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见原来的我



1

2

3

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是同一个人吗？

更新 掩盖 确信 出现 阐述 推测 譬如
触犯 惩罚 忧郁 移植 翻天覆地各抒己见

邯郸学步



导入 Warm-up

你思考过这样的哲学问题吗：“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是同一个人吗？”

下列观点你同意哪一个？

你思考过这样的哲学问题吗：“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是同一个人吗？”

下列观点你同意哪一个？

不管你变化了多少，始终只有一个你。

以前的你跟现在的你并不是同一个人。

人的思想最重要，本体并不是最重要的。



生词 1

婴儿

酒窝

蹦

跌

疤

更新

初生婴儿喜欢白天睡觉，晚上玩儿。

这套新教材的内容，大部分已经更新了。

她笑了，两个可爱的小酒窝显得如此甜美。

不要在家里蹦来蹦去的。

跌倒了不要哭，要马上站起来。

5岁那年我跌倒了，脸上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疤痕。

翻天覆地 过去的十年，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掩盖 她虽然没有说什么，却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



生词 2

比喻

呈现

固有

阐述

确信 quèxìn

bǐyù

chéngxiàn

gùyǒu

chǎnshù

你确信这封信不是你写的吗？

一针一线比喻极微小的东西。

节日里到处呈现出一片祥和欢乐的气氛。

糖能溶于水，这是它固有的特性。

辩论会上，每个人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陈述 chénshù 我向老师详细陈述了事情的经过。

见解 jiànjiě 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他总是见解独特。



推测

譬如

演变 yǎnbiàn

tuīcè

pìrú

人类历史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发展的过程。

这个结论只是小王的推测。

健身的方法很多，譬如散步、长跑、打太极拳等。

生词 3



模仿组词

例：就职： 辞职 兼职 职业 职务

确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呈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阐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演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而言

表示从某人、某事的角度来看。用于书面。
口语常说：“对......来说”，“对......说来”

语言点

（一）

1、对今天的中国而言，经济发展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对年轻的我们而言，面对困难是件快乐的事情——那意味着挑战。

3、你用电脑生成了一张你50岁时的图片，对你而言，就像看一个

陌生人。



练一练：完成句子

1. 对母亲而言， 。

3. ，不看那场球，简直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2. 对年轻人而言， 。



听课文，判断正误

1. 如果有一天，你再看你儿时的照片时，你已经无法辨别你自己了。

2. 出生之后，我们的皮肤已经被更新了130多次了。

3. 我们的大脑，从小到大都不会变化，重量是不会变的。

听力

4. 特拉克利特认为，人就像河流，不断更新，未来的你已经不是你。

5. 大卫·休谟认为我们的思想不断更新，我们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们了。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自己婴儿时期的一张照片，你能认出自己吗？

也许你会一下子认出自己，因为你觉得你一直都是你，但实际上，从拍照片的那

一刻起，你的身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你的皮肤自你出生以来已经

被更新130多次了。你的酒窝不见了，5岁那年，你从高处往下蹦，跌倒了，脸上留

下的疤痕掩盖了它。你的大脑已经比拍照时增加了2~3倍的重量。

如果你确信你就是你，不管怎样变化，那么，照片上的婴儿到底是不是你？是现

在的你，还是一个不同的过去的你？如果是过去的你，那么，有多少个过去的你？是

不是还会有更多的不同的你？你用电脑生成了一张你50岁时的图片，对你而言，就像

看一个陌生人。

课文-1



有关本体的问题，困扰了哲学家2500多年。什么是本体？这里说的本体就是

我们的思想或身体。赫拉克利特把自我比喻为一条河，河流流动时会呈现出不同的

状态，但它始终是固有的那条河。他将自己的观点阐述为：不管你变化了多少，始

终只有一个你。

大卫·休谟不同意“连续的自我”的观点。他是这样陈述自己的见解的：“

我们的思想，是连续不断的认知组成的演变过程”。而你可以推测，譬如，婴儿大

卫的油画呈现的是一个与成年大卫类似的人，并非完全相同。

课文-2



简述

从婴儿时期到现在，“你”发
生了什么变化？

1. 皮肤
2. 酒窝
3. 大脑

到底有多少个“你”？
1. 婴儿
2. 现在
3. 以后

关于本我的问题，哲学家们都
有什么言论？

1. 赫拉克利特：不管......，始终只有......
2. 大卫·休谟：不同意......观点，……过程
3. 德里克·帕菲特：个人的本体并不是......



复述

这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自己的_____的照片时，你还能认出自己吗？

也许可以，但是自我们拍照起，我们已经发生了_______的变化，皮肤更新了130多

次，酒窝不见了，脸上的疤痕_____了它，大脑也增加了2~3倍重量。

本体______哲学家2500年，本体这里说的是思想或身体本身。

赫拉克利特把自我比喻成河流，流动时______出不同的状态，不管你变化多少，

______只有一个你。

休谟认为，我们的思想都在连续不断的认知组成的_____过程，婴儿和成人不会一

样。

说一说：
现在的我们是以前的我们了吗？

婴儿 翻天覆地掩盖 困扰呈现 始终演变



有关

动词——有关系

语言点

（一）

1、有关本体的问题，困扰了哲学家2500多年。

2、中国的语文教学向来重视识字，这固然和汉字的特点有关。

介词——涉及

（二）

1、手术前，他仔细研究了中外有关病例的文字记载。

2、为了这部历史剧服装的设计，他查阅了大量有关服饰问题

的资料。



选择

1. 据A记载，从B明代中后期始，中国C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已由D中外商人

贩运到拉美地区。 （ ）

3. A人们仿照B“酒吧”一词，在C汉语中复制出了很多“吧”。其中与原意

稍为近似、与“喝”D的营业性场所就有“啤酒吧”“水吧”“咖啡吧”“茶

吧”“鲜果吧”等。 （ ）

2. A专家提出，办好B没有围墙的C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迈入D大众化时代

的关键一步。 （ ）



生词 3

触犯

肺

器官

极端

空前绝后

忧郁

他不听劝告，终于触犯了法律。

很多人会因为过于忧郁而吃药。

人类用肺呼吸。

肺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

我讨厌极端自私的人。

那次运动会的规模空前绝后。

惩罚 他触犯了法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各抒己见

通缉

这次讨论会，大家各抒己见，非常活跃。

没想到他竟然是被通缉了十多年的罪犯。



生词 4

移植

清醒

言论

学说

遥远

昏迷

近年来，器官移植手术的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由于严重的撞击，他昏迷了。

他终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了！

哲学家们的言论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

孔子的学说在中国广泛流传。

孔子的言论、学说离我们太遥远了。

面貌 整容手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面貌。

陷入 善于思考的人常常会陷入不知名的痛苦中。

思索 我看书的时候常常会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生词 4

性命

无忧无虑

崭新

设想 shèxiǎng

xìngmìng

wúyōu wú lǜ

zhǎnxīn

设想你是两千年以前的人，你会怎么办。

你简直就是在拿你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希望每个孩子都可以无忧无虑地长大。

睡了一觉，休息好以后，迎接来了崭新的一天。



Words

通缉

面貌

陷入

无忧无虑

各抒己见

昏迷

Use given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1. 如果明天天气不好， 。（那么）

2. 日韩同学觉得汉字没那么难，可 。（对......而言）

3. 同学们 。（各抒己见）

练习

4.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确信）

5. 如果环境继续恶化，专家们 。（推测）

6. 青藏高原海拔很高，氧气稀薄，环境 。（极端）



练习

（1）别的事情可以放一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唯独)                 

（2）爸爸________________,从来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成天）

（3）失业了也没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不了）

（4）我的笔_________________,怎么一转眼不见了呢？ （明明）

（5）没有床，只有一张沙发，你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凑合）

（6）每当我遇到困难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想方设法）



课文-3

哲学家们对本体的问题各抒己见，我们却在想一些更为实际的问题，假如休

谟是对的，那么从现在开始，10年后你就会成为另一个人，你还需要遵守现在的

你做出的承诺吗？或者说，一个被通缉了15年的罪犯，今天还应该为当初触犯法

律的行为受到惩罚吗？

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变化。譬如，你去整形，你因为过于忧郁而吃药，你

做心、肺或者其他器官移植手术，这些都会逐渐改变你的面貌、情绪和行为，你

还是你吗？



课文-4

德里克·帕菲特有一个极端得空前绝后的假设，例如将他的大脑一分为二，

移植进另外两个身体中，两个人术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都会认为：“我是德里

克。”但是，德里克不可能是两个人，他也不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由此，他得

出结论：“个人的本体并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不瞒你说，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哲学家们的言论、学说离我们十分

遥远，我们不会陷入本体的思索，我们也不会设想将大脑移植给两个人，那简直

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我们只想无忧无虑地过日子。可是，会不会有一天，

你醒来，感觉今天的我不像原来的我，而像是一个崭新的我了呢？



判断正误

（1）十年之后，你不需要为现在做出的承诺负责。

（2）整容和移植器官，都可以是你变成不是你。

（3）德里克·帕菲特有一个极端的设想，想把人脑分为两半，来探究我

还是不是我。。

（4）人们大多不会在乎这个我是不是我的问题，只会无忧无虑的过好自

己的每一天。



简述

假如休谟的观点是对的，会带来
什么样的问题？

10年后……遵守……承诺
罪犯......受到惩罚

导致人们改变的因素有哪些？ 整形、吃药、手术

对普通人而言，本体的问题是怎
样的？

无忧无虑



不瞒你说

插入语——用以表示说话人主观的想法、看法、意见或态度

1. 不瞒你说，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

2.  不瞒你说，书法方面，本人虽称不上“家”，但水平

还是有一些的。

语言点



我看、我想、说实在的、

说真的、依我看、依我之见

插入语——用以表示说话人主观的想法、看法、意见或态度

语言点

1、说真的，这次真是孩子给我上了一课：我深深地感到，

相当好父母，首先要约束好自己的言行。

2、说实在的，她的问题涉及了我的隐私，我很反感，

话也变得火药味十足。



完成句子

（1）依我之见，无论你怎么选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不瞒你说，这个歌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他淡淡地说：“我写文章，说真的，就是玩儿，_____________。



辨析

极端 极度

整整工作了24小时，他感到极度/极端疲劳。

（副词，表示程度极深。）

面对这件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他极端苦恼。

（多修饰不好的词语。）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极度兴奋。

（也可修饰别的词语。）

看问题要全面，不要走极端。

（可以做名词。）
一般不能做名词

1. 这种观点太极端。

2. 他有个极端得空前绝后的想法。

（可以做形容词，“绝对、偏激”的意思。）

没有这个用法。



“极端”

填空

“极度”

1. 他的做法 得让我们无法相信。1. 他的做法 得让我们无法相信。

2. 紧张的考试之后，他感到 地放松。2. 紧张的考试之后，他感到 地放松。

3. 他从一个 走向了另一个 。3. 他从一个 走向了另一个 。

4. 你的这种观点太 了，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4. 你的这种观点太 了，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



选词填空

今天讨论课的话题是“幸福是什么？”同学们经过一番

后纷纷______。有人说：“幸福就是_______地过日子。”有人把幸

福_______为幸福的花儿，虽然美好，却很短暂；也有人认为幸福是

以物质为基础的。可以说，以上这些_________其实代表了每个人不

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各抒己见 无忧无虑 思索 比喻见解



选词填空

现代社会，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精神类疾病日益增多。这类疾

病会____出不同的状态，______，有的人因为过于______而吃药；有

的人怀疑身边的人或事；还有的人出现幻觉……这类疾病离我们并不

______，所以我们应该像关注身体______上的疾病一样去关注心理问

题。

忧郁 遥远 譬如 器官呈现



模仿造句

清早上班，和新同事一一认识后，我以为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始，

没想到赵姐工作的第一件事是忙着沏茶和咖啡，给张哥端一碗，给孙

姐送一杯……我想这单位风气真好，明天这事我来做。

今天在办公室，我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手机了，我以为______,

没想到______，我想_________________。



A. 她一个人坐在这里

B. 她想起去年的现在，她是和男朋友两个人坐在这地方

C. 她当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和欢乐啊

D. 心里像装着一块冰

F. 可是一年后的今天

排序



拓展阅读

两千年前，燕国有一位少年，不愁吃不愁穿，论长相也算得上中等人材，可他就

是缺乏自信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感到事事不如人，低人一等——衣服是人家的好，饭

菜是人家的香，站相坐相也是人家高雅。他见什么学什么，学一样丢一样，虽然花样

翻新，却始终不能做好一件事，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模样。

家里的人劝他改一改这个毛病，他以为是家里人管得太多。 亲戚、邻居们的话，

他根本听不进去。日久天长，他竟怀疑自己该不该这样走路，越看越觉得自己走路的

姿势太笨，太丑了。

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几个人说说笑笑，只听得有人说邯郸人走路姿势那叫美。

他一听，对上了心病，急忙走上前去，想打听个明白。不料想，那几个人看见他，一

阵大笑之后扬长而去。

hándān



拓展阅读

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究竟怎样美呢？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成了他的心病。终于

有一天，他瞒着家人，跑到遥远的邯郸学走路去了。

一到邯郸，他感到处处新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看到小孩走路，他觉得活泼、

美，学；看见老人走路，他觉得稳重，学；看到妇女走路，摇摆多姿，学。就这样，

不过半月光景，他连走路也不会了，路费也花光了，只好爬着回去了。

“邯郸学步”的意思是说：别人的长处固然要学，但不应盲目模仿，否则别人的

长处没学到，反而丧失了原本的自我。

勤于向别人学习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取人之长，补

己之短。如果像燕国寿陵人那样盲目，自己一味崇拜别人，生搬硬套，亦步亦趋，结

果必然是人家的优点没学来，自己的长处却丢光了。

hándān



拓展阅读

（1）这个少年为什么不自信？

A 他长得很丑。 B 他身体有一种病活不长了。

C 他家里很穷，没钱。 D 他自认为事事不如人，低人一等。

（2）日久天长，他发现什么有毛病？

A 他学东西学不来，自己脑子有毛病。 B 他觉得自己走路姿势有毛病，太丑。

C 他的亲戚常常说他有毛病。 D 邯郸的人走路有毛病，要去看看。

（3） 少年见到邯郸人走路姿势之后，做了什么？

A 嫌弃他们走路的姿势。 B 只学小孩的姿势 。

C 什么人的姿势都学 。 D只学老人走路的姿势。

（4）邯郸学步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A 不要学习邯郸人走路。 B 学习不能生搬硬套，机械地模仿别

人。

C 要学习，先要长大后在学。 D 学习需要交学费才能学好。



作业 缩写成400字的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