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鸡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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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你知道哪些海洋生物？

俗话 历来 维持 认定 繁殖 古怪 诧异
气味 进而 恍然大悟 众所周知渗透 过滤

蛟龙深海探测器



导入 Warm-up
看图填空

母鸡 鸡仔(zǎi) 鸡窝(wō) 找食

_______旁的草地上，一只_______正带着一群小_______四处

_______吃，那些小鸡_______妈妈走来走去，可爱极了。

跟随



窝

椭圆

wō

tuǒyuán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地球的公转轨道是个椭圆。

畔 pàn 大学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湖畔看夕阳。

镶嵌 xiānɡqiàn 这个工艺品镶嵌的都是珍珠。

坚硬 jiānyìnɡ 金刚石是最坚硬的物质。

工艺品 ɡōnɡyìpǐn 他每次旅游都会买很多当地的工艺品。

生词 1

美观

浸泡

měiɡuān

jìnpào

这个小庭院设计非常美观。

将木耳浸泡在水中就会慢慢膨大。

别致 biézhì 她有一顶别致的帽子。



生词 2

废寝忘食 fèiqǐnwànɡshí 他一旦接到任务就废寝忘食地工作。

勤俭

将近

qínjiǎn

jiānɡjìn

农村出来的人都特别勤俭节约。

将近一万人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开幕式。

况且 kuànɡqiě 玩游戏伤眼，况且你的作业还没做完。

乌黑 wūhēi 这个姑娘有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跟随 ɡēnsuí 被训的小孩子跟随父亲走回家。

寻觅 xúnmì 蜜蜂从蜂巢飞出去寻觅花朵。

隐蔽 yǐnbì 军人们隐蔽在雪地中等待指令。

分明 fēnmínɡ 这分明就是在合伙欺骗消费者。



生词 3

扎 zhā 天气热的时候我喜欢把头发扎起来。

砖 zhuān 农村的房子都是用砖砌成的。

拣 jiǎn 小孩子一吃起饭来就东挑西拣。

撇 piě 那个男人撇下了自己的妻儿不管不问。

颇 pō 在当地这个老头颇具盛名。

拄 zhǔ 他不喜欢拄拐杖。

瘸 qué 因为车祸，他瘸了一条腿。



上周的一个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回家，不小心掉进了一

个大______，爬起来一看，原来是附近种树的人挖的。

______摔破了，手也被______破了，鲜血直流，还算______

，骨头没事。我只好推着自行车一______一拐地走回了家。

上周的一个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回家，不小心掉进了一

个大______，爬起来一看，原来是附近种树的人挖的。

______摔破了，手也被______破了，鲜血直流，还算______

，骨头没事。我只好推着自行车一______一拐地走回了家。

坑坑 瘸瘸 扎扎 侥幸侥幸膝盖膝盖

练习



况且

连词——用在后一分句的开头，表示在已有

理由之外，补充追加新的理由。

语言点

1、那小鸡仿佛刚出窝没几天，况且是乌黑乌黑的身子，可爱极了。

2、这套房子交通方便，附近有书店，况且房租又不贵，真是再

合适不过了。

3、虽然这工作很苦，但我不想离开现在的岗位。原因很简单，我

在石油行业工作了20多年，有份难舍的情感，况且我也热爱自

己的专业，还想有所成就。



为括号里的内容选择适当的位置。
练一练

2. 这次假期我不想去旅行了， A 一来假期短， B 二来车票也不好买， C 我

想好好休息休息，复习复习功课， D 也可以在近处玩儿玩儿。

（况且假期过后就是考试，）

3. 毕竟已年过50， A 忙了整整三天， B 他突然发现自己双腿已无法站稳， C 

头痛欲裂， D 大家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

（况且他原本就有心脏病，）

1.   A飞行员驾机到目的地时，B能见度不到500米，C大大低于规定标准，

D 只有4个马灯照明。

（况且该机场没有夜航设备，）



课文-1

姥姥住的村东池塘畔有一块椭圆形的大石头。那石头中间凹陷，像个鸡窝，村

里人叫它金鸡窝。

金鸡窝外表有些古怪，红色的石头，上面镶嵌着些不同色彩、不同形状、或坚

硬或不十分坚硬的小石头，像件工艺品，很是美观别致。

我们小时候都喜欢坐在石头上，把脚浸泡在水里。老人们见了，就会责怪：“

嗨，坐在金鸡窝上，想干吗呀！”我被说得糊涂，就去问姥姥，这才得知那个久远

的传说。

姥爷祖父的祖父宋家有几兄弟，大家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勤劳加勤俭，日子

过得还算富裕。



课文-2

农历年将近，宋家三祖爷早下了地，突然看到了一窝小鸡。那小鸡仿

佛刚出窝没几天，况且是乌黑乌黑的身子，可爱极了，跟随着母鸡，四

处寻觅，像是在找食。

三祖爷颇感诧异，大冬天的，这里离村子又远，分明不该有这么小

的鸡仔呀！三祖爷去捉小鸡，小鸡想隐蔽自己，跑着往干草丛里扎。三

祖爷顺手捡起一块砖撇过去，一下砸中了一只小鸡。小鸡就地打了个滚

，瞬间变成了一块金子。这时候，老母鸡急了，跳起来在三祖爷膝盖下

边就是一口，三祖爷疼的要命，哼哼着，路也走不动了，只好拣个树枝

当拐杖拄着，一瘸一拐地回了家。



判断对错

3. 小鸡变成了金子。

1. 金鸡窝是真的鸡窝。

2. 老人说不能坐在金鸡窝上。

4. 母鸡被我带回家了。

5. 我被母鸡弄伤了，一瘸一拐地回家了。



简述

姥姥村里的人把什么成为“

金鸡窝”？描述一下金鸡窝

的样子

1. 大石头、凹陷、鸟窝

2. 古怪、红色、镶嵌……小石头、像……、美观别致

讲述一下那个久

远的传说

背景
宋家几兄弟、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勤劳节俭、日子

富裕

时间 农历年将近

人物 宋家三祖爷

事情经过

1. 发现一窝小鸡

2. 捉小鸡，小鸡变金子

3. 三祖爷受伤



大

形容词——用在某些时令、时间、节日前，

表示强调

语言点

1、他一大清早就不知道忙什么去了

2、大周末的，让人家多睡会吧。

3、三祖爷颇感诧异，大冬天的，这里离村子又远，分明

不该有这么小的鸡仔呀！



下面句子中，指出哪个句子中的“大”和上面讲的意思不一样。

练一练

1.   大晴天的，带什么雨伞呀！

3.  哥哥比弟弟大三岁。

2.  大年初一的，也该好好休息休息。



HSK阅读



HSK阅读



HSK阅读



生词复习

1.放在了水中泡着 ___________

2.不高兴，觉得别人做错了 ___________

3.东西很硬，难弄坏 ___________

4.很努力工作，花得很省 ___________

5.水岸边 ___________

6.特别，精致，好看的 ___________ 

7.有钱，生活很好 ___________

8.去寻找 ___________



生词复习

9.我们回家吧，天气太冷了，______天也快黑了。

10.为了早日完成这个项目，他________,明天工作14个小时。

11.她又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头_____的头发，非常漂亮。

12.圣诞节活动非常受欢迎 ，有______一万人参加。

13. 小林______着妈妈去商场买衣服。

14. 过年你都不带我回你家，你______就是不爱我。

15.窗户上放花盆，如果掉下去，很容易______伤行人。

16. 这个军人______草丛中等待最佳战机。



我的________在________三十岁时才找到第一份工作，他很

珍惜这个机会，每天__________地工作。加上祖母很________，家

里的日子渐渐________起来。

我的________在________三十岁时才找到第一份工作，他很

珍惜这个机会，每天__________地工作。加上祖母很________，家

里的日子渐渐________起来。

勤俭勤俭 将近将近 富裕富裕 废寝忘食废寝忘食祖父祖父

练习



挖掘 wājué 真相都是需要人去挖掘的。

生词 4

坑

咋

kēnɡ

zǎ

走路小心点，别掉到坑里。

咋了，为什么还没吃饭？

发炎 fāyán 受伤之后不进行包扎伤口就会发炎。

侥幸 jiǎoxìnɡ 他这次能够通过考试完全是侥幸。

滋味 zīwèi 恋爱的滋味非常甜蜜。

逢 fénɡ 逢十一、五一，车票就很难买。

得不偿失 débùchánɡshī 用身体去换取成功是得不偿失的。



宁肯

欲望

nìnɡkěn

yùwànɡ

这个军人宁肯被火烧，也不暴露自己。

每个人的欲望都是无穷无尽的。

告诫 ɡàojiè 爷爷总是告诫我们不要太贪玩。

贪婪 tānlán 贪婪的人不快乐。

争夺 zhēnɡduó 每个国家都站在自己的利益上争夺领土。

贪污 tānwū 局长就是因为贪污才被检察机关逮捕了。

贿赂 huìlù 他一直在贿赂领导。

不择手段 bùzéshǒuduàn 有些人为了达到目的经常不择手段。

生词 5



模仿例子，写出更多的词语

例：欲望：愿望 希望 失望 盼望

富裕：

隐蔽：

贪婪：

争夺：

组词



课文-2

回到家，三祖爷把事情跟家里人一说，大家赶到地里，可怎么也

找不着那窝鸡。大家开始在附近挖掘，挖了个大坑，结果还是没有看

到鸡，只是挖出了那块像鸡窝一样的大石头。他们把那石头抬回村里

，因为形状不规则，派不上什么用场，最后就扔在了池塘边。

三祖爷受伤的腿一直发炎，疼得下不了床。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

子，咋能光躺在床上呢？三祖爷只好用那金子换了钱去看病。还算侥

幸，金子换来的钱用完了，三祖爷的腿也好了。三祖爷尝到了久病不

愈的滋味，后来逢人就说，真是得不偿失，早知道这样，宁肯当初不

搭理那窝小鸡。



课文-3

三祖爷的故事告诫后人，做人不要欲望太多，不要贪婪。东西不

是你的就不要去争夺，就是争来，也守不住。倒不如付出一分努力，

得到一分收获，过平稳和顺的日子。

后来，三祖爷的故事传了一代又一代，宋家的子孙也有做了官的

，但没有人敢贪污、贿赂、不择手段，因为他们心里都有一个“金鸡

窝”。



回答问题

3. 最后三祖爷的脚怎么治好的？

1. 大家在地里发现了什么？

2. 三祖爷的脚怎么了？

4.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简述

事情发展

1. 寻找小鸡

2. 三祖爷的脚发炎

3. 三祖爷治疗受伤的腿

这个故事给人们的启发 不要欲望太多，不要贪婪



1、假期所有的旅游景点都是人山人海，就算能买上车票，

也玩儿不好，倒不如在家清静清静看看书，听听音乐。

2、东西不是你的就不要去争夺。就是争来，也守不住。 倒不如

付出一分努力，得到一分收获，过平稳和顺的日子。

3、翻开相册，我不禁肃然起敬，与其说这是一本相册，倒不如

说这是他大半生的历史。

倒不如

表示在多方面比较之后选择其一。常与“与其”搭配使用

语言点



A．与其说大海是一个安静的少女，

C．你有时间去批评人家，

B．与其天天为钱财奔忙，

为句子选择适当的位置

1. （ ）倒不如过清贫日子。

3. 走向大洋深处，我才发现，（ ）倒不如说是一只凶猛的怪兽。在看似

平静的海面下，时时充满着凶险、恐怖，充满着数不清的暗礁、险滩。

2.  我渐渐开始明白，要想找出人家的漏洞太容易了，难的是建设一个新的

东西出来。（ ）倒不如好好琢磨自己能建设什么。

练习



将近 将要

将近/将要毕业时，他还没找到工作。

（都是副词，都可以表示快要到某个时间了）

1. 将近下午四点时，下了一场大雨。

2. 天将近黑了，他怎么还不回来？

（将近+时间词语/动词/形容词，表示时间上接近）

1. 下月三号学校将要举办毕业典礼。

2. 如果这次不成功，下次将要困难得多。

（将要+动词/动词短语/形容词（极少情况），表示不

久就要发生某事或产生变化）

这本书将近十万字，不过我一天就看完了。

（将近+数量短语，表示数量上快要达到。）

语言点



1. 想到今后______在这所名牌大学学习，我心中激动极了。

2.  中国有______四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3.  他每天都学习到______半夜，真令人佩服。

4.  如果经济状况不改善，不少工人______面临失业。

选择“将近”或“将要”填空

练习



为括号里的词语选择适当的位置

1. A 晴天， B 你出门时 C 干吗要 D 带把雨伞呢？。（大）

2. 与其 A 一个人生气， B 不如 C 找个朋友 D 说出来更好。（倒）

3. A 父亲年龄大了， B 身体也不好， C 我不放心 D 他一个人去旅行。

（况且）

4.  他 A 自己吃点儿亏， B 也不愿 C 让朋友 D 吃亏。（宁肯）

5. 他 A 朝你这个方向 B 走来的， C 你怎么 D 没看见他呢？（分明）

练习









HSK写作

７０多位科学家一直在忙碌地研究一个科学项目。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所有的人都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但由于大家对老板很忠诚，所以没人

想放弃工作。

一天，一位科学家走进他的老板办公室说道：“先生，我给我的孩

子许诺，今天带他到镇上看展览，所以我想下午五点半离开办公室。”

老板回答道：“好的，你今天可以早点下班。”午餐过后科学家像

平常一样投入到工作中，当他忙完手中的工作，他看看手表，发现已经是

晚上八点半了。



HSK写作

在回家的路上，想着对孩子的承诺，这位科学家一直在深深地自责。

回到家，他没有见到孩子，只有妻子一个人坐在大厅里看杂志。

他问妻子，“我们的孩子呢？”妻子惊讶地说：“你不知道吗？芽你

老板下午五点一刻到咱们家，带孩子去看展览了。”

原来下午五点时，他的老板看到他还在全神贯注地工作，他想如果现

在提醒这个人离开，他一定不会丢下工作的。但是他已经给了孩子承诺，

于是老板决定代替他去兑现对孩子的承诺。



HSK写作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科学家在巨大的压力下仍然一直跟随他们

的老板在顿巴（印度小镇，印度航天发射中心）工作。

你可以大胆猜测这位老板是谁。他就是现任印度总统，阿卜杜

勒·卡拉姆。——一个做大事的人往往都懂得做好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