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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旅游前你会做一些什么准备？

变迁 起初 迁徙 纯粹 若干 问世 携带
便于 轰动 趣味 延伸 宗旨 偏僻 参谋

《徐霞客游记》



导入 Warm-up

你去旅游会带旅游指南吗？你会做一些什么准备？你去旅游会带旅游指南吗？你会做一些什么准备？

名胜古迹

地理环境

人文特色

酒店住宿

特色饮食

交通路线



变迁

侵犯

纯粹

迁徙

biànqiān

qiānxǐ

qīnfàn

chúncuì

远古时代，有不少动植物在大自然的变迁中灭亡了。

秋天，大雁从北方迁徙到南方。

任何人都不能侵犯他人的私生活。

你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起初 qǐchū 起初我也想不通，经他再三解释，我就通了。

生词 1

一向 yíxiàng 这个人办事一向小心，你尽管放心好了。

遍布

若干 ruògān

biànbù

今后若干年，国家将重点开发西部地区。

我们的朋友遍布五大洲。



携带

便于

码头

主流

繁华

xiédài

fánhuá

biànyú

mǎtóu

zhǔliú

车上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辛苦，就没有城市的繁华。

有了这些记录，可以便于日后查考。

傍晚时，渔船三三两两地回到了码头。

世界多极化是社会发展的主流。

序言 xùyán 译者在本书的序言中向自己的妻子表示了感谢。

千方百计 qiānfāng-bǎijì 他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出国留学。

生词 1

问世 wènshì 他虽然退休在家,却不甘寂寞，常有作品问世。



模仿组词

例：犹如：比如 例如 譬如 一如既往

生存：

简要：

趣味：

产业：



1、科普文章应该写得简明易懂、便于理解。

2、多数学者认为目前图书分类太过繁杂，不便于利用。

3、为便于外地人出行，他搜集了当地文化习俗以及车船码头

等信息，做了简明介绍。

便于

动词——表示较容易做某事。

语言点

“便于” + V./V.phrase



练一练



1. A为了B推销，她给这种儿童服装C起了个D好听的名字——帅王子。

（ ）

3. 一种A说法是，B老年人胃的消化力弱，C吃面条，更D消化吸收。

（ ）

2. 那时的建筑系只A收男生，B不收女生，学校的管理者说，这样更C

管理，因为建筑系的学生需要经常在夜里作图画画，而一个女生深夜待

在画室是很不D适当的。 （ ）

为“便于”选择适当的位置
练习



课文-1

人类一向与旅游共存。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旅行。

起初，人类旅行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迁徙。天气变化、食物短缺，或者有

敌人侵犯，人们不得不远离居住地，寻找能够安居的地方，那时的旅行纯粹是生

存和安全的需要。

后来，古人远离家乡，去游山玩水，也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指南针

发明后，旅游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热门话题。

一些足迹遍布世界的旅行者千方百计来到了中国，可开始，他们连一本旅游

指南类的书籍都没有，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课文-2

一直到1898年，中国最早的旅游指南问世了。那是一本携带方便的口袋

书，作者在序言中说“天津异常繁华”，为便于外地人出行，他搜集了当地文

化习俗以及车船码头等信息，做了简要介绍。之后，一度引起轰动的旅游指南

要算《北平旅游指南》了，它趣味性强，实用价值高。这本书是在中外人士的

共同努力下完成的，中、外文版本同时发行，真正方便了读者。

改革开放前，旅游是中国外交事业的延伸和补充。改革开放以后，旅游真

正作为经济型产业受到重视，旅游指南也随着旅游业的振兴变得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全面。 1999年以后，中国人逐渐成为游客中的主流。



1. 指南针发明以前，中国就有了海外旅行者。

2. 中国最早的旅游指南中介绍了北京的风土人情。

3. 《北平旅游指南》是中外人士共同编写的，但只有外文版本。

判断正误

4. 改革开放前，中国并没有很多人去旅游。

5. 现在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数比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多很多。



文章脉络

目
的

《北平旅行指南》
1898年最早的指南

发
展



从古到今，人类旅行的
目的有什么变化？

起初，天气……，食物......，敌人......，人们不得不……

后来，……，游山玩水，有了......

中国早期的旅游指南

开始，连……都没有

1898年，……问世
为便于......

……搜集……等信息

之后，《北平旅行指南》

趣味性……，使用价值......

中、外文版本

简述



一向 一度

（做副词时，都表示时间范围，但一般不能换用。）

我们家一向好客，来了客人总是热情招待。

（表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

去年，老师一度病得很厉害，现在好多了。

（表示过去有段时间发生过，有过一次。）

（打招呼时）你一向好啊！

（表示从上次见面到现在。）
（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

（数量词“一次、一阵”，常说“一年一度”）

辨析



选择“一向”或“一度”填空

1. 他的性格比较古怪， 独来独往，不跟别人交流。1. 他的性格比较古怪， 独来独往，不跟别人交流。

2. 一年 春又到，柳树已经发芽，燕子也都飞回来了。2. 一年 春又到，柳树已经发芽，燕子也都飞回来了。

3. 老王，好久不见，你 可好？3. 老王，好久不见，你 可好？

4. 汉语太难了，我 想放弃，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4. 汉语太难了，我 想放弃，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练习



用所给词语或结构改写句子

1.___________________ ，后来我慢慢明白了父母的心。（起初）

2. ，他几乎没生过病。（和......相比）

3. 大学毕业以后， 。（若干）

复习



用所给词语或结构改写句子

4. 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 。（遍布）

5. 虽然他现在很成功，但 。（一度）

6. 为了公司的发展， 。（千方百计）



你喜欢以什么方式去旅游？

热身 Warm-up

跟旅行团 背包客自由行



犹如

人性

栏目

yóurú

lánmù

rénxìng

清晨树林中的小鸟犹如快乐的孩子在欢乐地唱歌。

小时候，广播里最让我着迷的栏目就是评书连播。

现在的电视节目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人性化了。

宗旨 zōngzhǐ 我们做生意的宗旨是老少无欺，顾客可以绝对放心。

生词 2

偏僻

宗教

考古

风土人情

piānpì

fēngtǔ rénqíng

zōngjiào

kǎogǔ

在环境偏僻的山区，交通十分不方便。

爸爸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新疆的风土人情。

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很多中国人信佛教。

他从小立志长大后做考古工作。



经费 jīngfèi 因为经费不足，我们只好只建一个小图书馆。

预算

租赁

帐篷

yùsuàn

zūlìn

zhàngpeng

今年投入公路建设的财政预算又削减了。

双方订立了租赁合同。

过去，蒙古族人民长年生活在帐篷中。

参谋 cānmóu 妈妈买衣服时，总是请邻居的阿姨当参谋。

卫星

导航

向导

wèixīng

dǎoháng

xiàngdǎo

这次卫星发射的准备工作非常周密。

现在的卫星导航系统被广泛应用。

在云南旅行时，我们需要请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

生词 2



初

居

类

世

组词练习



犹如

动词—“好像、如同”，用于书面。

语言点

1、公司的劣质产品气坏了消费者，顾客的愤怒情绪犹如火山爆发般难以控制。

2、1999年以后，中国人逐渐成为游客中的主流，国内旅游和出国旅游都变

得犹如家常便饭。

3、卫星导航系统的广泛应用，使得人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犹如有位随身的向导。



1. （ ），犹如温暖的春风扑面，智慧的清泉入心。

3. （ ），犹如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海，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这片广阔的大海上航行。

不爱大海的人，每天都会觉得度日如年、生无所盼；只有热爱海洋的人，才会懂得大海，

懂得如何在海上航行得更加长远、更加顺利。

2. （ ），色彩犹如油画般厚重。

A. 我们的人生 B. 先生讲课声调不高 C. 夕阳照耀下的古城

练习



课文-1

1999年以后，中国人逐渐成为游客中的主流，国内旅游和出国旅游

都变得犹如家常便饭，旅游书籍也就扩大了服务对象，调整了服务宗旨

，增加了相关栏目，变得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人性化。现在，最受欢

迎的是自助游。背包客、自由行已成为中国人旅游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和过去相比，游客不再仅关注著名旅游城市，偏僻省份、沿海城市、秀

美的乡镇，都成了游客感兴趣的地方。



课文-2

一直到旅游指南不仅介绍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人文特色、著名风

景，还会介绍当地饮食、宗教、考古新发现等，青年旅社、经济型酒店

、当地交通等内容更是必不可少。帮助读者选择最佳旅游时间，甚至为

游客提供经费预算方面的信息，旅游指南绝对是游客的好参谋。如今，

繁体字、简体字旅游网站的开通，更大范围地方便了游客。卫星导航系

统的广泛应用，使得人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犹如有位随身的向导。说得

夸张点儿，到汽车租赁公司租上辆汽车，带上顶帐篷，就算走到天边，

你都不用发愁。



1. 现在的中国的旅游指南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谁？

2. 最流行的旅行方式是哪一种？

3. 旅游指南一般会介绍什么方面的内容？

回答问题

4. 现在有了怎么样的新型指导方式，让旅游更方便了？



旅游指南的内容
和

发展情况

内容
不仅介绍......，
还会介绍......，
……更是必不可少。

发展
旅游网站......，
卫星导航系统......，
使人们......

简述



和......相比
“A和B相比，A......”，句式的重点在于对A进行充分的叙述与描绘。

也说“与......相比”“同……相比”

1、由于经济环境的不确定，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和10年前相比，人

们要经历更多次的职业选择。

2、走出书店的大门，他眼前一亮，和昏暗、冷清的书店相比，外面的大

街既明亮又热闹。

3、和过去相比，游客不再仅关注著名旅游城市，偏僻省份、沿海城市、

秀美的乡镇，都成了游客感兴趣的地方。

语言点



练习

1. 今天，A我们B从阅读、写信、学习、购物到看病，C无不依赖电脑来完成。

D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和昨天相比，）

3. A影视服装有着自身的艺术形式和规律B，其设计C必须服从影视剧的特定

时间、环境、情节和角色的身份需求D。

（和其他服装相比，）

2. 虽然，A大学生对自我情绪B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C但在激动状态下，

D也常因情绪失控而产生冲动性的行为。

（和中学生相比，）

把括号里的内容放在句子中合适的位置



练习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他是一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家。最近，他的又一本新书

了，在中外 的共同努力下，该书的中、外 同时发行。

作者在 中 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除此以外，还对家人

和朋友的支持表示了感谢。

他是一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家。最近，他的又一本新书

了，在中外 的共同努力下，该书的中、外 同时发行。

作者在 中 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除此以外，还对家人

和朋友的支持表示了感谢。

人士 版本 简要 序言问世



练习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旅游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人们不但关注那些著名的旅游城市，也把目光越来越多地

投向了 省份，那些地方独特的 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游客。随着当地旅游 的 ，服务质量

也有所提升，变得越来越 化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旅游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人们不但关注那些著名的旅游城市，也把目光越来越多地

投向了 省份，那些地方独特的 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游客。随着当地旅游 的 ，服务质量

也有所提升，变得越来越 化了。

振兴振兴 偏僻偏僻 产业产业 风土人情风土人情人性人性



1. A. 因为我不但是北京人

B. 看见过许多西方的名城

C. 北京是美丽的，我知道

D. 而且到过欧美

给下列两组复句重新排列

2.  A. 我们无论认识什么事物

B. 不但要看到它的正面

C. 都必须全面地去看

D. 而且要看到它的反面

E. 否则，就不能有比较完整和正确的认识

练习



拓展阅读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女性很难长期保守秘密，她们往往在48小时内就将秘密泄露

给他人。

研究人员通过对3000名18岁至65岁女性的调查发现，他们保守秘密的时间平均

不超过47小时零15分钟。研究显示，大约40%的受调查者不论消息有多私密或多机

密，都无法克制住透露给他人的冲动。超过半数的受调查者承认，可能在自己清醒和

理智的状态，会提醒自己某些秘密必须忍住不说，但是，自己酒后就会忍不住想说一

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或者说对某些人某些事说长道短。

研究还发现，女性平均每周会听到三条小道消息，转而传播给他人。大约三成受

调查者有泄密的欲望，半数以上的泄密者仅仅是为了“一吐为快”，但三分之二的泄

密者事后会有负罪感。



拓展阅读

在调查过程中，四分之三的女性声称自己能够保守秘密，83%的女性

认为自己完全值得信赖。但超过四成的受调查者认为，将朋友的秘密泄

露给不认识他们的人可以接受，大约40%的受访者说，丈夫是自己的“

最终知己”。

对将秘密告诉女性朋友的人来说，稍有安慰的是，大约27%的受访

者说，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或者对某些人有巨大影响的事情，他们大

多在第二天就会忘记头一天听说了什么。



拓展阅读

（1）调查表明，女性保守秘密平均不超过多长时间？

A  48小时。 B 47小时零15分钟。

C  两天。 D 一天半。

（2）据调查，下列哪种情况女性会说出秘密？

A 生气时。 B  酒后。

C 高兴时。 D 遇见不认识自己的人时。

（3）如果你告诉女性朋友一个关于你的秘密，他把这个秘密告诉谁你可以接受？

A 你的丈夫。 B 老板的妻子。

C 她的丈夫。 D 不认识你的人。

（4）关于女性泄密的调查，下列哪一项不正确？

A 一些女性有透露秘密的冲动。 B 大多数女性记忆力都不太好。

C 50%以上的女性泄密者只是为了“一吐为快”。

D 一些人认为可以把秘密透露给不认识你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