母之间有这样的故

事吗？

请以“父母给我的爱”为题，写一篇不少于300字的文章。

文章中请写清楚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怎样通过这件事情感受到了父

母之爱。

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