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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Cultural Note

父母的爱，奇怪的事

成语 ——岳母刺字 精忠报国

临 晒 温暖 长途立刻 扑面而来

爱的体现



你认为父母的爱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衣食住行？教育？

导入 Warm-up



冻

亮

扑

临

晒 v. to dry in the sun

v. to freeze, to feel very cold

adj./v. bright; to shine

v. to pounce on, to dash at

prep. about to, just before

锁 n./v. lock; to lock up

生词 1

阵 m. use for a short period or spell of

an occurrence or action

一阵春分
一阵歌声
一阵阵花香

扑倒
扑面而来

晒衣服
晒太阳

锁——钥匙



请用前面学过的七个词填空

1. 父亲喝 了，等他醒时，天色已晚。

2. 孩子一看到我就高兴地向我 了过来，要我抱他。

3. 天气好的时候，要把被子拿出来 一下。

4. 我们又准备去外地打工， 走那天，父亲从老家赶来送我们。

5. 加班到半夜，回家时看到家里的灯还 着，心里暖暖的。

6. 天太冷了，孩子被 得大哭起来。

7. 老家的房子没人住，只好上 空着。

练习 1



听后阅读，再回答问题，并根据所给重点词语复述故事

一段时间后，我和妻子又准备去外地打工，新房只能上锁空着。临走那天，

父亲从老家赶来送我们。父亲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妈说了，你还是留一串

新房的钥匙给我们，要是我和你妈什么时候想来了，就来住上几天，顺便给你们

晒晒被子，打扫打扫卫生。”父亲说这话时，轻声细语，还红着脸，像个害羞的

孩子。

你觉得“轻声细语”是什么意思？

重点词语：锁、临、悄悄、被子

课文 1



问题

1、我和妻子要去哪里？

3、母亲为什么要一把钥匙？

2、谁在新房子那边住？

4、你觉得父亲想要一把新房的钥匙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害羞？



临

靠近、对着

1、我想买一套不临街的房子，这样不会太吵。

2、临江新修了一条路，晚饭后很多人都去那儿散步。

语言点 1



临
快到发生的时候

1、这是我临离开北京的时候买的。

2、临走那天，父亲从老家赶来送我们。

语言点 1



练习 2



练习 2



微笑

温暖

立刻

想象 v. to imagine

v./n. to smile; smile

adj./v. warm; to make sb./sth. warm

adv. at once, immediately

长途 adj. long-distance

生词 2

长途汽车
长途旅行
长途飞行



转眼又是半年，我们回家时是一个深冬的夜里。下了长途车，儿子被冻

得大哭。我和妻子想象着打开家门满是灰尘、冷冷清清的景象，觉得心里发

寒。来到楼下，抬头一看，却发现自家亮着灯光。上了楼，开门的竟是微笑

着的父母，温暖的气息立刻扑面而来：室内打扫得干干净净，暖气开着，水

已温热，卧室床上的被子已铺好，厨房里飘来阵阵饭菜香......

听后阅读，再回答问题，并根据所给重点词语复述故事

你觉得“扑面而来”是什么意思？

重点词语：长途、想象、亮、微笑、温暖、立刻、流泪

课文 2



问题

1、我和妻子要去哪里？

3、母亲为什么要一把钥匙？

2、谁在新房子那边住？

4、你觉得父亲想要一把新房的钥匙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害羞？



父亲说：“你妈昨天接到电话，知道你们今晚回来，今天来新房忙了一

天了。”原来父母要我留下串钥匙，只是为了让我们回来时，能立刻感受到

家的温暖！我鼻子一酸，流下了热泪……

在这里，“鼻子一酸”是什么意思？

在你的文化里，父母会不会这样做呢？如果做了，你怎么想？

课文 3



立刻+ V. 
马上，一个动跟着前一个动作

1、上了楼，开门的竟是微笑着的父母，

温暖的气息立刻扑面而来……

2、原来父母要我留下串钥匙，只是为了让我们回来时，

能立刻感受到家的温暖！

3、那两只羊一见到青草，就立刻去吃草了，

哪还有心思打架呢？

语言点 2



练习 3



练习 3



给括号里的词选择适当的位置

1. 虽然她全身A瘫痪了，但B我会照顾C她D。

2. A了，他们俩B大吵C了一架D！

3. 他A病了，B老师和同学们C把他D送进了医院。

4. A花园里B飘来C花D香。

不得了

立刻

一阵

一辈子

练习 4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1. 你觉得我穿这 西服去电视台参加节目怎么样？

2. 我不能 她喝醉了会是什么样子。

3. 国际 电话很贵，现在我们一般上网聊天儿。

4. 因为同学们 要求，我们决定这个周末出去活动。

套 锁 挣断

5. 房门被反 上了，他从窗户里跳出来，把腿摔 了。

6. 暑假的时候我想去 两个月 ， 点儿钱。

打 强烈长途 想象工

练习 5



1. A：你觉得这套房子怎么样？

B： 。

3. A：你卧室里的新被子真漂亮，哪儿买的？

B： 。

2. A：你一个人来中国，你的爸爸妈妈放心吗？

B： 。

用“临”完成下列句子或对话：

练习 6



1. 一下课， 。

3. A：你能帮我通知他这件事吗？

B： 。

2. 我快被气死了！ 。

用“立刻”完成下列句子或对话：

练习 6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背景分析：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私的、伟大的。但是由于时代和观念的不同，

他们爱的方式有时却是很“奇怪”的，比如：冬天，爸妈常常会叮嘱

你穿“秋裤”，看你会带土鸡蛋和大公鸡。

话题：你爸妈有不一样的爱的表达方式吗？请你和我们分享分享。



文化角

岳母刺字
Yue Fei’s Mother Tattooed Characters on the Skin of Yue Fei

Being loyal and serving for the country.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