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ong Wen  

     
 
 

       
 

 

 

 

 

    

            姒玉明  编著 



 

 

             Zhong Wen 

                      
    
 
 
 

        

 

 

 

 

 

 

    

             姒玉明  编著 



The central task of education is to implant a will and facility for learning; 

it should produce not learned but learning people. The truly human 

society is a learning society, where grandparents, parents, and children 

are students together.  — Eric Hoffer 

 

People of my generation went abroad, mostly to Germany, and learned 

not the subject, but the taste for it, the style, the quality, the tradition. We 

knew the libretto, but we had to learn the music.  — Isidor Isaac Rabi 

 

An education which does not cultivate the will is an education that 

depraves the mind. — Anatol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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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中文学校要教孩子什么？当然要教中文，但究竟要教什么样的中文，怎

样教呢？这两个问题涉及到教科书的内容和课程的设计。前者左右了学生对

学中文的态度和兴趣，后者关系到学习的效率和效果。《整全教育中文》简

称《整全》即是针对以上两个问题编写而成的。 
 

    教科书的内容 
 

    在北美的中文学校里使用的教科书都不尽相同，即使是在同一所学校，

还可能有几套不同的教材并存。这些各式各样的教材都在认字、阅读、作业

等上各有千秋，但共同点是，不少课文的内容忽略了海外华裔的文化背景和

思维方式。  
 

    比如说，“三只小猪”里，大灰狼被烫死的暴力结局，并没有让学生拍

手称快，反而令纯真的童心感受到了残忍。“愚公移山”和“铁棒磨成针”

被当成了笑话。有同学就直率地说：“你们要我们努力，我们也知道要努

力，但不是那样蛮干”。“凿壁偷光”呢？他们认为主人公匡衡在墙壁挖洞

就是搞破坏，这样的行为本应该受到制止，怎么反而被称赞？诸如此类不和

谐的声音显然在提醒我们，华裔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有区别，教科书需要改

善。 
 

    既然文字、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那为什么学中文就一定

要局限在令学生陌生、困惑的人和事呢？使本来就勉勉强强、心不甘、情不

愿的他们，对中文更是疑云重重、怨气满腹。为什么不能用中文来讲述新

颖、实际、有针对性的话题呢？ 
 

    比如说，有些孩子慑于同辈的压力，羞于带中餐到学校。对此，《整

全》第二册就用“你喜欢吃什么？”一课来开导：“每个人喜欢不同的食

物，就像喜欢不同的颜色一样。有的人喜欢红色，有的人喜欢黑色。你喜欢

的颜色和其他人的不一样，你会认为很正常。那么，你的午饭和别人的不一

样，是不是也很正常呢？” 
 

    鉴于有些华裔介意父母们乡音未改的英语和某些生活习惯。《整全》第

五册“海归”一课里，就有了这样的劝导：“如果他们不知道你的青春偶

像，不要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每天忙着为你积攒学费；如果他们的英语带

有乡音，不要嘲笑他们，因为他们的雇主都不在乎；如果他们反复向你问同

一个问题，请不要生气，因为他们已经耐心地教育了你十多年。”  



 

 

    除此以外，《整全》的课文注重从儿童和青少年的视角出发，用故事来

讲道理。比如第四册第一课“爱是什么？”就用这个故事来结尾：一位 4岁

的小男孩，看到邻居的老奶奶去世了，老爷爷在哭。他就走到老爷爷的院子

里，爬上他的腿，坐在上面。回家以后，他的妈妈问他当时给老爷爷说了些

什么，小男孩说：“没说什么，我只是和他一起哭。”  
 

    文字本身并不具备生命力，除非它们承载着文化的底蕴、民族的灵魂和

普世的价值观。孩子们学音乐的时候，接触的都是经典，诸如贝多芬、莫扎

特等人的作品。学中文也是一样的道理。长期阅读没有生命力和灵魂的文

字，会使我们的语言肤浅、空洞，由此导致我们产生浅薄的思想，无论是领

悟人生还是思考问题，都没有深度可言了。 
 

    课程的设计 
 

    当我们觉得某件事情困难、棘手的时候，原因往往在于还没有找到正确

的方法或途径。学中文难不难，取决于怎样教、怎样学。如果一开始就教你

好、谢谢、老师、学校等字，当然不容易，老师和学生都会觉得难。 
 

    大部分华裔从小接受的是偏重逻辑和细节的西方教育。但是，他们使用

的中文教科书，很多是按照应试教育的思维方式(凡事满足于一个答案或结

论，不过问其中的缘由和道理)编写的。因此，打开书本，看到的往往就是汉

字，却不见其中的秩序、条理、联系和逻辑。那样的课程设计让学生认字不

得要领，学习没有头绪。他们事倍功半记住的汉字都是孤立、零碎的无本之

木、无源之水。结果是越学越难学，越学越无趣，无数人只好选择放弃，远

离中文。 
 

    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有其规律和联系，中文也不例外。一个汉字就是一

个整体，有笔画、笔顺、偏旁、部首和读音。《整全》的特色在于有计划、

有目的、有条理地安排笔画和字之间的联系，字和词组之间的联系，课文和

阅读材料之间的联系。具体战术根据以下四个原则实施。 
 

    循序渐进，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比如说，学

一、二、三，只要掌握笔画横就可以。但是，学四之前，最好先学口。学口

之前，需先学笔画横、竖和横折，否则学生就只能画圈，把口字画成一个

圆。同样道理，学国的时候，前面一定要学过口、王或玉，才不至于唐突，

免得学生一头雾水，除了死记硬背以外，别无它法。为了帮助学生养成认字

从笔画着手的习惯，从学前班至第三册里的每个生字的笔画和笔顺，都用小

电影来演示。 



 

 

    温故知新，避免前学后忘。小孩子学东西快，但忘记得也快。为此，

《整全》课文的安排做到了前呼后应。前面课文里学习或提示过的生字，会

多次出现在后面的课文里。在讲解新课文里的生字时，会复习或学习一些字

形相似或偏旁部首相同的字。以此帮助学生巩固学过的知识，同时加深对新

字的理解。 
 

    揭示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所有的事物都互相关联，没有任何物体可以

独立存在。把一些字拆开来，发现它们本身隐藏着耐人寻味的关系。比如，

明可以理解成有太阳，有月亮；尖可以理解成两端的尺寸不一样，上面小，

下面大。拆字意味着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把关系揭示出来，使人深刻理

解，如此就容易记忆、掌握。 
 

    对照区别，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拓展思维，扩大词汇量。对于

字形相似的字比如人和入、外和处要同时学。同样道理，对于意义相反的字

比如上和下，开和关要同时学。 
 

    已有五千多年生命力的汉字是象形、表意文字，就是它的形体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显示文字的意义，让看的人可以望文生义。循序渐进从笔画着手，

灵活生动教偏旁部首，开动脑筋拆字寻找关系，不只是传授正确、有效的学

习中文的方法，同时也让学生领略汉字的魅力，感受中国的文化。 
 

    希望借助此套中文教材，不仅让学生学中文，了解华夏历史、文化和传

统，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养成掌握和积累知识的良好习惯，并成为有健

全心智的公民。 

 

 

 

 

 

 

 



 

 

     教材使用说明 

    这套教材共有 10 册，一册就是一个年级。从学前班，1─8 年级(小学至

初中)，到 9 年级的 AP® (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 大学先修课程)中文。

学前班除外，每册书平均有~270 个生字。学完 7 年级课程的同学，能通过

SAT II 中文考试；学完 9 年级课程的同学，能通过 AP 中文考试。 
 

    本册书的对象是八年级以上的学生。全书有十个单元和生字列表。每个

单元按顺序分三大部分：课文、语文天地、学以致用。课文涵盖教育、艺

术、交通、建筑等 10 个主题，有的放矢地介绍华夏文化。学以致用把课堂

里所学的中文应用于生活。 
 

    语文天地包括了词汇列表、详解单词和词组、练习与拓展阅读。词汇列

表列举了课文的生字，并注音，再加英文解释。有些字虽然不是生字，但是

由它们构成的词组未曾学过，因此也一并列出。上新课以前，学生应该在家

里预习词汇列表。练习部分包括了造短句、选词填空、造句。认字如同认

人，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是朋友。因此，大约一半的练习完全围绕生

字展开，目的是让学生从不同的题型，反复接触生字，加深记忆。根据教学

情况，一部分练习内容可以作为家庭作业完成，一部分在课堂上讲解。 
 

    拓展阅读用来回应课文的内容，同时也增加词汇量，扩展阅读面。其中

的笑话与故事是寓教于乐的好材料，古今贤文、诗词欣赏、成语故事、中国

历史知识即可帮助学生熟悉中国文化，也能为那些准备 AP 中文考试的学生

提供参考。写作练习用来检测学生的中文水平和思维能力。 
 

     “学必有用于世，始名为学。”学以致用借助四位同学的中国之行，

将他们所学的文字、语言与生活、文化相结合，落实、贯彻美国《21 世纪外

语学习标准》的 5C (communication, connections, comparisons, cultures, 

communities) 核心内容。学以致用里的生字加了注音和英文解释。如果不是

生字，但是由它们构成的词组未曾学过，则不加注音，只加英文解释。 
 

    为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家长和老师要鼓励、督促学生充分利用网络多

媒体的练习。www.holisticedu.us 网站提供了丰富多彩、有趣味、有品味、发

人深省的文章、图片、音乐和视频。 

 

 

 
 

 



 

 

    教学计划 

关于教：课堂要以学生为中心，学生说得多，做得多。老师的工作重心

不是要教多少，而是要教会他们怎样学习。 

关于学：课堂要运用反向设计，制定预期的学习目标，设计活动检测学

生所学是否达标。作业要有针对性、少而精，利用不同的题型巩固所学的内

容。 

    假设一周上两节课，一篇课文可在四周内完成。前两周完成课文的教

学，并讲解部分作业，后两周完成拓展阅读和学以致用。具体教学任务分配

如下。 
 

    第一周，完成课文前半部分，记住词汇列表前半部分词汇。上新课前，

学生必须在家里预习课文前半部分和词汇列表前半部分。这样，任课老师就

不必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逐字逐句讲解课文和词汇，而要讲解课文的背景、

中心思想、详解单词和词组、网上的多媒体材料。之后，让学生轮流朗读课

文，老师要随时纠正错误，围绕课文或词汇提问，并激励学生发问、讨论。

布置作业：预习课文后半部分，记住词汇列表后半部分词汇，做练习 1，2，

3 的前半部分。 
 

    第二周，完成课文后半部分，记住词汇列表后半部分词汇，讲解单词和

词组。听写 10 个词汇列表里前半部分里的词汇。讲解课文后展开讨论，检

验他们对课文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抽查作业，主要是造句。作业布置：复习

词汇列表前半部分词汇，记住后半部分词汇，做练习 1，2，3 后半部分，预

习拓展阅读 1，2，3 部分。 
 

    第三周，听写 10 个词汇列表里后半部分里的词汇。抽查作业，主要是

造句。用词汇列表和课文里的词汇，去 goo.gl/MpquFk，制作 5x5 或 6x6 的

Bingo 卡，玩 Bingo 游戏。完成拓展阅读 1，2，3 部分。进行口语练习、对

话练习。作业布置：预习拓展阅读 4，5，6 部分和学以致用。 
 

    第四周，完成拓展阅读 4，5，6 部分和学以致用。讲解学以致用的生

词，点明主题，鼓励提问，展开讨论。作业布置：预习新课文的前半部分和

词汇列表前半部分。 

 

 



 

 

   教学体会 

    决定教学成败的关键因素是教材和教师，前者好比是乐谱，后者好比是

演奏者。有了合适的教材，等于是有了好的乐谱。接下来，就需要由优秀的

演奏者利用不同的乐器，把音乐生机盎然地表现出来，赋予其生命力和感染

力。中文课堂里的演奏者和乐器，就分别是任课的老师和受教的学生。 
 

    教师的装备：你可能历尽了人间的风暴雨寒，踏遍了世上的沟沟坎坎，

饱尝了人情的辛酸冷暖。曾经的壮志雄心已经被资本的魔棒磨出了茧子，理

想的帆船也被世俗的风浪卷进了港湾。未料想今朝还要手执教鞭讲台站，为

人师表育英才。 
 

    作为教师，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施教者的资格和权限。就我本人来说，曾

经的专业既不是教育，也不是中文，日常的工作是与机器对话。可如今要教

美国人外语，和人打交道，我需要哪些装备呢？比如说，是否应当浏览、阅

读一些有关美国外语教学的网页或书籍？要不要主动去了解他们学校里的外

语课是怎样教的？学生们又是怎样学的？该不该思考我要怎样才能走进他们

的心灵世界，充分展现我的风趣、激情和节制，教会他们怎样学习？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我的陈述、表达的技能先天不足，总是不能把一件

事，简明扼要、风趣幽默地向孩子们说清楚、道明白。很多时候，语言还不

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逻辑思维。我怎样才能做到思路清晰、言简意

赅、有的放矢，对自己要表达的意思和要说的话，不至于像用鸟枪射击那

样，一片混乱，击不中要害，而是像用来福枪射击一样，一语中的呢？我又

该怎样才能避免平淡陈腐，让中文课堂不仅成为他们学业的帮助和祝福，而

且成为铸造灵魂的殿堂？ 
 

    学生的激励：我曾经接受的教育是以老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就是老

师只管教，不重视作为主体学生的学，以及他们的反馈。课堂上信息的交流

是单向的。而美国的外语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在这样的课堂，学生说得

多，做得多，老师只担当向导或教练的角色，根据学生的发言、表现，及

时、随时地评估所教、所学。课堂上信息的交流是双向的。师生都不追求形

式上的完美，反而把失败和错误也当成是学习。 
 

    为什么课堂要以学生为中心？因为没有参与，就没有承诺与委身，同时

也很难吸引和保持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当他们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时，自

然就有时间和机会，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同时，这种教学还培养了学生的

批判式思维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谢词 

    这套中文教材凝聚着许多朋友、家长和老师的智慧与爱心。 

        拆解汉字笔画的软件由 China News Digest(cnd.org)的 xyzinfo 无偿提供，

部分课文和阅读材料得到同网站 axes 的修改和润色。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的江岚教授，畏友胡文胜，英华中文学校(yhls.yinghuaschool.org)的

教务长王君校阅部分课文，指出错误。白桦林(baihua.org)网站的银桦在网上

和当地中文学校介绍并推广教材和整全的教育理念。还有其他提供建议和帮

助，并给与鼓励和支持的朋友们，他们是费城三一华人基督教会(tccgp.org)的

张康平、高金玲、黄辉、郭毅玲、舒海滨、王积新等，费城长城中文学校

(greatwall.org)的理事长依慧，大辛辛那提中文学校(cccschool.org)的教务长彭

玲，原华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hxpcs.org)的副校长石冬青，南康中文学校

(ynhchineseschool.org)的和雨老师，朗诵歌唱之家(langsongzhijia.com)的凡

凡、迩东，“你和你的课堂”微信群(goo.gl/h7H7N1) 的老师们，在此一并致

谢。   

       感谢李海英朗读课文，提出意见和批评。感谢费城三一华人基督教会中

文学校(tccgpchineseschool.org)的全体老师。 

 

 

 

 

 

 

 

 

 

 



 

 

教学资源 
 

        整全教育网站除了为每册、每课配备了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图片、音乐、

故事和视频外，还提供了以下的工具。 

 

        1，Bingo 卡的制作。根据需要，制作从 2X2 到 8X8 的 Bingo 卡。 
 

        2，组词练习卡的制作。根据需要，制作从 4X4 到 8X8 的组词练习卡。 
 

        3，彩色字卡的制作。随意给汉字的笔画着色，然后下载彩色字卡。 
 

        4，田字格。下载 A4 用纸田字格的模板。 
 

        5，拼音。正确的拼音读音录音。 
 

        6，汉字注音，简体繁体互换连接。紫宣文化汉字注音，普学网汉字注 

                       音，紫宣文化简体繁体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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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主题       祖先   
 

 

课文 
   

       大禹和他的后裔 
 

 

         大禹姓姒，叫姒文命，大禹是后人对他的尊称。他的母亲是修己，父亲

是鲧。大禹的出生地和时间都不是十分清楚，一种观点认为可能是在公元前

两千多年的四川。大禹是第一位姓姒的人，但关于姒姓的由来有不同的说

法，至今没有定论。   

 

        尧在位时洪水泛滥(注 1)，尧派鲧治理洪水。鲧用围堵的办法，治了九年

也没有什么效果。当尧把帝位禅让给舜以后，舜把鲧流放了，然后派大禹治

水。大禹吸取父亲失败的教训，采取了疏导的治理方法。他率领治水大军在

田野、山林风餐露宿十三年，其中有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但都没有进屋。

这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历史故事。最终，他们开通了九条山脉，疏通

了九条大河，从西向东把洪水引入大海，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 

 

        大禹不仅是一位治水的英雄，还是一位将军。他在治水成功后，亲自率

领军队，打败了南方一个叫三苗的部落，为建立夏朝(注 2)立了大功。因此舜

就把帝位禅让给了大禹。十年后，大禹来到浙江绍兴考核全国的官员们，第

二年夏天在绍兴病逝。根据他的遗嘱，官员们把他安葬在了绍兴。 

 

        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位，从此，世袭取代了禅让。启在绍兴大禹陵

的北面建了禹庙，每年春秋进行两次祭禹活动。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

位。太康不务正业，整天在外游玩打猎，最后被驱逐，由他的弟弟仲康继 

位。仲康之后是他的儿子相继位，相之后是儿子少康继位。少康为了保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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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次的祭禹活动不中断，就派了他的庶子无余住在绍兴看守禹陵，祭拜大

禹，并建立越国。可以说，无余是越国的开国君王，也是绍兴大禹陵的第一

个守陵人。 

 

        大禹的许多后裔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都改姓别的姓了，比如姓夏、禹、

楼、欧阳等。但是，这一支为了守陵祭禹的后裔不迁居、不改姓。他们一守

就是四千年，其间经历的兴旺和衰落都记录在他们的姒姓家谱里。比如第 44

代勾践从父亲越王那里继承了王位，灭掉了吴国。但是，第 50 代无疆攻打

楚国，结果被楚国战败。从此，姒姓人由盛而衰，而且一落千丈。特别是在

14 世纪末，绍兴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姒姓人几乎全部遇难，只有一户

人家由于居住在深山里才幸存下来，那就是第 122 代姒权一家。姒权后来要

求他的子孙：“以后不管多么贫困都不能离开，必须居住在禹陵附近，守陵

护庙，继承祖先的志愿。”(注 3) 

 

        无论是改朝还是换代，大禹的姒姓后裔生生不息、忠贞不渝。他们守住

了大禹陵，守住了对祖先的承诺。比如第 141 代的姒绍品几十年如一日，每

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家后院，面向大禹陵恭敬地祭拜。现在，大禹的

姒姓后裔已经延续到了第 146 代，大部分都居住在绍兴的禹陵村，一些散居

在四川、云南、江苏等地。不过，全国的姒姓人口加起来也不足两千人，正

如姒权所说：“大禹的后裔是如此的不幸，但所幸的是祭禹活动从未中

断！”(注 4)  

 

        其实，大禹的姒姓后裔祭拜的已经不单是大禹陵，还有大禹勤劳勇 

敢、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这种精神赋予了他们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才能 

在四千年的岁月里，以活化石的形式见证着：他们是大禹的后裔，是越王勾 

践的勇士，是不屈不挠的守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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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姒玉明(大禹后裔第 143 代) 
 

 

 

 

注: 

1. 中华民族又叫炎黄子孙，就是炎帝与黄帝的子孙。炎黄生活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

两三千年，居住的地方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他们之后的杰出人物是尧、舜、禹。 
 

2. 夏朝(大约公元前 21 世纪──大约公元前 16 世纪)是中国历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朝

代，但至今没有找到考古证据。2016 年 8 月 5 日，美国 Science 杂志第 353 期，

579─582 页刊登了一篇论文(goo.gl/IivQs9)，提供了大洪水发生的证据，大约在公

元前 1920 年。由此看来，大禹和夏朝存在的真实性就更大了。 
 

3. 自后守陵之裔，虽遭贫困，毋再星散，必须聚居左近，陪护陵祠，恭承先志。 

姒元翼、姒承家著《大禹世家》，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54 页。 
 

4. 禹后之不幸如是乎！犹幸而禹祀之不绝亦如是乎！ 
姒元翼、姒承家著《大禹世家》，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第 70 页。 

 
 

 

语文天地 
 

一 词汇列表 
 

dà yǔ        hòu yì  

大 禹：Yu the Great who tamed the floods 后  裔：descendant 
 

zūn chēng      gǔn  

尊      称：address respectfully   鲧：father of Yu the Great 
 

dìng lùn      yáo       

定    论：final conclusion   尧：wise emperor from ancient China 
   

fàn làn      zhì lǐ  

泛  滥：to be flooded    治 理：tame, govern   
            

wéi dǔ      shùn    

围   堵：besiege     舜：wise emperor from ancient China 

      

dì wèi       shàn ràng      

帝 位：the title of emperor   禅      让：abdicate  
    

liú fànɡ      xī qǔ jiào xùn 

流   放：exile     吸 取  教   训：learn a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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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ū dǎo      shuài lǐng 

疏   导：remove obstructions   率      领：lead, command 
 

fēng cān lù sù 

风    餐  露宿：eat in the wind and sleep in the dew (endure hardships)  
 

ān jū lè yè      bù luò  

安居乐业：live peacefully and work happily 部 落：tribe 
 

zhè jiāng      kǎo hé 

浙     江：a province in eastern China  考  核：examine, review  
  

bìng shì      yí zhǔ  

病    逝：die of illness    遗 嘱：testament, will 
 

ān zàng      jì wèi 

安  葬：bury      继位：succeed to the throne 
 

shì xí       líng 

世 袭：inheritance, hereditary   陵：tomb 
 

jì       zhòng 

祭：hold a memorial ceremony   仲：middle, second among brothers 
             

bù wù zhèng yè     qū zhú 

不  务   正    业：ignore one's responsibilities 驱  逐：expel, deport 
 

kāi guó jūn wáng     shù zǐ     

开   国  君    王：founding king of a country 庶  子：child of a concubine 
  

qiān jū         xīng wàng 

迁   居：move     兴       旺：prosper, thrive 
 

shuāi luò      jiā pǔ   

衰      落：fall, decline    家 谱：family tree 
     

yī luò qiān zhàng      jiāng  

一 落  千     丈 ：drastically plummet  疆：boundary   
 

jì chéng      dà guī mó      

继   承：inherit, carry on, succeed  大  规 模：large scale, extensive 
 

shēng shēng bù xī      zhōng zhēn bù yú 

生         生    不息：grow without end  忠        贞   不 渝：faith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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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éng nuò      sǎn jū 

承       诺：promise, commitment  散  居：live scattered over an area  
 

zhí shǒu      jìng yè 

职    守：duty, responsibility   敬   业：dedicated, devoted 
  

fù yǔ        huó huà shí  

赋予：grant, give     活    化  石：living fossil  
 

jiàn zhèng      yǒng shì 

见      证：testify     勇     士：warrior  
 

 

 

 

 

二 详解单词和词组 
 

chán 

禅(deep meditation)  
 

师傅正在坐禅，不能会客，请在外面等候。 
 

 

 

shàn 

禅(abdicate one’s throne)  
 

尧把地位禅让给舜，舜又把地位禅让给禹。 

 

 

守(guard, defend; keep watch; observe, abide by; keep) 
 

赶快派军队来守住城门。 

你已经在这儿守了一夜，回去休息吧。 

不守纪律(discipline)的人，不能加入我们的队伍。 

他是一个守信用的人，肯定会来的，我们再等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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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ǎ 

打(strike, beat; attack; take; deal with; inject; tie, wear; to fish; give)  
                             gǔ 

他不喜欢拉琴，也不喜欢弹琴，但喜欢打鼓(drum)。 

他正率领军队攻打那个城市。 

打的去机场需要多少钱？ 

要想做生意，就免不了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我不怕吃药，但怕打针。 

他今天穿了西服，但没有打领带。 

张英子的爸爸出海打鱼已经一个月了。 

同学们在台上表演武术(martial arts)，几位老师在台下打分。 

 
dá 

打(dozen) 
                                             qiān  

一打鸡蛋两块钱，一打铅笔(pencil)五毛钱。 
 

 

 

 

 

三 练习 
 

 

1，下面的每一组词都有相同的偏旁或部首，仿照例子造短句。(注了音的未学过) 

 

拆    把这个字拆开     诉    告诉他不要去了         
 

 

堵   ___________________   裔   ___________________ 
  

堤   ___________________   袋   ___________________ 
 

埋   ___________________   装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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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   ___________________   疏   ___________________ 
 

蓝   ___________________   流   ___________________ 
          shū 

监   ___________________      梳   ___________________   
 

 

浙   ___________________   驱  ___________________ 
 

逝   ___________________   躯   ___________________ 
          

哲   ___________________      欧   ___________________   
 

 

模   ___________________   贞  ___________________ 
 

摸   ___________________   负   ___________________ 
          

漠   ___________________      贤   ___________________   
 

 

渝   ___________________   祭  ___________________ 
 

愉   ___________________   票   ___________________ 
          

偷   ___________________      禁   ___________________   
 

 

 

2，仿照例子造句。 

派──为了欢送古老师，顾老师派班长和我去买蛋糕和卡片。 

 

 

保证──你只要坚持练习，我保证你会成功，加油啊，不要轻易放弃。 

 

 

根据──根据天气预报，明天、后天都有暴雨，要多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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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老师说，我们的证据不足，无法让人信服。 

 

 

不单──获奖的不单是我，还有其他班的同学。 

 
 

所幸的是──新买的车子被撞坏了，所幸的是没有人受伤。 
 

 

 

 

3，先复习括号里的词组，然后选词填空。 
 

2015 年 11 月 24 号，土耳其(Turkey)打下了俄国的军机(warplane)，俄国很快 
 

就________报复(revenge)行动了。(吸取          采取) 

 

在南美洲，他们发现有些________只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 

(部落          衰落) 
 

仲律师说，根据老人的遗嘱，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可以________他的遗产。 

(继承          继位) 

 

老兵们的故事________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保证          见证) 
 

康尧 10 岁的时候，他的爸爸被公司派到中国工作，他就和父母一起 
 

________到了北京。(迁居          安居) 
 

 

 

 

4，口语练习。 
 

    仿照例子，介绍你的父母和祖父母。 
 

        我的名字是夏琦，父亲来自中国的宁夏，母亲来自台湾的高雄。父亲

说，这个夏姓也有可能是从姒姓来的。他还说，他的爷爷小时候从河南逃荒

到了宁夏，在那里帮人家种地，后来就留下来了。现在，父亲的姐姐、哥哥

和叔叔都还在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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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亲姓孙，孙悟空的孙。母亲的爸爸，就是我的外公原来是国民党

军队的士兵，后来到了台湾，在台湾认识了外婆。他们结婚后，生了我的母

亲和小姨。现在，小姨一家也住在美国，但外公、外婆仍然住在台湾。 

  

guó mín dǎng     táo huāng 

国    民   党：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逃     荒 ：escape from a famine  
 
 

 

 
 

5，对话练习。 
 

    至少两个人一组，假设大家都是初次见面，相互详细介绍中英文姓名，

包括写法、意义等。举例如下: 
 

                               zhōng  nà 

女：你好！我叫钟汉娜，来自四川西昌。 
                                                            gān sù  jiǔ quán 

男：你好！我叫苏卫新，来自甘 肃 酒  泉。 
 

女：真有意思，我们都来自卫星发射基地(satellite launch base)。你的名字怎 

        么拼写？ 
 

男：苏是草字头下面一个办，办公室的办。卫是卫星的卫，新是新旧的新。 
 

女：啊，是新，而不是星？ 
 

男：是新，不是星，对不起。请问，你的名字怎么写？ 
 

女：钟是金字旁加一个中国的中，汉是汉族的汉，娜是女子旁加一个那，那 

        个的那。 
 

男：你是汉族吗？ 

 

女：是呀，我的父母都是汉族，所以给我取的英文名是 Hannah。 

 

男：Hannah，h-a-n-n-a-h，对吗？ 
 

女：是的，从左或从右的头三个字母都是 h-a-n ，han 是汉的拼音。 

 

 

http://www.holisticedu.us/


 

    www.holisticedu.us                                        10                                          书山有路勤为径         

 

四 拓展阅读 
 

1，古今贤文。 
                                     yàn 

古今贤文是从古到今收集的各种格言(concise adage)、谚语(proverb)等。 
 

   山立在地上，人立在志上。 

   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长志。   

   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要落后。   

mó        xiù      

磨：polish, sharpen    锈：rust  
   

 

 

 

2，诗词欣赏。 
                                                     

 赋得古原草送别(节选) 
 

  (唐) 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成语故事。 
 

 卧薪尝胆   
 

        大禹治水成功后，把国家分为九个州，其中之一的扬州成了后来的越 

国，开国君王是大禹的第 6 代子孙无余。公元前 496 年，大禹的第 44 代子 

孙勾践(公元前 520 年―465 年)刚当上越国的君王，北面的吴国就攻打越国， 

但被越国击败，吴王受重伤后死去。两年后，吴王的儿子夫差率兵攻打越

国，越国战败，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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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践在吴国忍辱负重做了几年奴隶后回到越国。为了复仇，他睡在柴堆

上(卧薪)，又偶尔尝尝苦胆的味道，目的是要磨练自己的意志。同时，他一

边鼓励百姓努力，一边训练军队。不到二十年，越国就强大起来了。 

 

        公元前 475 年，越国开始进攻吴国。吴国接连打了败仗，两年后夫差 

自杀，吴国灭亡。后来，卧薪尝胆就变成了一个成语，用来表示忍耐、坚

持、奋斗。  

 

wò xīn cháng dǎn 

卧  薪    尝     胆：sleep on brushwood and taste gall  
 

rěn rǔ fù zhòng    

忍 辱负  重：endure humiliation for an important mission  
 

yā sòng      fù chóu 

押   送：escort a prisoner   复   仇：revenge 
 

mó liàn      fèn dòu     

磨   练：make more resilient   奋   斗：strive 
 

 

 

 

4，笑话与故事。 
 

         抄近路 
 

        清明节一般在 4 月 5 号前后，是一个纪念祖先的节日。传统活动是扫

墓，就是到死者的墓前上香，烧纸钱，献上食物，清除墓地周围的杂草等。

去年清明节那天，王二和张三去李四家玩，晚上 10 点过了才离开。两个人

打算抄近路穿过墓地回家。 当他们走到墓地中央时，突然听到迷雾中传来

“答、答、答”的声音。 

 

        两人吓得不敢说话，浑身开始发抖，走不动了，站在原地东张西望。突

然，他们看到原来是一个老头拿着铁锤和凿子，在一块墓石上凿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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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呀，老先生，” 王二喘了口气说，“你把我们吓得半死啊，我们还

以为遇上鬼了呢！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些不肖子孙，不好好读

书，”老头抱怨道，“他们把我的名字都刻错了，只好自己来改啦！”  

 

 

chāo jìn lù      qīng míng jié  

抄    近 路：take a shortcut   清     明    节：Qingming Festival 
 

sǎo mù       shàng xiāng 

扫   墓：sweep the tomb    上        香：burn incense 
 

shāo zhǐ qián     chuān guò 

烧     纸   钱：burn paper money  穿        过：pass through, to cross 
 

mí wù       fā dǒu 

迷  雾：dense fog     发 抖：tremble 
 

tiě chuí        záo zi 

铁  锤：hammer     凿  子：chisel 
 

chuǎn qì       xiào 

喘      气：breathe deeply, pant   肖：resemble 
 

 

 

           不同的纪念方式 

 

        中国人纪念祖先的传统做法一般是在墓前上香，烧纸钱，献上水果和食

物。这和美国人的习惯不一样，他们通常是在墓前放鲜花。 

 

        某天，一个中国人带着食物来到一块墓地，恭恭敬敬地把它们放在祖先

的墓碑前。一会儿，一个美国人拿着鲜花也来到墓地，把鲜花放在了他的祖

先的墓碑前。看到中国人的祖先墓碑前放着食物，他问道：“你的死者什么

时候出来吃饭？”中国人反问他：“你的死者什么时候出来闻花香？” 

 

gōng gōng jìng jìng    mù bēi  

恭       恭    敬    敬：respectful   墓  碑：tomb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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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历史知识。 

 

    大禹治水有功，又击败了南方的三苗，显然是一位优秀的领袖，舜就 

把帝位禅让给了他。大禹后来成为夏朝的开国君王。一般认为，夏朝是中国

的第一个朝代，大约是在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 
 

         据说大禹时期的仪狄，是最早酿酒的人。他把酿出的酒献给大禹，大禹

品尝后说：“以后，一定有因为饮酒过度而亡国的人。”并命令仪狄停止酿

酒。不幸的是，大禹的第 14 代子孙桀继位后，在皇宫里修了一个大得可以

划船的酒池，天天饮酒作乐，最终导致了夏朝的灭亡。 

 

yí dí                       niàng jiǔ 

仪狄：allegedly the first brewer in China 酿      酒：brew wine 
 

jié       huáng gōng 

桀：last emperor of the Xia dynasty  皇        宫：imperial palace 

 

 

 

6，写作练习。 
 

任选一题 
 

(1) 画出你的家谱图(family tree)，从你这辈开始，往上至少两代。 
 

(2) 上网查找“越王勾践剑”，简单描述，写出感想。 
 

(3) 说说你对饮酒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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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apply knowledge) 
 

    编者按：毛毛、明明、凡凡和娜娜四个人都是十年级的学生，他们

在中文学校学了八年中文以后，暑假从美国去中国旅游。第七册的“学

以致用”记述了他们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入境，转机到了成都，再上峨

眉山游览。这册书的“学以致用”将继续介绍他们在中国的经历。 
 

                                                          fó 

       乐山大佛 
 

                                  é méi 

        乐山大佛在峨眉山以东大约 40 公里。他们四个人从峨眉山下来后，叫 
                                                                                                   líng 

了一辆出租车，花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到了乐山城东的凌云山下。 

 

       “哇!!! 那么大！我已经看见大佛了，你们看到没有？”坐在车子前 
 

面的毛毛突然叫起来。大家的眼睛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不由得也惊叹 
 

起来。 
 

        到了公园门口，大家迫不及待地买了门票就往山上走。明明拿着一张 
 

旅游指南问：“你们猜一猜大佛有多高？”“20 米”，“50 米”， “100 
 

米”，三个人给出三个答案。“你们都错了，这里说大佛高 71 米，肩宽 24 
 

米，耳朵长 7 米，眼睛和嘴长 3.3 米，鼻子长度 5.6 米。”明明指着旅游指 
 

南告诉他们。“而且 71 米是大佛坐着的高度！”娜娜说。 

 
        到了山顶，他们终于看到了大佛的全貌。接着就排队从一个叫九道拐 
  xuán yá                                                                                                                         

的悬 崖(cliff)壁走下去，看大佛的脚和下面的河水。九道拐的石阶(stone step) 
    dǒu                  yì 

很陡(steep)，凡凡和娜娜两个人手牵手，抓着扶梯，小心翼翼(very carefully) 
 

往下走。后面的人都有点为他们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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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佛的脚宽 8.5 米，如果人挨人站着，它的每只脚上可以站 100 多人。 
 

凡凡盯着脚下的河水，问娜娜：“这水是从哪条河来的？”娜娜说：“不是 
                                                                                                 mín                                dù 

一条河，而是三条河。”“三条河？”“对呀！岷江、青衣江、大渡河就在 
 

前面不远的地方汇合，所以这里的水来自三条河。” 

 

 “由于有三条河汇合，河水常常会泛滥。”娜娜继续说到，“为了防 
 

止河水泛滥，人们就在这里建了这个大佛。”  
 

“那是什么时候建的呢？”凡凡问。 
 

“在唐代，距今一千多年了，而且花了九十年才修成。”娜娜回答。 
 

“真的能防止洪水吗？”凡凡又接着问。 
 

“不知道，反正听人们说，大佛不能洗脚。” 
 

“为什么？” 
 

“地理位置上，大佛的脚比乐山城高，大佛洗脚意味着乐山城要洗 
                                   yān 

澡，就是会被水淹(to flood)。” 

 

 “听起来好像很神秘啊！”  
 

“当然，有部老电影就叫《神秘的大佛》，讲的是在乐山大佛发生的 
 

故事，很精彩，你可以上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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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主题       水利   
 

 

课文 
 

          都江堰水利工程 
 

 

              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北，是战国时代秦国

的李冰设计，负责建造的“无坝引水”工程，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

三部分组成。 

 

              两千多年前，位于四川中部的成都平原常常闹水灾，洪水主要来自一条

叫岷江的大河。岷江发源于四川省西北部的山脉，海拔 4,000 多米，由西北

向东南从坡度很陡的山谷流下，经过都江堰市后进入坡度较小的成都平原，

最后汇入长江。每年夏天雨水多的时候，山洪暴发，江水奔腾而下导致洪水

泛滥。洪水一退，又是沙石千里。 

          秦国占领四川后，为了 

  治理岷江水患，秦昭王(注 

1) 派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到 

四川，并任命他为郡守，相

当于省长。李冰花了三年时

间考察岷江水情，分析成都

平原地势，研究前人治理岷

江的经验和教训，然后制定

了一套绝妙的治水方案。 

 

              都江堰市位于四川西北部山脉与成都平原的交界处，是岷江水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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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分界点。在之前，江水从山上流下来，水流很急；之后，江水进入成

都平原，水流较慢。李冰决定就在岷江出山进入平原处建造一个水利工程。

这个工程不是传统的防洪大坝，而是一个分水堰和一个引水口，位置都选在

岷江的弯道上。 

 

              分水堰是用装满石头的大竹笼放在江心堆成的一条近千米的长堤。它的

前段形状看起来像条大鱼的嘴巴，因此取名“鱼嘴”。它把岷江分成内外两

江，位于西面的外江是岷江正流，地势较高，河面较宽；位于东面的内江是

人工引水渠道，地势较低，河面较窄。鱼嘴巧妙地利用上游弯道的地形和内

外两江地势的差异，发挥着排沙、分流的重要作用。春夏洪水季节时，水流

很急，由于弯道的作用，60%的江水和 80%的泥沙流入外江，其余流入内

江；秋冬季节水量小时，水流慢，60%的水流入地势较低的内江，确保人工

引水渠道有足够的供水。 

 

 

 

 

 

 

 

 

 

 

 

 

 

              分水堰的尾部是一个斜坡，然后是一道用装满石头的大竹笼堆成的矮堰

叫“飞沙堰”，大约 2 米高，200 米宽。它和玉垒山下人工开凿的“宝瓶

口”配合，把进入内江的过量洪水和沙石排入外江。宝瓶口是在飞沙堰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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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垒山的岩石上凿开的一个引水口，距飞沙堰 120 米，作用是把内江的水引

入成都平原。 

 

              春夏的洪水季节，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就漫过低矮的飞沙

堰，直接排入外江，阻止过多的江水流入成都平原造成洪灾。同时，内江里

的绝大部分泥沙也通过飞沙堰排入外江，避免了大量沙石从宝瓶口流出。秋

冬季节江水流量小时，飞沙堰失去分流功能，让内江的水都经过宝瓶口流

出，进入大小不同的人工引水渠，灌溉成都平原的近千亩农田，为几千万人

提供饮水。然而，这个宝瓶口的开凿，在当年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玉垒山的岩石很坚硬，那时还没有发明火药，开凿很困难。李冰率领群

众先用大火烧岩石，接着往上浇冷水，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使岩石开裂后

再一层一层地凿开。他们用了整整 8 年时间，终于凿出了一个宽 20 米、深

40 米、长 80 米的山口。由于形状像瓶颈，因此取名“宝瓶口”。 

 

              没有宏伟的大坝，看似简单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解除了岷江的水

患，而且起到了灌溉的作用。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

下谓之天府也”(注 2)。两千两百多年过去了，它依然造福着四川平原的几千

万民众，维持着天府之国的富饶和美丽。  

 

 

作者：姒玉明 
 

 

注： 

1. 秦昭王(公元前 325 年──251 年) 是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 306 年──251 年

在位。 
 

2.  水灾和干旱都得到了控制，五谷丰熟，没有饥饿、灾荒，所以当时的人称四川 

为“天府之国”。——《华阳国志·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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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天地 
 

一 词汇列表 
 

dū jiāng yàn shuǐ lì gōng chéng    

都   江   堰    水  利  工      程：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 
 

wú bà yǐn shuǐ 

无  坝 引   水：draw water for irrigation without a dam 
 

jǔ shì wén míng     píng yuán 

举世   闻    名：world-famous   平      原：plain 
 

nào shuǐ zāi       shān mài 

闹    水  灾：to flood    山     脉：mountain range 
 

pō dù       huì rù 

坡 度：steepness     汇  入：merge, flow into 
 

bào fā       bēn téng 

暴  发：break out     奔    腾：surge forward 
 

zhāo       rèn mìng 

昭 ：bright, clear, obvious   任     命：appoint 
 

jùn shǒu      kǎo chá    

郡    守：provincial official in ancient China 考   察：observe and study 
 

dì shì       jué miào      

地势：terrain, topography    绝    妙：exquisite    
 

jiāo jiè chù      fēn jiè diǎn     

交   界  处：meeting point   分  界   点：transition point 

 

dà bà       yàn 

大坝：dam      堰：weir 
 

wān dào      zhú lóng   

弯    道：curve     竹    笼：bamboo cage 
 

dī       qú dào 

堤：dike      渠  道：irrigation d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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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ǎi       chā yì       

窄：narrow      差  异：difference, discrepancy   
 

què bǎo      xié pō  

确   保：ensure, guarantee   斜  坡：slope, incline 
 

yù lěi shān      pèi hé 

玉 垒   山：Yulei mountain   配  合：work with, cooperate 
 

kāi záo      màn 

开  凿：cut (a tunnel, well etc.)   漫：overflow  
 

mǔ       zhàng  

亩：unit of area (~667 m2)   胀：expand, swell 
 

píng jǐng      guàn gài 

瓶     颈：bottleneck    灌     溉：irrigate 
 

shuǐ hàn      jī  jǐn 

水    旱：flood and drought   饥谨：hungry   
 

huāng       tiān fǔ      

荒：famine      天  府：land of plenty  
  

fù ráo       zào fú  

富 饶：fertile     造  福：to benefit   
 

       

     

 

二 详解单词和词组 
 

dāng 

当(be; in somebody’s presence; manage; should, ought; when)  

 

班上有的人想当飞行员，有的人想当科学家，还有的想当总统。 

当着客人的面，不要批评、指责你的孩子。 

大家都说卫红的妈妈很会当家，大大小小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意思是说该做决定的时候不做决定，过后就要吃亏、

惹麻烦或受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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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正要给老师写请假条的时候，妈妈告诉我这周没有中文课。 

 

dàng 

当(equal, equivalent; appropriate, proper; regard as, treat as; cheat; that very) 
 

他力气很大，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 

“请给我一刀”，这句话用词不当。正确的是“请给我一把刀”。 

我劝说过很多次，但她总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他们在骗人，千万不要上当。 

上周借了马英文 5 块钱买午餐，当天下午就还给她了。 

 

人工(man-made, artificial; manual labor)  

 

他们买了一大片地，准备用来修建一个人工湖。 

救护人员通过人工呼吸救活了那个人。 

我们上周换地毯花了 900 块，其中材料费 400，人工费 500。 

 

绝(break; extinct; supreme, superb; vast)  
 

上个世纪两个国家为了领土绝交了，现在开始和好。 

关于恐龙绝种的原因，人们仍在不断地研究之中。 

用一个指头倒立，那是中国功夫的绝技。    

我们班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美国人。   

 

 

排(reject, exclude; put in order; row; a measure word)  

 

他很有才，但也很骄傲，得罪了一些人，最近在公司受到排斥。  

老师让我们把这些刚还回来的书按序号排整齐。 

我的视力不太好，能不能让我坐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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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往前走，过了马路后你会看见一排红房子。 

 
从 (join, be engaged in; obey; join; follow; from)  
 

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被拍成了动画片。 
 

恭敬不如从命，就按主人说的办吧！ 
                                                             pú             liáo zhāi 

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蒲松龄《聊  斋志异》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回乡偶书》 

 

 

天下 (nation, world; rule; state power)  

 

天下乌鸦一般黑，比喻每个地方的坏人坏事都差不多。   
 

现在是自民党的天下，不可能有宗教自由。 
   bāng 

刘邦得了天下后，就开始排除那些为他打天下的功臣。 
 

 

 

 

 

 

三 练习 
 

 

1，下面的每一组词都有相同的偏旁或部首，仿照例子造短句。(注了音的未学过) 
 

拆    把这个字拆开     诉    告诉他不要去了         
 
 

坝   ___________________   堰   ___________________ 
  

责   ___________________   晏   ___________________ 
           yàn 

贡   ___________________   宴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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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   ___________________   郡   ___________________ 
  

照   ___________________   群   ___________________ 
 

招   ___________________   君   ___________________ 
 

 

窄   ___________________   渠   ___________________ 
  

榨   ___________________   距   ___________________ 
 

炸   ___________________   拒   ___________________ 
 

 

颈   ___________________   溉   ___________________ 
  

项   ___________________   概   ___________________ 
 

领   ___________________   既   ___________________ 
 

 

胀   ___________________   饶   ___________________ 
  

涨   ___________________   烧   ___________________ 
 

账   ___________________   浇   ___________________ 
 

 

 

2，仿照例子造句。 

经验──秦昭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了十多年，积累了不少管理企业的经验。 

 

 

教训──失败了没有关系，但要吸取教训。 

 

 

制定──我们和另外三家人每年都要制定读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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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冬冬和秋秋互相配合，完成了一个很难的项目。 

 

 

看似──这道数学题看似复杂，其实很简单。 

 

 

举世闻名──中国有不少举世闻名的建筑，比如长城、故宫。 

 

 
 

 

3，先复习括号里的字、词，然后选字、词填空。 

 

(堵 坡 地 垃 圾 城 墙 堆) 

 

在一些____市建筑物的____壁上，经常可以看见有这样的标语：“此处禁止 
 

倒____  ____，违者罚款”。 

 

路很滑，又在一个斜____上，我们的车开不上去，后面的车都被____住了。 

 

建筑工____上____满了沙石水泥，却看不到干活的人。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________地解决了________污染的问题，得到了环保

部门的奖励。(绝妙                巧妙                饮水                引水) 

 

怎样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各国代表都提交了他们的________。 

(方案          方法) 

 

虽然我不喜欢她讲话的方式，但她的建议和意见还是非常有________。 

(原理                   道理) 

   

一个长方体(cuboid)有 6 个面，它的表面积(surface area)等于____乘____，加 
 

____乘____，再加____乘____，最后乘 2。(长                  宽                  高) 

 

由于不能________高速公路已经不堵车了，我们提前一小时，走小路去机 
 

场，________不误机。(确保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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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拓展阅读 
 

1，古今贤文。                     
 

  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2，诗词欣赏。 
 

                          赠汪伦 
       

            (唐)  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tà gē       táo huā tán       

踏歌：to sing and dance    桃  花   潭：a lake in Anhui province 
 

chǐ       bù jí 

尺：0.333 meter     不及：fall short of 

   

 

 

3，成语故事。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从前，一座城市的城门外有个池塘，一群鱼儿在里边快乐地生活了几

年。一天，城门突然着了火，人们拿着木桶来池塘取水灭火。火很大，许多

人不停地从池塘里取水，水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大火被扑灭了，但池塘的

水也取干了，大家都坐在地上休息。这时候，有人喊：“鱼，鱼，快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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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原来，池塘的水取干了后，那群鱼没有地方跑，只能躺在池塘底，等

人来捉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城门和鱼本来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由于城门遭 

难——失火，由此而连累池塘里的鱼也遭殃了，比喻因受连累而遭遇灾祸。 

 

zāo yāng      lián lěi 

遭    殃：suffer a calamity   连   累：involve 

 
 
 

4，笑话与故事。 
 

                         成功之道     
 

 

              有一位企业家受邀去大学做讲座，一位学生向他提了一个问题：“现在

很多人都在创办互联网公司，我也想跟进，但又觉得可能竞争不过别人，想

听听您的意见。”企业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一个问题来启发。他说：

“某地发现了一个金矿，人们一窝蜂地跑去淘金，然而一条大河挡住了必经

之路。大河的上下游都没有桥，你会怎么办？” 

 

              有人说绕道走，也有人说游过去，还有人说干脆放弃算了……最后，企

业家建议到：“为什么非得要过河去淘金，难道不能买一条船开展航运

吗？”大家忽然醒悟，听见他接着说：“那样的话，就是漫天要价，想过河

去淘金的人们也会在所不惜，因为前面有金矿啊！” 

 

táo jīn       yī wō fēng 

淘  金：pan for gold    一 窝  蜂：in a conforming way 
 

màn tiān yào jià     zài suǒ bù xī  

漫     天  要  价：overcharge   在   所 不 惜：at all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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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装水 

 

              和空气一样，水本来也是免费的。但如果把它装进塑料瓶或破璃瓶，变

成瓶装水的话，就可以变成商品。一些瓶装水公司的广告说，他们的水来自

矿泉、雪山、或没有任何污染的森林。实际上，瓶装水的来源包括泉水、井

水、河水、自来水等，因为装瓶、运输、存放、标签、广告等增大了成本。

和等量的自来水比较，它的价格大约是后者的 2,000 倍，但仍然有很多人喝

瓶装水。比如 2014 年，美国瓶装水销售额是 130 亿(13 billion)美元。 

 

              人们为什么要花高价买瓶装水呢？因为广告说瓶装水纯净、安全、好

喝，甚至对身体有好处。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举个例子看看。斐济水

是一个瓶装水的品牌，水来自斐济，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总部在旧金山。

2006 年该公司制作了一个广告，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广告词说：“标签上写着斐济，因为它不是在 Cleveland 装瓶的”。看

到这样的广告词，Cleveland 市的供水部门觉得受到了侮辱。他们做了一个对

比实验，比较斐济瓶装水和 Cleveland 自来水。结果发现，斐济瓶装水每升

含有 6.31 微克的砷，而 Cleveland 自来水每升的砷含量是零(注 1)。结果可想

而知了，那些曾经相信斐济水或其它瓶装水都比自来水更安全的人，在实验

的数据面前不得不重新思考。 

 

              瓶装水不一定比自来水安全、卫生，但一定比自来水贵，也一定比自来

水带来的环境污染严重。以美国为例，全国每秒钟消费 1,500 多瓶水，一年

产生 500 亿个塑料瓶。通过回收，不足 20%能被再利用，其余 80%以上只能

堆在垃圾场。仅美国就已经扔了 200 万吨塑料瓶，它们慢慢降解出来的有害

物质进入了空气、水源和土壤。 

 

              注 1：Cleveland Takes Offense at Fiji Water Ad,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0, 2006。 

              goo.gl/xWY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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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íng zhuāng shuǐ     sù liào 

瓶        装      水：bottled water   塑 料：plastic 
  

zì lái shuǐ      yùn shū     

自来  水：tap water    运    输：transportation 
    

biāo qiān      fěi jì 

标     签：label, tag    斐济：Fiji in southwest Pacific 
 

xiāo shòu é      wēi kè     

销     售  额：revenue, income from sales 微  克：microgram 
 

shēn       dūn 

砷：arsenic      吨：ton  
 

jiàng jiě      tǔ rǎng 

降     解：degrade     土  壤：soil 

 
 

 

5，中国历史知识。 
 

    京杭大运河 

 

              古代的运输有陆路和水路两种，前者依靠人、车、马等，运量小；后者

用船，运量大。但是，水陆运输受河流的分布和流向限制。比如说，中国两

条大的天然河流长江、黄河的流向都是从西向东，对南北之间的运输，发 

挥的作用就有限。于是，人们就想开凿一些南北流向的河流。 
 

              京杭大运河就是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从北京到杭州，流经天津、河

北、山东、江苏，全长约 1,800 公里。它最初开凿于春秋时代，距今两千五

百多年。当时的吴国(位于现在的江苏省)为了攻打北面的齐国(位于现在的

山东省)，需要运输军队和粮草，开凿了一条不足 200 公里长的运河。一千

年后，隋朝以它的首都洛阳为中心继续开凿运河。隋朝运河从北京至洛阳，

再到杭州，全长 2,700 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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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六百年，元朝在北京建 

都。为了南北运输不必绕道洛阳， 

元朝开凿了几段河道，使新的运河 

从北京到杭州的距离，比原来缩短 

了 900 多公里，成为现在京杭大运 

河的前身。后来的每个朝代都不断 

地维修、加深、加宽，不仅改善了 

航运，而且还使它发挥灌溉、防洪 

的作用。 

 

liáng cǎo      rào dào   

粮      草：army provisions   绕   道：detour    
 

suí cháo      luò yáng   

隋    朝：Sui dynasty (581─618)  洛    阳：a city in Henan province 
 

yuán cháo      qián shēn  

元       朝：Yuan dynasty (1271─1368) 前      身：previous form  

 

       

 

6，写作练习。 
 

任选一题 
 

(1) 描述水的性质(characteristics of water)，比如水有三态, 但无色无味。                                                   
 

(2) 例举水的益处和害处，比如水可以灌溉农田，但也毁坏庄稼和房屋。    
                                                  

(3) 谈谈地球上水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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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apply knowledge) 
 

 

    运动会比赛项目 
 

           tái quán  

              成都市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在青羊区举行，娜娜的叔叔是跆 拳道

(Taekwondo)的裁判(judge)，邀请他们去观看比赛。 

                                     cāo  chǎng  

              四个人先去一个大操   场(sports field)看一群人表演太极拳。凡凡问：

“这是什么舞?”毛毛说：“这不是舞，这是拳”。凡凡问：“什么是

拳？”明明说：“就是一种功夫。”凡凡说：“电影里功夫都是很快的呀，

这个怎么慢，不怕挨打吗？”毛毛说：“这是练基本功，要慢才练得好。真

正用的时候，肯定不会这样慢啦。”“凡凡，这个节目之后是跆拳道，会比

太极拳快很多。”娜娜说。“你怎么知道，娜娜？”凡凡问。“我叔叔是跆

拳道的裁判啊！” 

 

              看完了跆拳道，他们去游泳馆看游泳比赛。游泳比赛的项目有自由泳 
                                                                  yǎng                                                 wā  

(freestyle)或爬泳(front crawl stroke)、仰泳或背泳(backstroke)、蛙泳 
                                 dié 

(breaststroke)和蝶泳(butterfly stroke)四种。他们边看比赛边谈论。凡凡问：

“毛毛、明明，你们俩都会游泳吧？”“我会自由泳、蛙泳，毛毛也会

吧？”明明回答。毛毛说：“我最初学的就是自由泳，后来学蛙泳，现在刚

开始学蝶泳。”“喂，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凡凡建议。 

                                                                zī shì 

              明明说：“一般说来，游泳的姿势(stroke, style)有自由泳、蝶泳、蛙泳 

和仰泳。但一些人最初学游泳是从狗爬式(doggy paddle)开始的。”“什么，

什么狗爬式？”凡凡问。“就像狗或其它动物的游泳一样，是一种简单的游 

泳姿势。”明明接着说：“只有头露出水面，胸部、背部和四肢都在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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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脚踩水，双手前后划水，像是在水中行走。这种游泳姿势比较费力，速度

也不快。另外一种是自由泳，也是我最喜欢和擅长的姿势。不过，严格来说

自由泳不是一种游泳姿势，而是比赛者可以使用任何游泳姿势。但由于多数

运动员在自由泳比赛时选择简单、阻力小、快速的爬泳，因此人们常常将自

由泳与爬泳等同起来。爬泳时身体卧在水面和池底平行，双手轮流伸出水面

向后划水，双脚上下快速打水，保持身体的平衡，并向前推进，同时身体还

要左右翻滚(roll)。蛙泳就是青蛙的游泳姿势，我最初学的就是蛙泳。这个姿 
 

势速度慢，需要手脚密切配合。有人是这样总结的：划手腿不动，收手又收 
                     gē bo                dēng                   piāo                     

腿，先伸胳膊(arm)后蹬腿(kick)，手腿伸直漂(drift)一会。不过，游泳姿势中 
 

最难的可能是蝶泳，像蝴蝶飞的姿势，这个我不会，请毛毛说吧。” 
 

              毛毛说：“我刚开始学，是不大容易。蝶泳时身体卧在水面，两只手臂

同时向后划水，然后同时提出水面，从空中移到头前入水，再向后划水。 

蝶泳由蛙泳演变而来，速度比蛙泳快，但比自由泳慢。” 
 

  chōu 
               “谢谢你们的介绍，我有一个问题，如果在游泳的时候，身体突然抽  
 jīn 

筋(cramp)，游不动了怎么办呢？”娜娜问。毛毛回答：“游泳前需要主意一

些事情，比如不能在刚吃完饭或很饿的时候去，下水前需要有热身运动，让

四肢关节与肌肉充分伸展，还要试一试水温，慢慢下水，让身体有一段适应

的时间。要是真的发生了抽筋，也不要紧张，保持冷静，仰在水面慢慢放松

或向人求救。” 

 

              明明说：“游泳是要注意安全问题。不过，对我来说，开车是最应该小

心的，也是最让我父母担心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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