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脉上的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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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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 sēnlín

小溪 xiǎo xī

山脉 shānmài

梯田 tītián

峡谷 xiágǔ

瀑布 pùbù

导入 Warm-up

你喜欢去哪儿旅游？喜欢哪种自然景观？你喜欢去哪儿旅游？喜欢哪种自然景观？



生词 1

雕刻

庄稼

耕地

diāokè

gēngdì

zhuāngjia

每个柱子上雕刻着不同姿态的狮子。

这几年，耕地面积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减少了。

今年春天雨水充足，庄稼长得很旺盛。

干旱 gānhàn 这几年北方连续干旱，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

枯萎

依旧

壮丽

kūwěi

zhuànglì

yījiù

荒地上是一片枯萎的野草。

我终于登上了雄伟壮丽的长城。

他们每天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可依旧很开心。

牲畜 shēngchù 在雪灾天气里,有的牲畜竟然出现了冻死现象。



生词 1

蔚蓝 wèilán 夏天，蔚蓝色的天空中飘着的朵朵白云。

盘旋

时而

海拔

pánxuán

shí’ér

hǎibá

一只雄鹰在草原上空盘旋。

小燕子时而掠过水面，时而飞上天空。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高原。

目睹

重叠

汹涌 xiōngyǒng

mùdǔ

chóngdié

轮船在汹涌的海上缓慢地前进。

我当时在场，目睹了事情的经过。

政府机关改革，要减少重叠的机构。

纵横 zònghéng 东部地区交通发达，公路铁路纵横交错。

雕刻 diāokè 每个柱子上雕刻着不同姿态的狮子。



Words

雕刻

依旧

盘旋

目睹

汹涌

Use given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干

饮

旧

有

练一练



1、我们的车在大山里沿着公路盘旋而行，时而行驶在深深的谷底，

时而爬升到海拔一千多米高的山腰。

2、五彩的蝴蝶颜色鲜艳极了，尤其是在阳光下，时而金黄，

时而翠绿，时而由紫变蓝。

时而

副词——用于书面。

语言点

1）两个或两个以上“时而”连用，构成并列复句，表情况一个接一个发生



时而

副词——用于书面。

语言点

1）单用一个。表示某种行为动作不定时地重复发生或出现。
多用在动词短语前。

3、主人去世以后，那狗没有了往日的精神，一点儿东西不吃，

时而发出令人伤心的叫声。

4、女儿第一天上幼儿园回来特别高兴，时而掏出老师奖励的

小红花，看后又小心地珍藏起来。



1. 那是一条年久失修的老路，时而土路，时而水泥道，（ ）。

3. （ ），时而朴实、自然，时而幽默、生动，有的像政论，

有的像诗歌，深受读者喜爱。

2. （ ），时而说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办，时而又犹豫不决，

说还得好好想想。

A. 高低不平，延伸到看不到尽头的远方

C. 半天了，他还是拿不定主意

B. 他的语言来自民间

练一练



课文-1

2010年中国西南遭遇百年不遇的干旱，耕地上，庄稼枯萎而死，

农作物大面积绝收。就在各地旱情严重、人和牲畜饮水都难的时候，

滇南红河哀牢山南部的一片片梯田壮丽依旧，它们依山形而流转，一

片片、一层层由半山腰延伸至峡谷，像一张张亮丽的油画，铺天盖地

，席卷而至。蔚蓝的天空，漂浮的白云，摇摆的树影，更衬托出梯田

的壮美。



课文-2

我们的车在大山里沿着公路盘旋而行，时而行驶在深深的谷底，时而爬

升到海拔一千多米高的山腰。遥望山顶，是大片的森林，峡谷间闪闪发光

的是小溪、泉水和瀑布，半山腰是村子，村子下是如山入海、纵横万里、

汹涌而来的梯田。

尽管已目睹这奇迹无数次，但我每次身临其境，都会为哈尼族山民们

在这重重叠叠的山脉上雕塑出的美丽画卷而震惊。这是以大地为背景，用

生命和毅力雕刻出的杰出作品，它比万里长城更让我震撼，它比历史悠久

的宫殿更让我感动。我不禁问自己，这里的人为什么选择了梯田？



1. 2010年旱情严重，人和牲畜饮水都很困难了。

2. 梯田是建在平原上的田地。

3. 这里的梯田是汉族人建造起来的。

判断正误

4. 填空白云衬托出了梯田的壮美。

5. 作者看过非常多的梯田，但是这里的梯田最好看。



文章脉络

2010

去的路上



当中国西南遭遇干旱时，哈尼
梯田怎么样？

……壮丽依旧，……
……的天空，……的白云，……的树影，更衬
托出......

描述一下坐在车上遥望梯田时
看到的风景。

山顶……，峡谷间……，半山腰……，村子下
……

为什么“我”每次目睹哈尼梯
田都感到震惊？

这是......的作品，它比长城……，比宫殿......

简述



不禁

副词, “不由自主地、无法控制地”。

“不禁”+动词短语、主谓短语、形容词。

语言点

1、这是以大地为背景，用生命和毅力雕刻出的杰出作品，它比万里长城

更让我震撼，它比历史悠久的宫殿更让我感动。我不禁问自己，这里的人

为什么选择了梯田？

2、那是我第一次用汉语演讲，走上讲台，不禁心里有些发慌。

3、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不禁兴奋起来。



1. 听他说得 ，大家不禁连连点头。

3. 看到污染的河流，人们不禁要问：“ ？”

2. 看着电影中父子情深，他不禁 。

完成句子

练一练



种子

开辟

心血

辛勤

阻拦

锲而不舍

zhǒngzi

qiè’érbùshě

kāipì

xīnxuè

xīnqín

zǔlán

春天，农民把种子撒在田里，等待秋天的收获。

在学习上就是应该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我们又开辟了一条上山的新路线。

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他花费了一生的心血。

农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收的果实。

你既然一定要去，我也不便阻拦。

稻谷 dàogǔ 秋天，田里的稻谷像一片片金色的海洋。

生词 2



生态

珍稀

陶醉

遗产

拥有

罕见

shēngtài

hǎnjiàn

zhēnxī

táozuì

yíchǎn

yōngyǒu

我们要爱护自然环境，保持生态平衡。

今年气候异常，非洲发生罕见的洪灾。

国家设置了许多自然保护区，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

春天的西湖，风景如画，令人陶醉。

几千年来，祖先为我们遗留下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很多东西可以证明我们人类拥有惊人的创造精神。

审美 shěnměi 这幅画具有极强的文化和审美价值。

生词 2



用所给词语或结构改写句子

1.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地方还是贫穷落后。（依旧）

。

2. 他们玩儿得兴高采烈，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时而……，时而......）

。

3. 他患上了一种非常少见的疾病，连最有经验的大夫都感到头疼。（罕见）

。

练习

4. 他要做的事情，谁也拦不住，你们就别管他了。（阻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由于小王做事能坚持到底、不放弃，所以最后取得了成功。（锲而不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对比分析

拥有 具有

（都是动词，都含有“有”的意思。但一般不能换用。）

我国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

（语义侧重于指领有，多指有较多的、

宝贵的东西。如：土地、人口、财产、

资源、爱、权利等。）

我喜欢看具有民族风情的电视节目。

（语义侧重于存在，多用于抽象事物。如：特

色、特点、兴趣、水平、意义等。）



选择“拥有”或“具有”填空

1. 柴达木盆地 22万平方公里的面积。1. 柴达木盆地 22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2. 这次改革 划时代的伟大意义。2. 这次改革 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3. 每个公民都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 每个公民都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这项工艺 相当高的技术水准。4. 这项工艺 相当高的技术水准。

练习



课文-1

后来，我在当地听到了一首古老的曲子，歌词的意思是，祖先们

只靠打猎过不了日子，光靠采集树果也过不了日子，于是学会了翻地

，学会了种植。他们发现种子和水最亲近，喝过水的种子就是金闪闪

的稻谷，从此他们再也离不开梯田和水。经过数十代人的锲而不舍，

他们终于将一座座大山，雕塑成了梯田。面对大山，山民们没有对抗

，而是选择了服从——他们服从自然规律，选择开辟梯田这种农耕方

式，最终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课文-2

1300多年，山民们用汗水，用心血，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完成了山脉上的雕

刻，任何困难也阻拦不了他们。这幅画卷以其宝贵的生态、文化和审美价值，展示

着它的罕见和珍稀。有人说：“哈尼梯田的美景让人陶醉，这里的一切无不体现着

当地百姓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体现着民众对自身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尊重。它所

蕴含的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发展的古老文化特征，正是21世纪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精神

。”

也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人类的宝贵遗产，它向我们证明人类拥有惊人的创造

精神”！



1. 祖先们靠什么让自己过得好起来？

2. 面对大山，人们做出了怎么样的行动？

3. 人们用了多长时间雕塑这片梯田？

回答问题

4. 哈尼梯田体现出了人们怎么样的精神追求？



简述

说一个你们国家令人赞叹的景观？
巨石阵，湖区，大教堂…

是什么？
在哪里？
怎么样？

体现了什么？

听说过一个曲子，说：靠_____不能过好日子，靠_____也不能过好日子。于是学

会了______。种子和水最_____,从此他们离不开了水和梯田。面对大山，他们没有

_____,选择了_____。最终与大自然______相处。

哈尼梯田让人_____, 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______,体现了尊重。它_____的

古老文化特征，也是现在人所追求的精神。

打猎 采集 种植亲近 蕴含智慧 陶醉反抗 和谐 服从



这里的人为什么选择了梯田？

古老的曲子：......

经过数十代人的锲而不舍……

……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哈尼梯田有什么价值？ 以其......，展示着......

哈尼梯田体现了什么样的智慧
和精神？

体现：和谐相处、对......的尊重。

蕴含：人与自然、人类

文章脉络



无不

副词, “没有一个不、全都”。

无不+V./V.phrase，用于书面。

语言点

1、坏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2、哈尼梯田的美景让人陶醉，这里的一切无不体现着当地百姓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体现着民众对自身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尊重。

3、在社会教育中，人人都是施教者，又都是受教育者；在人们的学

习、生活、工作中，任何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影响着你

周围的人们，而你本身也每时每刻都受着别人的影响。



练一练

1. A他设计的灯具、家具B和各种装饰品，C造型新颖，D光彩照人。

（ ）

3. 谈起台湾作家李敖，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A都不得不承认他

是当代文坛上的奇人！他一生不仅著作等身，B还是一位多情才子。

李敖的情感经历C与他笔下那颇含激情的文章一样，D充满传奇的

色彩。 （ ）

2. 他创业其实A只有十多年，但他却能将自己的创业心得B升华，并

总结成朴实易懂的语言，C但凡有一些创业体会的人，D在他一针

见血的点评中了解到了创业的本质。

（ ）



连续几个月没下雨，我国西部地区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 ，

大面积 ，人和 饮水困难，旱情十分严重。但勤劳的农民

们想方设法从各地运水来浇灌 ，使得农作物没有大面积绝收。

连续几个月没下雨，我国西部地区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 ，

大面积 ，人和 饮水困难，旱情十分严重。但勤劳的农民

们想方设法从各地运水来浇灌 ，使得农作物没有大面积绝收。

庄稼 牲畜 耕地 枯萎干旱

选词填空



选词填空

九寨沟是中国第一个以自然保护风景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它

像一幅美丽画卷展示在人们面前，令人 。由于风景优美， 环

境良好，它获得了“世界自然 ”的称号。除了具有很高的 价

值，九寨沟还蕴藏着丰富、 的动植物资源。

九寨沟是中国第一个以自然保护风景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它

像一幅美丽画卷展示在人们面前，令人 。由于风景优美， 环

境良好，它获得了“世界自然 ”的称号。除了具有很高的 价

值，九寨沟还蕴藏着丰富、 的动植物资源。

珍稀 审美 遗产 陶醉生态



拓展阅读

刀削面是山西人最爱吃的面食，因其风味独特而驰名中外。刀削

面全靠刀削，因此得名。用刀削出的面叶，中间薄，形状近似柳叶，

而且越嚼越香，深受喜爱面食者欢迎。它与北京的打卤面，山东的伊

府面、河南的鱼焙面、四川的担担面同称为“五大面食名品”。

刀削面对和面的技术要求严，水、面的比例必须准确，一般是一

斤面三两水，打成面穗，在揉成面团，然后用湿布蒙住，半小时后再

揉。揉面也很重要，一定要揉匀，揉软，揉光。如果揉面功夫不到家

，削时容易粘刀，短条。刀削面最精妙的地方在于刀工。

刀削面是山西人最爱吃的面食，因其风味独特而驰名中外。刀削

面全靠刀削，因此得名。用刀削出的面叶，中间薄，形状近似柳叶，

而且越嚼越香，深受喜爱面食者欢迎。它与北京的打卤面，山东的伊

府面、河南的鱼焙面、四川的担担面同称为“五大面食名品”。

刀削面对和面的技术要求严，水、面的比例必须准确，一般是一

斤面三两水，打成面穗，在揉成面团，然后用湿布蒙住，半小时后再

揉。揉面也很重要，一定要揉匀，揉软，揉光。如果揉面功夫不到家

，削时容易粘刀，短条。刀削面最精妙的地方在于刀工。



拓展阅读

刀，不能使用菜刀，而要用特制的弧形削刀。操作时左手托住揉

好的面团，右手持刀，手腕要灵活，用力要均匀。高明的厨师每分钟

能削200刀左右，每个面叶的长度恰好是6寸。吃面前，能够参观厨师

削面，就好像是欣赏一次艺术表演。

刀削面的配料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是番茄酱，肉炸酱、羊肉汤、

金针菇、木耳鸡蛋卤等，并且配上应时鲜菜，如黄瓜丝、韭菜花、绿

豆芽、煮黄豆、青蒜末、辣椒面等，再滴上点儿老陈醋，十分可口。

刀，不能使用菜刀，而要用特制的弧形削刀。操作时左手托住揉

好的面团，右手持刀，手腕要灵活，用力要均匀。高明的厨师每分钟

能削200刀左右，每个面叶的长度恰好是6寸。吃面前，能够参观厨师

削面，就好像是欣赏一次艺术表演。

刀削面的配料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是番茄酱，肉炸酱、羊肉汤、

金针菇、木耳鸡蛋卤等，并且配上应时鲜菜，如黄瓜丝、韭菜花、绿

豆芽、煮黄豆、青蒜末、辣椒面等，再滴上点儿老陈醋，十分可口。



拓展阅读

（1）下列关于山西刀削面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刀削面是外国人最喜爱的面食。B 只有山西人才有刀削面。

C 全靠用刀削，所以叫“刀削面”D 中间薄两边厚，形状像柳叶

（2）下面哪一个是“五大面食名品”之一？

A 山东的伊府面 B 北京的鱼焙面

C 四川的打卤面 D 河南的担担面

（3）为什么揉面很重要？

A 揉不软，面不好吃

B 肉不光，面就不好看

C 揉不好，削时容易粘刀、断条

D 刀削面最精妙的地方在于揉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