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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词

1 稳
wěn

固
gù

stabilize

2 维
wéi

系
xì

hold together

3 安
ān

定
dìng

stable

4 基
jī

本
běn

basic

5 细
xì

tiny　细
xì

胞
bāo

cell

6 崇
chóng

esteem　 崇
chóng

拜
bài

worship; adore

7 托
tuō

（託）support with hand　依
yī

托
tuō

depend on

8 清
qīng

明
míng

节
jié

Qingming Festival (celebrated around April 5)

9 坟
fén

（墳）grave 

上
shàng

坟
fén

honour the memory of the dead at a grave

bk 追
zhuī

忆
yì

recall

bl 故
gù

pass away　已
yǐ

故
gù

deceased

bm 祈
qí

pray; hope for　祈
qí

求
qiú

pray for

bn 祖
zǔ

宗
zong

ancestors

bo 佑
yòu

bless and protect　保
bǎo

佑
yòu

bless and protect

bp 耀
yào

glory 

光
guāng

宗
zōng

耀
yào

祖
zǔ

bring honour to one’s ancestors 

荣
róng

耀
yào

glory

bq 建
jiàn

功
gōng

立
lì

业
yè

build up establishment

br 出
chū

人
rén

头
tóu

地
dì

become outstanding

bs 争
zhēng

光
guāng

win honour for

bt 墓
mù

grave 

扫
sǎo

墓
mù

sweep a grave to pay respects to a deceased person

ck 出
chū

息
xi

promising

cl 骄
jiāo

（驕）proud

cm 傲
ào

proud　骄
jiāo

傲
ào

pride

cn 儒
rú

Confucianist　儒
rú

家
jiā

the Confucianists

co 君
jūn

monarch　君
jūn

主
zhǔ

monarch

cp 臣
chén

subject under a feudal rule 

臣
chén

子
zǐ

subject under a feudal rule 

cq 威
wēi

impressive strength　威
wēi

严
yán

dignity

cr 无
wú

法
fǎ

无
wú

天
tiān

become absolutely lawless

cs 严
yán

于
yú

律
lǜ

己
jǐ

be strict with oneself

ct 以
yǐ

身
shēn

作
zuò

则
zé

set an example with one’s own action

dk 任
rèn

劳
láo

任
rèn

怨
yuàn

work hard and not be upset by criticism

dl 丝
sī

the slightest

dm 苟
gǒu

careless 

一
yì

丝
sī

不
bù

苟
gǒu

be conscientious and meticulous

dn 兢
jīng

兢
jīng

业
yè

业
yè

painstaking and conscientious

do 莫
mò

大
dà

greatest

dp 迪
dí

enlighten　启
qǐ

迪
dí

enlighten

dq 抒
shū

express　各
gè

抒
shū

己
jǐ

见
jiàn

everybody speaks up

dr 秉
bǐng

preside over　秉
bǐng

持
chí

uphold

ds 容
róng

tolerate　包
bāo

容
róng

bear with

dt 忍
rěn

让
ràng

exercise forbearance

ek 领
lǐng

悟
wù

comprehend

el 妥
tuǒ

appropriate　妥
tuǒ

协
xié

com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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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课文录音，做练习

A 选择

1) 社会这个“大家”由什么组成？

a) 每个社团　　b) 一个个小家

c) 各个地区　　d) 大、小城市

3) 什么因素可以使国家稳定兴旺？

a) 家庭关系　　b) 人人有活儿干

c) 家庭富裕　　d) 家庭和睦团结

B 选出四个正确的句子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国人 ______ 。

□  a) 很重视家庭，素有“家国天下”之说

□  b) 认为“天下”是由每个“国家”构成的，“国”是基本元素

□  c) 以和为贵，家人要和睦团结才能一致对外

□  d) 很崇拜祖先，每年的春节回家团聚就是个例子

□  e) 有“光宗耀祖”的观念，人们努力做事希望可以出人头地，为宗族争光

□  f) 重视秩序，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

□  g) 认为父母要有威严，同时父母也要严于律己

C 选择（答案不止一个 )

1) 刘清源从父母身上得到的启迪是工作上要 ______ 。

a) 斤斤计较　　b) 以身作则　　c) 一丝不苟　　d) 兢兢业业

2) 中国家庭会秉持和睦的原则，______ 。

a) 互相理解　　b) 互相包容　　c) 互相忍让　　d) 常自我批评

D 回答问题

1) 这次访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有什么作用？在现今社会，是否还值得我们学习？

3) 中国家庭中是否也有分歧？如果遇到分歧，会怎么解决？

2) “家和万事兴”是什么意思？

a) 发财致富　　b) 家庭和睦才能兴旺

c) 各干各的　　d) 全家合力奋斗

4) 如果父母没有威严，孩子会怎样？

a) 遵纪守法　　b) 变成小乖乖

c) 无法无天　　d) 无才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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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林英先生

刘： 我是学生会主席刘清源。林英先生，您是著名的

文化人。请问，您对我校将开设的中国传统家庭

观课程有何看法？

林： 我非常支持你们学校开设这门课。中华文明源远

流长，有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家庭观

念有稳固家庭团结、维系社会安定的作用，今时

今日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刘： 林先生，请您具体介绍一下中国传统家庭观，好吗？

林： 好的。中国人十分重视家庭，有“家国天下”的说法。“家”虽小，却是构成“国”

和“天下”的基本元素。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是天下的基本细胞。“家和万事

兴”，中国人以和为贵，认为只要家庭和睦团结，国家就能稳定兴旺。

刘： 没错。社会这个大“家”是由一个个小“家”组成的。

林： 中国人崇拜祖先，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依托。中国人每年清明节都要去上坟祭祖，

追忆已故的亲人，祈求祖宗保佑。中国人还有“光宗耀祖”的观念。人们努力做事，

希望可以建功立业、出人头地，让祖先有荣耀，为宗族争光。

刘： 是的。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回家乡去扫墓。祖父常常教导我要有出息，努力成为家人

的骄傲。

林： 另外，中国人也很注重秩序。儒家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法，意思是

“君主要像君主的样子，臣子要像臣子的样子，父亲要像父亲的样子，儿子要像儿子

的样子”。无论国家还是家庭，有了秩序才得以稳定。

刘： 我同意。家庭也需要有秩序，家规非常重要。一方面，父母要有威严，否则孩子就会

无法无天；另一方面，父母也要严于律己，孩子应该以父母为榜样。我的爸爸妈妈就

是这样做的。他们生活上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工作上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我希

望以后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林： 看来父母给了你莫大的启迪，真为你高兴！中国的家庭观还表现在遇到分歧的时候，

家人会各抒己见，与此同时，也会秉持和睦的原则，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忍

让。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领悟到妥协的艺术。

刘： 您说得太对了！今天的采访让我们有很大的收获。谢谢您！

8

1) 亲情是维系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纽带。亲人之间应该互相关爱、互相帮助、互相理解、互

相包容，这样才能构成美满和睦的家庭。你们一家人是怎样维系家庭关系的？请举一两个

例子说明一下。

2) 中国的传统家庭是三世同堂或者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

下。现在的家庭结构改变了，年轻人应该怎样做才能传承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你是怎样

做到尊重、照顾长辈，以尽孝心的？

3) 在西方家庭中，长辈比较尊重孩子的感受和看法。相比之下，中国人则更看重辈分，小辈

需要服从长辈的要求。你们家是怎样的情形？如果父母不尊重你的想法，你会怎样跟他们

沟通？请举例说明。

4) 天下没有不疼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家庭是孩子的避风港，父母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无偿地

为孩子遮风挡雨。请以你们家为例，举例说明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5) “祖先崇拜”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你们家是用什么方式追忆已故亲人的？你的家人

相信祖宗会保佑你们吗？你的家人是否有“光宗耀祖”的观念？请谈谈你对“光宗耀祖”

这种观念的看法。

6) “家和万事兴”，中国人以和为贵，认为只要家庭和睦团结国家就会稳定兴旺。你同意这

样的说法吗？请举例说明。

7) 有些青年人比较任性，碰到事情不肯妥协，有时甚至会做出一些使矛盾激化的举动。在与

朋友或者同学的交往中，如果碰到这样的人，你会怎样处理？请举例说明。

8) 友谊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真正的朋友可以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当你遇到困

难，受到挫折时，有没有朋友给予你安慰、鼓励和帮助？请举例说一说。

2根据实际情况回答问题

3谚语名句

1)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 让礼一寸，得礼一尺。

3) 欲得真学问，必下苦功夫。

4)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5)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6) 天才出于勤奋，知识来自实践。 龙飞凤舞

课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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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阅读理解

我的爷爷奶奶

在老宅被拆除之前，我跟着父亲去整理东西。从一本数学习题集中掉出来一张爷爷奶

奶的黑白照片。他们俩正聚精会神地用计算尺做着计算，恩爱默契。黑白的色调烘托了悲

伤的气氛，我不禁潸然泪下。

爷爷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爸爸告诉我，爷爷多才多艺：对摄影情有独钟，书法

自成一体，拉二胡的水平已经达到业余演奏级。对爷爷来说，这些都是他的副业，研究数

学、认真教书才是他的天职。爷爷当时是上海滩为数不多的优秀中学数学教师。在教书方

面，他认为再小的事也是大事，比如改作业打勾要认真地打，写评语就更不用说了。上数

学课，他一步步推演得有条有理，讲解起来浅显易懂。他书桌上永远堆放着一摞一摞的习

题集、高等数学书，他研究的数学远远超出

了教书的范畴。当夜深人静时，弄堂里各家

窗户透出灰暗的灯光，而我家的灯火是最明

亮的。从爷爷生前那些琐事，我感悟到事情

没有大小之分，做任何事情都要精益求精。

奶奶在大学教数学，还兼任系主任。那

时候，女孩子能识字已经很稀罕了，而奶奶

是乡里出了名的才女。奶奶小时候读书非常

用功，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当别的女孩子玩耍时，她就躲在草堆里演算数学题。最后，

她以数学满分的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数学系。奶奶讲浙江方言，在中学学普通话时发音怎

么都咬不准。她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练习到嘴巴里都起了泡。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后来在

学校普通话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奶奶是聪明加勤奋最好的例子。

在我的记忆中，奶奶戴一副眼镜，穿着素净，说话斯文。奶奶是个知识分子，以前

很少做家务，也不大会做饭烧菜。退休以后，她俨然“转行”成了全职家庭主妇。我记得

上海的夏天有时气温很高。在厨房里做饭，奶奶穿着一件白色的圆领衫，很肥大，是全棉

的，很吸汗，但还是汗流浃背。奶奶要靠看菜谱做荷叶粉蒸肉，那难度可想而知。经过几

次实践，她做出来的粉蒸肉香气四溢、嫩而不腻、酥而爽口。奶奶相信勤能补拙、天道酬

勤，有付出才会有回报。照顾家人，再苦再累，奶奶从无怨言。

勤奋是爷爷奶奶的标签。他们的一生就是对“认真”这两个字最好的诠释。

 A 	配对

□  1) 烘托 

□  2) 九牛二虎之力

□  3) 斯文

□  4) 知识分子

a) 天资较差可以用勤奋不懈来弥补。

b) 比喻非常大的力量。

c) 使明显突出。

d) 指人的举止文雅有礼。

e) 加大力度宣传以博取众人的眼球。

f) 指读书人。

 B 	选择（答案不止一个）

1) 爷爷深受学生爱戴的原因是 ______ 。

a) 工作一丝不苟　　b) 批改作业认真

c) 经常参加演出　　d) 他的书画技艺高超

 C 	完成句子

1) 除了“主业”教书以外，爷爷还有“副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 奶奶退休后，在家务方面她干得十分出色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 爷爷和奶奶有着优良的品德。他们的共同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 。

 D 	判断正误

□  1) 爷爷的主业是教数学，此外他对摄影也很有研究，书法也写得很好。

□  2) 爷爷的书桌上总是堆着大量的数学书和习题集。

□  3) 对爷爷来说，教书时没有大小事之分，做任何事都要精益求精。

□  4) 奶奶小时候在乡里是唯一一个在学堂上学的女孩子。

□  5) 奶奶刚学普通话时发音不准，但在她的努力下最终获得学校普通话比赛冠军。

□  6) 奶奶退休后一直研究厨艺，她做出来的菜能达到顶级厨师的水平。

 E 	回答问题

1) 从哪些事能看出爷爷是个好老师？

2) “他研究的数学远远超出了教书的范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3) 用“灰暗的灯光”和“灯火是最明亮的”作对比，作者想表达什么？

 F 	学习反思

你是怎么诠释“认真”这两个字的？在你的学习、生活中，是怎么体现“认真”这两个字的？

2) 奶奶学生时期对待学习的态度是 ______ 。

a) 劳逸结合　　b) 得过且过

c) 勤学苦练　　d) 分秒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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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阅读理解

读《虎妈战歌》有感

1 蔡美儿是美国华裔第二代移民，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她深信在美国的华人要

想出类拔萃就得付出加倍的努力和心血。

2 蔡美儿在她的《虎妈战歌》一书中 ______ 了她管教两个女儿所付出的艰辛，并诉说了其

中的苦与乐、得与失。

3 蔡美儿在两个女儿的身上 ______ 了极高的期望。她认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并坚信成功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她以专制、严苛的教育方法让两个姐妹每天练五六个小时的琴，还想

方设法 ______ 一些她认为不重要的体育运动和社团活

动，也不允许她们和玩伴一起玩。这种武断的教育方

法在逆来顺受的大女儿身上好似见效，但小女儿是

“长着天使面孔的野丫头”，常常让蔡美儿碰钉子。

4 蔡美儿把两个女儿的成长经历看作是中国传统教

育的成功典范，这引起了东西方热烈的讨论。很多中

国家长认为蔡美儿自命不凡，孤芳自赏，她采用的不

完全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很多西方家长感到她这

种近乎虐待儿童，______ 人权的教育方法会伤害孩子的

自尊心，会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不良的影响。

5 我并不认同蔡美儿继承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这种说法。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包括道德教

育和知识教育。中国的道德教育注重培养人的气节和操守，强调人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引导人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知识教育则要求学生掌握知识，具备思辨能力。

6 尽管如此，对于虎妈在孩子教育上花费的精力以及表现出的热情我是非常 ______ 的，也

能体会到她用心良苦。虎妈并不是采用粗暴、简单的方法来教育孩子。以小女儿为例，当她

不想练琴时，虎妈不会粗暴地打手心、罚站，而是陪在旁边 ______ 孩子不分心；当小女儿发

泄完情绪后，虎妈会让她继续练习；当小女儿失去信心想放弃时，虎妈会冷静、理智地应

对，以坚定的态度引导孩子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7 我认为虎妈教育孩子算是成功的个案，但并不容易 ______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个案。现

在的孩子成熟得早，孩子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后，父母如果用高压手段容易造成孩子的逆反心

理。父母的主观臆断以及在家教观念上的差异往往会跟子女 ______ 碰撞和冲突，不利于孩子

的健康成长。

8 俗话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每个人看完书后都会对什么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方

式有自己的看法。

1

2

3

4

5

6

7

8

 E 	配对

□  1) 中国的道德教育注重 

□  2) 知识教育除了要教授知识以外，

□  3) 当孩子的价值观跟父母的不同时，

□  4) 家长跟子女在家教观念上的差异

a) 还要培养思辨能力。

b) 父母用高压手段对待孩子往往没有好效果。

c) 培养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d) 引起社会对教育方法的讨论及关注。

e) 成功的个案不一定适合你的孩子。

f) 常常会演变成冲突。

 D 	选择

1) “长着天使面孔的野丫头”指的是那种 ______ 的人。

a) 很难管　　　b) 逆来顺受　　　c) 看似乖巧，其实难管　　d) 刀子嘴，豆腐心

2) 小女儿让蔡美儿“碰钉子”的意思是小女儿 ______ 。

a) 性格粗暴　　b) 不服妈妈管　　c) 冷静应对妈妈的管教　　d) 被管得服服帖帖的

 C 	选择（答案不止一个）

1) 身为华裔第二代移民，蔡美儿 ______ 。

a) 讲述了她教育子女苦乐参半的经历　         　b) 认为华人要想出头就得加倍努力

c) 认为做体育活动还不如把时间花在学习上

d) 深信“棒头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法在美国不管用

2) 虎妈蔡美儿 ______ 。

a) 亲力亲为，陪在孩子身边确保她们练琴时思想集中

b) 有时也会用打手心、罚站的方法来教训女儿

c) 在小女儿发完脾气后还是坚持让她做该做的事

d) 对女儿的教育可谓用心良苦

 A 	在第 3至 5段中找出意思最接近的词语

1) 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__________

2) 自以为很了不起：__________

3) 用残暴狠毒的手段对待：__________

4) 指人平时的行为、品德：__________

 F 	学习反思

你父母采用了什么教育方式来教育你？你认为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是行之有效的？

 B 	选词填空

剥夺　　佩服　　寄予　　复制

坦露　　逃避　　确保　　发生

1 __________　 2  __________　 3  __________

4 __________　 5  __________　 6  __________

7 __________　 8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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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当今世界，虽然科学技术发达、生活条件优越、教

育环境良好，但总有一些人感到不幸福，甚至心理

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幸

福，过有意义的生活，这是很多年轻人需要自问的。

请分享一下你认为怎么做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拥

有有意义的人生。请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看到、

听到的事为例子加以说明。

例子：

你：　	 我认为找到自己爱做的事、能做的事，那是一

份幸福的感受。瞄准一个目标，一直走下去，

努力取得一些成果，这就是一段有意义的人

生。中国杰出的芭蕾舞艺术家谭元元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11 岁那年，谭元元的父母抛硬币

决定让她学芭蕾舞。21 岁时她成为旧金山芭蕾

舞团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席演员。谭元元至今仍

是世界顶级芭蕾舞团中唯一的华人首席演员，

堪称芭蕾界的神话。在一次访谈中，她说要忍

住寂寞与枯燥，方能破茧成蝶。她还说芭蕾舞

是她的挚爱，虽然跳芭蕾舞很辛苦，有时每一

步都好像踩在刀尖上一样，但她还是义无反顾

地爱着芭蕾。谭元元用青春和执着演绎了幸福

的内涵和人生的意义。我也从小跳芭蕾舞，谭

元元就是我的偶像和榜样，我要学习她专心致

志、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精神。

同学1：	 我的志向是当一名儿科医生。我知道学医、从

医很不容易，会很辛苦。但我已经做好了准

备，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我认为能为医学做

贡献、为社会服务，这是最大的幸福，可以让

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

……

要求	 作为家庭的一员、社会的一员，我们应该思考

怎样才能做一个“真实、善良、康乐”的人。

在你的心目中，谁符合这样的标准？请采访他 /

她，写一篇访谈稿，发表在学校的季刊上。

你可以写：

•  怎样做到“真实、善良、康乐”

•  采访中你得到了什么启示

例子：

采访一个“真实、善良、康乐”的人

你：　	爸爸，我认为做人要做到“真实、善良、康

乐”。在我看来，您就是这样的人。我今天

采访您，想让您说说您是怎样做到的。您是

否碰到过困难？又是怎么克服的？

爸爸： “真实、善良、康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我认为做一个真实的人非常难。

你：　	为什么？

爸爸：	因为“真实”，首先要“真”。人要有独立人

格，要讲真话。这个“真”字是最难做到的。

你：　	是的，我们生活在现实社会里，不是生活在

真空世界里。那您是怎么做到人格独立的？

爸爸：	有独立的人格，就是做自己，具有独立的思

考和判断能力，对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行为

负责。在当今社会，要具备独立的人格有时

候很难。比如说明明是领导做错了，但是大

家都不说，如果你把自己的想法、立场表达

出来，不仅不会受到上司的赏识，甚至还可

能会受到批评，或者日后被刁难。现实是很

残酷的，所以要保持独立的人格相当不容易。

……

a) 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寄托，也

是人世间最牢固的感情纽带。

爱能传递的力量是无可估量的。

亲人间的亲情、朋友间的友情，

还有对弱势群体的关爱，都是

十分重要的。

b) 一个人能在爱人的同时也被人

爱，他就是个幸福的人，他的

人生就是有意义的。关键在于

自己要有爱心，是愿意付出、

怀有大爱的人。只有先做到了

爱别人，才会收获别人的爱。

其实，爱别人是一件愉快的事，

让别人感受到自己的关怀，自

己也会沐浴在爱之中。

c) 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被

需要、有价值，那他的幸福指

数一定很高，会过上有意义的

生活。人活在世上是需要证明

自己价值的。如果一个人发现

自己没有被人需要，他就会感

到绝望。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

已死去。

a) 讲真话，也很难。在现实生活中，

有的人不喜欢听真话，因为假话更

加悦耳动听，而真话往往刺耳难听。

讲真话未必会得到赞赏，而讲假话倒

可能会有市场。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真话往往不好听，但为了保持独立

的人格，我一定会说真话、道真情，

忠于自己的良心。

b) 康乐，就是健康、快乐，开开心心地

成长，快快乐乐地生活。这需要有

正面、积极的心态。要正面地、积

极地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社会。

这确实很难，因为这个社会不是“纯

净”的，可能会遇到龌龊的事，有

时候会让你难以招架。

c) 真实、善良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康

乐是人生的乐观态度。作为青年人，

我们应该努力朝着健康、阳光的人生

目标迈进。如果所有的人都追求“真

实、善良、康乐”，我相信我们的

世界一定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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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

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

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 ；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

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

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

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

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

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

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

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

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

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

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

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真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

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

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

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

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

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

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

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

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

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

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

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

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

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

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

朱自清

作者介绍 朱自清（1898-1948），

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朱

自清的代表作有《春》《荷塘月

色》等。

 A 	选择（答案不止一个）

1) 从哪里能看出作者的家境困难？

a) 父亲失业了　　　　　　　　b) 借钱办丧事

c) 父亲还要还别人的债　　　　d) 把家里的东西拿去典当变卖

2) 看着父亲蹒跚地穿过铁道去买橘子的背影，作者为什么流泪？

a) 想起家里的不幸而伤感　　　b) 心疼父亲爬上爬下去给自己买橘子

c) 被深深的父爱所感动　　　　d) 怜惜父亲不辞辛劳为全家人奔波

 B 	选出四个正确的句子

父亲一生为家庭贡献了很多。父亲 ______ 。

□  a) 是个很细心的人，临别时叮咛儿子要当心身体，还要提高警惕

□  b) 少年时就外出谋生，成就了一些大事，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

□  c) 年老后心情暴躁，常常为了家里琐碎的小事迁怒于家人

□  d) 以前总是嫌弃作者不学好，但近两年有了很大的变化

□  e) 面对家境困难，乐观地安慰作者“天无绝人之路”

 C 	配对

□  1) 作者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 

□  2) 看到父亲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

□  3) 当父亲在信中写道

□  4) 作者想起父亲为他做的一切，

a) 自己身体大不如前时，作者感到很伤感。

b) 作者不禁流出了惜别的眼泪。

c) 又想起祖母的离世，流下了悲哀的眼泪。

d) 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的仕途前景。

e) 表达出父子之间的深情。

f) 深深地感受到父亲的关怀和爱护。

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

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

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

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

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D 	回答问题

1) 文章哪处展现出父亲对作者浓浓的且含蓄的爱？请举一个例子。

2) 文章的第四段中，“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3) 文章的结尾“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表达出作者对父亲什么样的情感？

 E 	学习反思

中国人表达爱的方式是含蓄的。你父亲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对你的爱？

（选自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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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 • 利玛窦 • 徐光启

明世宗（1507 年 – 1567 年）是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他渴望得

到能使人长生不老的药。为迎合皇帝，当时的太医多进献“长生

不老药”。出生于行医世家的李时珍（1518 年 – 1593 年）曾是

明世宗的宫廷太医。在太医院任职期间，他研读了《神

农本草经》等重要的药典，极大地丰富了医学知

识。由于不适应太医院的环境，一段时间后他

就辞官回乡了。之后，李时珍花 27 年时间完成

了药物学著作《本草纲目》。为了编写此书，李

时珍不仅整理了很多典籍，还踏遍青山，尝尽

百草，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本草纲目》中收录了一万多个药方，记录了一千八百多

种药物，详细讲述了各种药材的产地、形态、性能、功用等，是中国中医药史上不可多得

的医药经典。

明神宗（1563 年 – 1620 年）在位 48 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神宗采取了

一系列有效的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也增强了。那时的明朝是世界上经济

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再加上新航路开辟的影响，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

利玛窦（1552 年 – 1610 年）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也是一位学者。利玛窦

是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一批开拓者。利玛窦很有语言天赋，到中国后努力学习汉语。他不仅

可以阅读中国文学，对中国古典书籍也很有研

究。他在中国传播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

科学知识，向西方介绍儒家的思想，为促进中

西方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翰林院的官员徐光启（1562 年 – 1633 年）

是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他向利玛窦学习了

很多西方的科学知识，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科

学著作。徐光启晚年回到老家上海，继续对农

业进行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农

政全书》。《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的农业百科

全书。

1)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了人参的药用价值。人参有哪些功效？请列举三个。

2) 中医认为食物是治病最好的药品。你知道哪些食物有医疗作用？请举个例子。

3) 你看过中医吗？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去看中医？

4) 利玛窦和徐光启一起合作，在数学方面为中国做出了哪些贡献？

1) 洛阳水席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请介绍你们国家的一种历史悠久且仍受喜爱的菜肴。

2) 在中国人心目中，牡丹花象征着富贵吉祥，牡丹花的形象也常出现在喜庆的红包、请柬上。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牡丹花的形象还常出现在哪些物品上？

3) 牡丹花是国画中经常描绘的题材。除了牡丹花以外，梅、兰、竹、菊也是国画画家十分喜

爱的创作对象。在中国文化中，梅花、兰花、竹子、菊花被称为“四君子”。请上网查一

查梅花、兰花、竹子、菊花分别象征什么品质。

洛阳

跟西安一样，洛阳也是十三朝古都，中国四大古都

之一。

洛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的精髓——儒、道、佛，无不与洛阳有着密切的关系。

儒学在洛阳兴盛，道学起源于洛阳，佛学首传入洛阳。

洛阳的饮食文化也很丰富。洛阳水席是洛阳一带的

特色名宴，中国历史最久的名宴之一，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水席”这个名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水席上所有的热菜都有汤水，二是水席像流水一样，

源源不绝，每吃完一道，就上下一道。水席的菜式有荤有素，选料广泛，味道可口。

洛阳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之称，洛阳的牡丹花十分出名。牡丹花又称为“富贵花”，

有雍容华贵、端庄富丽、繁荣昌盛的美好寓意。洛阳的牡丹花品种繁多、花色美艳、芳香浓

郁。每年四五月牡丹花开的时候，洛阳城中慕名而来的赏花人络绎不绝，真应了那句诗“唯有

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造福后代
（可以上网查资料）

利玛窦 徐光启

李时珍

牡丹花

古为今用 （可以上网查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