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在时，猫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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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养过猫吗？猫喜欢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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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养过猫吗？猫喜欢做什么？请找出与下列图片相对应的内容你养过猫吗？猫喜欢做什么？请找出与下列图片相对应的内容

A. 在窗台上晒太阳

B. 在门口迎接主人

C. 抓老鼠

D. 梳理自己的毛发

E. 喝水

F. 睡觉

导入



流浪

见多识广

教养

懒惰

馋

拜访

liúlàng

bàifǎng

jiàn duō shí guǎng

jiàoyǎng

lǎnduò

chán

他从小失去父母，过着流浪的生活。

下周我们要去拜访那位知名作家。

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遇事沉着稳定。

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他很有教养。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猫是懒惰的动物。

每次吃饭时我的猫都看着我，真是馋猫。

淋 lín 你怎么淋着大雨就来了？

生词 1

知足常乐 zhīzú cháng lè 知足常乐的人更容易获得幸福感。



亲热

模范

饲养

清洁

喂

迷人

qīnrè

mírén

mófàn

sìyǎng

qīngjié

wèi

老同学聚会在一起，分外亲热。

桂林山水是那样秀丽,那样迷人。

他可是我们公司的模范员工啊！

老杨是北京动物园的模范饲养员。

饲养小动物时，每天都要清洁它们的笼舍。

不同的动物要喂不同的食物。

统统 tǒngtǒng 开会时统统不准打电话。

生词 1

恭敬 gōngjìng 当他走进房间时，他们都恭恭敬敬地站着。



统统

副词——表行为的全部对象，意思是“没有例外地、一个不剩地”。

口语，也可以“通通”

语言点

1、我把随身携带着的DV小摄像机、录音机以及照相机统统从包

里取了出来。

2、钱小奇一回家，它就扑上来，亲热地撞主人的腿，还要把钱

小奇和他带回来的东西统统闻一遍。

3、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不讲究饮食，什么

影院、酒吧，统统与他无缘。



1. 这回我也想把放假的时间全部用来打工。

。

3. 二十年后再回到北京，我几乎认不出它了，到处都是高楼，

我熟悉的胡同里的老房子全都被拆掉了。

。

2. 今天的节目没意思，节目没演完，剧场里的人就都走光了。

。

练习



好
（hào）

理

养

急

组词



课文-1

钱小奇养了3只猫。大黄原本是只流浪猫，那天，淋着大雨来钱小奇

家拜访，下完雨就不走了。见多识广的大黄虽有流浪史，却很有教养，它

既不懒惰，也不嘴馋，天天趴在窗台上晒太阳，一副知足常乐的样子。每

次钱小奇出门回来，它都恭恭敬敬地在门口迎接，不失君子风度。白白是

个男孩儿，嗅觉灵敏，动作敏捷，快活而好动。钱小奇一回家，它就扑上

来，亲热地撞主人的腿，还要把钱小奇和他带回来的东西统统闻一遍。喜

儿是个人见人爱的女孩儿，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整理自己的毛发，把自己

梳理得漂亮而迷人。



课文-2

钱小奇是个模范饲养员，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伺候猫：清洁猫舍

，喂水，喂饭。他虽然工作繁忙，但每天最急切盼望的就是回家开门

的那一刻——大黄和白白在门口等候他，喜儿则毫无例外地站在远处

，用凝视表达着它深沉的热情。

钱小奇很好奇，自己不在家时猫在做什么？那么长时间，猫们多无

聊，会不会忧郁得生病？为了弄清楚这事，他在家里安了个摄像头，

监视猫的一举一动。



1. 大黄是怎么来到钱小奇家的？

2. 我回到家后，白白最喜欢干什么？

回答问题

3. 喜儿平时最喜欢干什么？

4. 钱小奇每天回到家看到了什么？



描述一下钱小奇家的三只猫

1. 大黄
2. 白白
3. 喜儿

钱小奇跟三只猫的感情怎么样？
1. 钱小奇对待猫
2. 猫对待钱小奇

简单描述



钱小奇养了3只猫，大黄是_____猫，他______，却很有______，不_____不嘴馋

。天天晒太阳，______的样子。每次钱小奇回家，都很______，不失君子风度。白白

，嗅觉______，动作敏捷，快活好动。钱小奇一回家，就爱扑过来，闻一个遍。喜儿

是人见人爱的女孩儿，大部分时间在整理毛发，把自己_____得漂亮而迷人。

钱小奇是_____饲养员，每天_____猫，他工作繁忙，但每天最急切盼望的就是回

家开门那一刻——大黄和白白在门口等候，喜儿则毫无例外的在远处，_____着他。

钱小奇养了3只猫，大黄是_____猫，他______，却很有______，不_____不嘴馋

。天天晒太阳，______的样子。每次钱小奇回家，都很______，不失君子风度。白白

，嗅觉______，动作敏捷，快活好动。钱小奇一回家，就爱扑过来，闻一个遍。喜儿

是人见人爱的女孩儿，大部分时间在整理毛发，把自己_____得漂亮而迷人。

钱小奇是_____饲养员，每天_____猫，他工作繁忙，但每天最急切盼望的就是回

家开门那一刻——大黄和白白在门口等候，喜儿则毫无例外的在远处，_____着他。

梳理恭敬 灵敏 懒惰 教养

根据课文内容填空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见多识广流浪 知足常乐 模范 伺候 凝视

完型复述



急切 急忙

意思上都表示着急，但一般不能换用。

大家急切地盼望试验成功。

（形容词，表示心情迫切。）

听说公司有要紧事，他急忙穿上衣

服跑出门去。

（副词，表示因为着急而行动匆忙。）

你急切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凡

事都要慢慢来。

（后边可以加名词。）

。

语言点



选择“急切”或“急忙”填空

1. 一听说是急诊病人，大夫 进行抢救。1. 一听说是急诊病人，大夫 进行抢救。

2. 妈妈 地盼望孩子早点儿放假回家。2. 妈妈 地盼望孩子早点儿放假回家。

3. 她 的表情引起了我的注意。3. 她 的表情引起了我的注意。

4. 一接到命令我们就 出发了，没来得及跟大家告别。4. 一接到命令我们就 出发了，没来得及跟大家告别。

语言点



深沉

监视

举动

shēnchén

jiānshì

jǔdòng

长大了我才明白，母亲的唠叨是对我最深沉的爱。

公安人员正严密监视嫌疑犯的行踪。

他今天的举动有点好笑。

生词 2

镜头

自力更生

尖端

钻研

缺陷 quēxiàn

jìngtóu

zìlì-gèngshēng

jiānduān

zuānyán

目前的这个解决方式有缺陷，我们需要改变。

这个摄像头不能转动，拍下了很多空白镜头。

人要学会自力更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我们国家已掌握了一批现代的尖端技术。

他花了半生的时间去钻研科学难题。



操纵

误差

踪迹

动静

操作

角落

cāozòng

jiǎoluò

wùchā

zōngjì

dòngjing

cāozuò

汽车司机很熟练地操纵着方向盘。

我们把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项实验结果的最大误差是0.02厘米。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华南虎的踪迹。

小松鼠很机灵，听到一点动静就爬到树上去了。

很多人认为电脑的操作系统很复杂。

跟踪 gēnzōng 她发觉身后有人跟踪，便警惕起来。

生词 2



模仿例子，写出更多的词语

例：拜访：拜会 拜见 拜望 拜年

灵敏：

亲热：

镜头：

误差：

练习



课文-1

钱小奇很快就发现这个不能移动的摄像头有缺陷，拍下的很多镜头都

是空的，于是，他增加了设备，并决定自力更生安装一套尖端玩意儿。他

边钻研边安装，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安装好的设备不仅能够对猫的动态

进行抓拍并储存下图像，钱小奇在外面时还能通过互联网遥控摄像头，对

家里的猫进行即时监控，同时能通过操纵、移动摄像头，跟踪到家里的任

何一个角落。

通过对大量数据和图片进行分析，钱小奇发现，这三只猫大多数时间

都在睡觉。



课文-2

除了睡觉，猫们的行动很有规律，以其中一只猫为例，它每天下午

两点左右吃饭喝水，时间误差平均不到5分钟。更有趣的是，每次回家时

，守在门口的大黄和白白也不是长时间在门口等他，而是在屋里该干吗干

吗，听到主人的脚步声和钥匙响后，才会跑到门口来迎接。

这套系统除了帮钱小奇了解了猫的踪迹以外，还帮过钱小奇不少忙。

一次，他在办公室上网遥控摄像头，找到了掉在家里桌子下的钱包。如今

，只要家里稍有动静，操作系统就能将图像记录下来，并把拍下的照片即

时发到他的邮箱里“报警”。

这是一套多么有用的远程遥控家庭安全机器人啊。



1. 原来的摄像头有什么缺陷，他做了什么改动？

2. 他通过什么方式来遥控摄像头？

回答问题

3. 猫一般在干什么？

4. 钱小奇每天回到家看到了什么？



简单描述

为了弄清楚主人不在是，猫在做什
么，钱小奇采取了什么措施？

1. 安摄像头
2. 增加设备

主人不在时，猫到底在干吗？
1. 睡觉
2. 有规律

这套系统还帮过钱小奇什么忙？ 找到了......



该干吗干吗
由“该VO还/就得VO”（如：该学汉语学汉语）口语格式 。

表示一切都按原本的样子进行，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改变。“还/就得”经常省略。

使用十分灵活。

语言点

1、在中国，过年过节商店最忙了，哪儿有假呀，该开门就得开门。

2、每次回家时，守在门口的大黄和白白也不是长时间在门口等他，

而是在屋里该干吗干吗。

3、哭、着急都不管用，该什么结果还是什么结果。



练习

1. 到点了，走吧，别等她了。

。

3. 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发愁，他整天都是乐呵呵的，吃、玩儿都不耽误。

。

2. 不管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人们到了年龄就会恋爱、结婚，

丝毫没有改变。

。



1. A. 小王压不住火气

B. 然后，又把脸趴在他的肩上

C. 突然用拳头打丈夫的肩膀

D. 哭了起来

2.  A. 山上住着个种树的老爷爷

B. 他的胡子很长

C. 听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山

D. 白头发白眉毛白胡子

E. 一直拖到地上

排序



昨天，我在小区里遇到一只 狗，金色的毛发，动作 ，看

见我， 地跟在我身边。虽然它没有主人，但看起来很有 ，像

个君子似的。我心里想：这么帅气的狗，主人怎么忍心扔掉呢？我们人类

一旦决定 一种动物，就要对它负责到底。

昨天，我在小区里遇到一只 狗，金色的毛发，动作 ，看

见我， 地跟在我身边。虽然它没有主人，但看起来很有 ，像

个君子似的。我心里想：这么帅气的狗，主人怎么忍心扔掉呢？我们人类

一旦决定 一种动物，就要对它负责到底。

敏捷 流浪 饲养 教养亲热

填空



最近，家里的母猫生了几只小猫，小家伙们 而好动。

我一回家，它们就 过来，跟我玩耍。而母猫则 在沙发

上 着它的孩子们，眼神中充满了母爱。现在我每天最热切

盼望的就是早点儿回家看看它们，别的事情 都不重要。

最近，家里的母猫生了几只小猫，小家伙们 而好动。

我一回家，它们就 过来，跟我玩耍。而母猫则 在沙发

上 着它的孩子们，眼神中充满了母爱。现在我每天最热切

盼望的就是早点儿回家看看它们，别的事情 都不重要。

统统 快活 扑 趴凝视

填空



扩展阅读



扩展阅读扩展阅读



扩展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