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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Chinese 2 

学汉语 第二册 
Answer Key 

 

 

Topic 9: 往昔记忆 Memories 
 
 

少数民族 
Ethnic Minorities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中国有五十五个少数名族。文章中说了汉族，朝鲜族，蒙古族，傣族和彝族。 

2. 傣族主要居住再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人口大概为一百万人。傣族妇女一般都

长得身材苗条，面目娇美，看上去婷婷玉立。 

3. 泼水节是傣族最重大的节日。泼水节是傣历新年，在公历的四月十日，节日一

般有三到七天。 

4. 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月光族，特征与中国的应该差不多。 

5. （学生可以自由发挥。） 

（例）我想认识中国的蒙古族人，听说他们会骑马和摔跤，非常勇猛善战。 
 

 

练习 Practices 

 

  
 

1. (1) 统一的多民族  (2) 间断     (3) 民族     (4) 少数民族    

(5) 朝鲜族                           (6) 蒙古族     (7) 傣族     (8) 彝族      

      (9) 维吾尔族                     (10) 回族   (11) 藏族    (12) 独特 

2.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我在墨尔本的街头，女孩子们的穿着打扮都很漂亮。 
(2) 我很喜欢收集五彩缤纷的小石头，放在我的鱼缸里面。 

(3) 中文在澳洲的影响力很大，很多人都愿意学中文。 

(4) 我姐姐今天结婚了，我真心祝福她！ 

(5) 他越长越高了。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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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1 

1. There are 55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China.  

2. The population of the Mongol ethnic minority group is More than 16 million.  

3. Mongol ethnic minority group ha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 China.  

 

➢ Text 2 

1. Xiaowei will go back to China in September this year. 

2. Xiaowei will go to Xishuangbanna area. 

3. Mark recommended Xiaowei to join Songkran, because it will be fun.  

  
➢ Text 3 

1. 小伟是汉族人，小金是朝鲜族人。 

2. 小金在家和奶奶说朝鲜语，可是和爸爸妈妈说汉语。 

 

 

 
 

1. 省指的是中国的一级地方行政区，相等于澳洲的州。中国人口最多的省是广东

省。 

2. 自治区是中国的另外一种行政区划的名称。自治区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为基

础，建立相应的自治机关，让少数民族拥有自治权，自己当家作主。 

3. 直辖市是指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要的城市。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和重

庆市是直辖市。 

4. 特别行政区在中国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并拥有自己的货币。中国有两个特别

行政区，分别是香港和澳门。 

 
 

 
 

1. 中国有55个少数名族，例如傣族，彝族，回族和蒙古族。 

2. （学生可以自由发挥。） 

（例）我我很想参加泼水节，因为我想感受一下被陌生人泼水作为祝福的感

觉，我也想看看傣族的姑娘小伙在泼水节互相泼水的热闹景象。虽说澳洲没有

类似的节日，但一些少数名族也有他们的不同的节日庆祝。 

3. 澳洲有很多少数名族，比如朝鲜族和回族。他们大多分布在澳洲的大城市里。 

 

 

 
 

（让学生注意写简报的格式。写简报需要用数据说明。）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写一写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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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文化 
The Hutongs of Beijing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宽窄不一，北京的胡同里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邻里关系

和谐。 

2. 住在胡同里面的人都很随和，说话也很有趣。住在胡同里的邻居大多数都互相

认识，关系都很好，好像一家人。 

3. 北京这座城市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中国最著名的城

市之一。它因为曾经在清朝被满族人统治过，至今北京还保留了很多满族的文

化和风俗。近几十年来，北京有了很多发展，人口有两千多万了，不得不拆掉

很多老建筑。  

4. 北京的胡同很有自己的特色，胡同里有自己的文化，里面的邻里关系也很亲

密，好似一家人。 

5. （学生可以自由发挥。） 

（例）如果我是北京的城市规划师，我会把一些干净，整洁和有特色的胡同保

留下来，拆除那些有安全隐患和卫生问题的小胡同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练习 Practices 

 

  
 

1. 星罗---棋布  

讲-----礼貌  

多似---牛毛     

打-----招呼     

宽窄---不一  

2.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北京著名的胡同有菊儿胡同。 

(2) 北京的胡同有很多相似之处，却也各有不同。 

(3) 夏红是我的好朋友，她是个随和和善的女孩子。 

(4) 北京有些胡同太久太老，政府不得不把他们拆除。 

(5) 北京人很热爱北京的文化，想保留这些有文化象征的老胡同。 

(6) 小明又聪明又用功，难怪成绩那么好。 

(7) 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在做作业。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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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1 

1. Mark visited went to Beijing thrice. He was ten years old during his first visit to Beijing.  

2. He went to the Forbidden City and the Tiananmen Square.  

3. Mark thinks that hutongs can represent Beijing culture.  

 

➢ Text 2 

1. Xiaohua was born in Sydney, and her parents were born in Beijing.  

2. Xiaohua usually goes back to Beijing three times a year.  

3. Xiaohua thinks people from Beijing love to chat a lot.  

 
➢ Text 3 

1. 北京有十条著名的胡同，叫做“十大胡同”。  

2. 晓伟最喜欢的胡同是南锣鼓巷，因为南锣鼓巷有很多北京老字号的商店和小

吃。  

 

 

 
 

1. 胡同在蒙古语里是小街巷的意思。因为北京被满族人统治过，所以他们给小街

巷齐了蒙古语的名字，后来也一直被沿用了下来。 

2. 北京胡同的命名的特点就是五花八门，有的以人物命名，如文丞相胡同；有的

以市场、商品命名，如金鱼胡同；有的以北京土语命名，如闷葫芦罐胡同等。 

3. 在北京，胡同有几千条，他们围绕在紫禁城周围。 

4. 北京的胡同大部分形成于中国历史上的元、明、清三个朝代。 

5. （学生可以自由发挥。） 

（例）我觉得北京的胡同应该被保留下来，因为他们是历史和文化的象征。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即可。） 
 

1． 胡同最有趣的地方是它里面的四合院。以前的中国人都是四世同堂，一家三

代人，甚至四代人住在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里。很有意思。胡同里邻里，如

亲人一般的关系也让人觉得很有趣。 

2． （学生可以自由发挥。） 

（例）我觉得北京的胡同应该被保留下来，北京的胡同大部分形成于中国历

史上的元、明、清三个朝代，所以胡同是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中国多元文

化的象征。 

3． 北京胡同宽窄不一，大多都很窄，但澳洲的住家街道大多数都很宽。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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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请学生注意传单的趣味性，上面需要有照片，文字和标题。传单的颜色字体需要

和谐统一。最好为中英文双语。） 

 

 

巷子文化 
The Alleys of Guangzhou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广州是个非常热闹的城市，人流如潮、车水马龙。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广州是

中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 

2. 广州的巷子数不胜数，交叉错落。最出名的巷子要数西关大屋那里的巷子了。

关大屋周围都是大宅，在这些大宅之间就有很多巷子。当人们走在这些巷子

中，虽然也许会觉得凌乱不堪，却还是会有一种古雅的感觉。 

3. 现在，随着房屋建设的不断开发和城市的重新规划，这些巷子越来越少了。 

4. 广州的巷子值得保护，因为这是广东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广东人的美学和建

筑特点。我们应该在重新规划城市的时候，合理的避让开这些古建筑，让他们

得以保存下来。（也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 
 

 

练习 Practices 

 

  
 

1. (1) 车水马龙，繁华 (2) 变迁 (3) 周围     

(4) 十月十一号 (5) 巧    

2.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建筑            (2) 地区         (3) 街道     

(4) 市中心              (5) 巷子 

3.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 
(2) 北京有着数不胜数的胡同。 

(3) 妈妈今天来到我的房间，说我的房间凌乱不堪，让我马上收拾一下。 

(4) 在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写一写 Writing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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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1 

1. Mark will go to China during the Christmas break.  

2. Mark has been to China six times already. 

3. They planned to yumcha in Guangzhou this time.  

 

➢ Text 2 

1. Xiaomei wants to go to an old alley in Guanzhou.  

2. Xiaomei heard that the architecture there is very special.  

3. Xiaomei is more excited because she heard that there are some good restaurants 

around.  

 
➢ Text 3 

1. 广州的新地标是广州塔。  

2. 广州塔很高，有600多米，一共有107层。  

3. 人们可以在广州塔上看到很多美好的景色。 

 

 
 

1. 饮茶是广东地区的活动。广东人把饮茶视为一种社交活动，在饮茶间联络感情

并交流信息。 

2. 茶楼一般会提供铁观音、普洱及乌龙等传统中国茶，有的茶馆还会提供比较特

别的花茶等。同时搭配各种糕点，例如叉烧包、虾饺、流沙包等，这些都是食

客们所青睐的美食。 

3. 在给别人倒茶时，只能倒满半杯多一点，而不是倒满，因为倒满对对方来说是

不敬的，有赶人走的意思。在别人给自己倒茶时，人们都习惯食指和中指微微

弯曲，轻扣桌面，表示谢意。当茶壶空了需要续水时，不需要专门把服务员招

来，而只要把壶盖打开，服务员看到后便会主动过来拿走茶壶。 
 

 
 

（学生可以自由发挥。） 

（例）图中的小街很有生活气息。路中间被人放上了竹竿，人们把衣服晾在上面。道

路的一侧还停了一辆三轮车。街道上没有人，但有着满满的生活气息。有人觉得这样

的街道凌乱不堪，但是我却觉得很有人情味。 

 

 
 

（在写信时，应该注意自己的观点要能够说服别人。不管你是认为应该拆除，还是保

留这些巷子，都应该说明你支持拆除或保留的理由和这么做的好处。另外，要注意中

文信的格式。中文信的开头，一般要有‘你(您好)!’，日期要放在信的最下面。）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写一写 Writing 



©  2021 Cengage Learning Asia Pte Ltd 

 

7 

 

弄堂文化 
The Longtangs of Shanghai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上海有很多弄堂。弄堂是早期上海人的居住场所。 

2. 十九世纪初，上海的人口增长过快，很多外来人口来了上海都没有土地，只能

住在房间狭小的弄堂里面。 

3. 弄堂里面的房间很小，住的人很多，卫生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是弄堂里什么都

有。 

4. 随着上海的高速发展，原来的弄堂已经或变成了马路或新型商厦，原来的居民

都住进了楼房，原先走街串巷的修补业也没有了。上海的弄堂文化正在走向衰

落。很多对在弄堂住过的老上海人都对弄堂依旧怀有情感和留恋，因为这曾是

他们最熟悉不过的日常生活景象。 

5. （学生可以自由发挥。） 

（例）我愿意，我很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 

 

 

练习 Practices 

 

  
 

1.  (1) 发展 (2) 开启 (3) 货品   (4) 流入    (5) 外来人口 

(6) 弄堂 (7) 早期上海人的居住   (8) 卫生状况   (9) 发展得     

(10) 新型商厦 (11) 衰落 (12) 感情和留恋 

2.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我们班今年增加了好几个留学生。 

(2) 在澳洲，我们很难听到小贩的叫卖声。 

(3)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4) 自从我开始学中文后，我对中国的情感越来越深了。 

(5) 中国不少的传统文化正在走向衰落。 

(6) 我们刚说到他，他就进来了。 

(7) 由于气候的变化，世界各地变得越来越热了。 

 

  

 
 
➢ Text 1 

1. Xiaoli’s mother is going to Shanghai to attend a conference and Xiaoli is going with 

her mother to visit Shanghai.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听力 Listening 

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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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hanghai is an international city just like Paris.  

 

➢ Text 2 

1. Yes, Xiaomei can speak Shanghainese.  

2. Xiaoming is hesitant in learning Shanghainese because she heard that Shanghainese is 

very difficult to learn.  

3. Xiaomei plans to learn a few Shanghainese sentences every week.  

 
➢ Text 3 

1. 小明想要小美给他介绍一下上海有什么好玩的，因为他暑假要去上海。 

2. 小美说小明可以带女朋友去南京路。 

3. 因为上海的南京路上有很多名牌商店。 

 

 
 

1. 上海老弄堂与传统的中国江南民居很不一样，也与任何一种西方的建筑形式不

同。 

2. 由于上海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开辟了租界给英国、美国及

法国，因此它的弄堂建筑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外来影响。 

3. 近代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与老弄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住在弄堂里，邻居们有空

时三三两两坐在弄堂口，东家长西家短，邻里之间可以非常和睦，也可以吵闹

不休，但大家都彼此关照、彼此关心。 
 
 

 
 

（让学生自由发挥。） 

（例）这是一条小街道，可能是广东的小街也有可以是上海的弄堂。这条街道上架上

了竹竿，上面晒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这道巷子很窄，车子很难开过去，只能走行人和

自行车。 

 

 

 
 

（在写某个地方的特色时，可以考虑使用分点简写的方法，以方便阅读和理解。也要

注意报纸文章格式的要求，一般需要文章的标题，作者名字，文中如需要还可有小标

题，文章下面要说明报纸名，出版年、月、日和第几版。）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写一写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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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0: 修身养性 Self-Cultivation 
 
 

味蕾中国 
The Taste Buds of China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最常说的话就是：“吃了吗？”。 

2. 中国有几句跟吃饭有关的话，如“民以食为天”和“吃饭大过天”。可见对中

国人来说，食物是非常重要的，而美食更是广大中国人所追求的。中国人对美

食的热爱可以说是居于世界之最。 

3. 在中国，无数的美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也不断地变化和改进。中国人所创

造的食物种类数不胜数。中国的八大菜系各有千秋，有的清淡，如粤菜，有的

香辣，如湘菜。每个人对食物的爱好不同。每个人对各地的菜系也都有不同的

看法。 

4. 食物，真可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连性格都可以随着食物变化。 

5. （答案合理即可。） 

（例）我吃过八大菜系里的粤菜。澳大利亚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粤菜餐厅，我最

喜欢的一道广东美食是广式古老肉。酸酸甜甜，很符合我的口味，我的同学很

多也喜欢吃。 

 

练习 Practices 

 

  
 

1. (1) 追求，饮食   (2) 性格 (3) 品尝 (4) 惊讶    (5) 清淡   

2.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小明是个追求完美的学生。 

(2) 我们需要改进我们的学习方法。 

(3) 粤菜和鲁菜各有千秋，我都很爱吃。 

(4) 我品尝了奶奶做的菜，忍不住赞叹真的太好吃了！ 

(5) 对于美食的热爱深深的烙印在了中国人的基因里。 

(6) 对马克来说，说汉语不是什么问题。 

   3. （答案合理即可。）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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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1 

1. Xiaowei is from Guangzhou and his favourite food is Cantonese food, especially liu 

sha bao. 

2. Xiaomei is from Shanghai. Her favourite food is hotpot. 

3. Xiaomei’s parents love xiao long bao a lot.  

 

➢ Text 2 

1. Xiaomei loves to have spicy food.  

2. When a person eats too much spicy food, he or she might have ulcer.  

3. Both of them agree that Xiaowei should eat less sweet food. 

 

➢ Text 3 

1. 中国人很注重食物的味道，有很多不同的烹饪方法。 

2. 中国八大菜系有很多种味道，甜的、咸的、酸的、辣的都有。 

3. 中国的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南方人喜欢吃米饭。   

 

 
 

1. 在中国，火锅据说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是一种产生于民间的烹饪方式。

用同一个方法，却能烹煮出多样性的食物，非常简单。 

2. 吃火锅时，大家围着桌子，每个人同时分享，吃火锅便有了彼此亲近的一层意

思。 

3. 北京人最喜欢的是羊肉火锅。羊肉切成薄片，水一开，把羊肉片放入锅中轻轻

一涮, 很快便熟了。蘸上酱料，特别美味。重庆人最喜欢麻辣火锅，重庆麻辣

火锅更曾经被推选为重庆十大文化符号的第一名。 

4. 广东靠海，广东人就地取材，产生了海鲜火锅。各种各样的海鲜鲜嫩爽滑，原

汁原味，让海鲜火锅成为广东人的最爱之一。 
 
 

 
 

（鼓励学生自由作答，答案合理即可。） 

1. 食物，自古对于中国人来说，都十分重要。封建时期，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大

多数人口都靠种粮食为生，所以人们自然都食物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情。对于中

国人来说吃饭不仅是吃东西，更多的是和爱的人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在重大

的中国节日，吃团圆饭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2. “民以食为天” 表达出了中国人对食物的重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从没有为粮

食发愁的国家可能没有这样的说法。 

3. 中国是一个土地俩阔的国家，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产和天气特点，也有着不

同的性格和个性，所以很多不同的菜系，每个地区也有自己独特的口味。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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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封建时期，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大多数人口都靠种粮食为生，所以人们自然都

食物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情。对于中国人来说吃饭不仅是吃东西，更多的是和爱

的人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在重大的中国节日，吃团圆饭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

环节。 

 

 

 
 

（可以介绍中国最有的八大菜系之一，说明这个菜系的历史来源，制作的特别方法，

名菜等。也要注意报章文章需有标题、作者姓名、报纸名称、日期及版页等。） 
 

 
 

养生之道 
Healthy Living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因为人们意识到，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2. 绿色食品主要是指那些无污染、不使用化学肥料或农药的优质食品。 

3. 中国的中老年人喜欢一早起来就去打太极或跳广场舞，而年轻人则喜欢去健身

房锻炼身体。 

4. 中国人的养生之道有很多方面，饮食上注重对食品的质量和每餐用量的讲究，

运动上讲究做适合自身的运动，睡眠上讲究强调生活作息要有规律。 

5. （鼓励学生自由作答，答案合理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1) 打太极 (2) 早睡早起 (3) 太极    (4) 污染    (5) 锻炼  

(6) 养生 (7) 起色 (8) 生活    

2. (1) 那么，中国人是如何养生的呢？ 

(2) 中国的中老年人喜欢一早就去打太极拳或者跳广场舞。 

(3) 只有饮食和锻炼结合好，才能保证自己拥有良好的身体。 

(4)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句话强调生活作息要有规律。 

3.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关注自身健康是每个人的责任。 

写一写 Writing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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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人提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优质的食物对健康很有帮助。 

(4) 年轻人应该过有规律的生活。 

(5) “早餐吃得多，午餐吃得好，晚餐吃得少” 对保持健康很有帮助。 

(6) 另外，我们要懂得养身之道。 

 

  

 
 
➢ Text 1 

1. Xiaomei likes to play badminton and Taichi.  

2. Xiaowei also likes to go to the gym. 

 

➢ Text 2 

1. Green food is food that is nutritious and non-polluted. 

2. Junk food is high in calories, and eating it is bad for health. 

3. Xiaowei should eat less junk food and eat more green food in the future. 

 

➢ Text 3 

1. 小美的睡眠习惯很好，她一般晚上九点就睡觉了，早上六点就起床。 

2. 晓伟一般晚上十一点睡觉、早上七点起床。 

3. 晓伟每天睡 8个小时，应该算是足够了。 

 

 
 

1. 食疗养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饮食调理，就能保养身体，预防疾病。 

2. 食疗养生是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疾病，在不同

的季节选取具有一定保健作用或治疗作用的食物，通过科学合理的搭配和烹调

加工，做成具有色、香、味、形、气、养的美味食品，这些食物既是美味佳

肴，又能养生保健，防病治病，能吃出健康，益寿延年。 

3. 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要保持食物来源的生物多样性，以谷类食物为主；要多

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每天要吃足够的豆类及其制品；鱼、禽、肉、蛋、奶等

动物性食物要适量。 

4. （答案合理即可。） 

（例）我觉得中国人的食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因为它讲究食物的多样性和季

节性。我认为吃得健康能帮助人保持健康，但并不能代替药物。如果生病了，

还是要去医院吃药。 
 
 

 
 

（鼓励学生自由作答，答案合理即可。）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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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对于食物的种类，季节，搭配和烹饪手法都很讲究。这就是为什么在中

国不仅食物不仅要好吃，更要健康。 

2. 中国人的老年人更喜欢有娱乐性的集体运动，比如跳广场舞和打太极，因为对

于老年人来说，广场舞不仅是运动，更多的是娱乐和社交的功能。中国的年轻

人，因为收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喜欢健身和较为激烈的运动，能达到增肌减

脂的效果。 

3. 中国人认为睡眠对人白天的精力很有影响。如果晚上睡的不好，白天也会没精

神，长此以往人的身体就不能健康运转。除了睡眠的长度，中国人也讲究睡眠

的规律，如中国的古话所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保证睡眠时间的一

致也很重要。 

 

 

 
 

（写澳洲人养身之道时，可以考虑说说首先是空气好，其次是注意饮食均衡，再则是

热爱运动。另外，注意网站文章需有标题、作者姓名、日期等。） 
 

 

茶酒文化 
Tea and Wine Cultures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中国茶有红、绿、青、黄、黑、白六大类，两千多个品种。 

2. 中国人认为茶有益健康，因此很多人都喜爱喝茶。 

3. 中国人常说“先苦后甜”，这句话指的就是茶的口感——刚喝起来觉得苦，慢

慢就觉得甜了。这句话也体现出中国人的传统人生哲学，即先吃苦，后享福。 

4. 中国人大多爱喝白酒，酒精浓度高，色泽微黄。对中国人来说，喝酒更多的是

为节日助兴，而不是日常必备。 

5. （鼓励学生自由作答，答案合理即可。） 

（例） 我喝过中国的茶。我很喜欢喝普洱茶，因为晚上喝了普洱茶不会睡不着

觉，而且普洱茶非常皆可，我和我的爸爸妈妈都爱喝。 

 

 

练习 Practices 

 

  
 

1. 博大---精深  

人生---哲学         

写一写 Writing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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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苦---后甜    

逢年---过节   

酒精---浓度  

2. (1) 有益     (2) 精神文明 (3) 耐心、恒心     (4) 助兴、日常必备 

3.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中国和澳大利亚有着深厚的友谊。 

(2) 中国人讲究先苦后甜，总是把好的留在最后。 

(3) 茶文化体现了中国人的很多哲学。 

(4) 我爸爸昨天买的红酒，色泽很好，爸爸很开心。 

(5) 适当的喝酒可以助兴，喝得太多了则对身体不好。 

(6) 他是马克，而不是大伟。 

 

  

 
 
➢ Text 1 

1. Xiaomei likes to drink chrysanthemum tea because it does not affect her sleep.  

2. Xiaomei’s father likes to drink green tea because it is anti-aging. Her mother likes to 

drink black tea because it can improve skin health.   

 

➢ Text 2 

1. The British like to drink black tea and they drink black tea with milk.  

2. Southerners in China prefer green tea, northerners prefer black tea. The south is 

hotter. Drinking green tea can get rid of the heat. It is cold in the north. Drinking 

black tea can keep people warm. 

 
➢ Text 3 

1. 二月份后，两人都满十八岁后就可以喝酒了。 

2. 晓伟喝过中国的白酒。 

3. 他们认为喝茶比喝酒好。 

 

 
 

1. 餐桌礼仪，指的是在用餐时在餐桌上应该注意并做到的礼仪。对中国人来说，

餐桌礼仪在生活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也就是说中国人特别注重它。 

2. 如果不注重餐桌礼仪，可能让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甚至觉得你没有教养。 

3. 吃饭前，要帮父母放好碗筷、端菜端汤等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入座时，让长辈先入座；等长辈先开始吃，才拿起碗筷吃饭。 

吃饭时，应先给长辈夹菜。自己在吃的时候得慢慢吃，口内有食物，应避免说

话。 

吃完饭后，帮助长辈收拾并清洗餐具。 

4. （答案合理即可。） 

（例）我觉得中国人的餐桌礼仪注重长幼有别，在澳洲很少有这样的礼节。我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  2021 Cengage Learning Asia Pte Ltd 

 

15 

 

认为这样没有什么不好。 
 
 

 
 

（鼓励学生自由作答，答案合理即可。） 

（例）图片上有两个茶农正在采茶，两个茶农都带着宽边的草帽，身上背着小背篓，

正在绿油油的茶田里面努力采茶。茶田一望无际，很美丽。 

 

 

 
 

（写日记要注意有日期和天气。） 

 

（例） 

2020 年 3 月 5 日 晴 

 

         中国有独特的茶文化。 

……… 
 
 

 

花鸟鱼虫 
Growing Plants, Keeping Pets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中国的老年人退休后很喜欢养一些花鸟鱼虫打发时间。 

2. 爷爷的家里有很多花花草草，还有两条小金鱼和一只小乌龟，它们都非常讨人

喜爱。 

3. 爷爷说牡丹是花儿世界里的皇后，因为它的花朵很大，颜色很艳丽。爷爷家的

牡丹是大红色的。爷爷还养了一盆君子兰。爷爷说“君子”都爱君子兰，因为

君子兰大方典雅。 

4. 中国的老年人很多都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这样可以互相帮忙。年轻人可以

照顾老年人的饮食起居，老年人可以帮助孩子照顾孙子。在澳洲，很少有老年

人常年住在孩子家里。澳洲人很注重个人隐私，他们认为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

的家庭生活，应该和长辈分开生活。 

5. （学生可以自由发挥。） 

（例）我的爷爷奶奶生活在扬州我舅舅的家里，我舅舅每天都会推着爷爷出去

遛弯，奶奶会在家里煮饭给全家人吃。平时舅舅忙的时候，爷爷奶奶会帮忙照

顾我的表弟和表妹。我觉得他们这样很幸福。 

说一说 Speaking 

写一写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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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Practices 

 

  
 

1.  (1) 退休 (2) 艳丽 (3) 可惜   (4) 安逸       (5) 自由    

2.  (1) 他已经退休了，生活过得很安逸，平时喜欢养各种花鸟鱼虫。 

 (2)爷爷说牡丹是花儿世界里的皇后，因为它的花朵很大，颜色很艳丽。 

 (3) 爷爷说“君子”都爱君子兰，因为君子兰大方典雅。 

 (4) 爷爷说飞走的八哥自由了，也挺好的。 

3.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我的爷爷退休以后过着安逸的生活。 

(2) 牡丹花很艳丽。 

(3) 小美是个大方的小姑娘。 

(4) 可惜我今年没有好好复习，这次考试没有考好。 

(5) 他常常去北京的花鸟市场。 

(6) 因为他不懂怎么养花，所以他家里没有一盆花。  

 

  

 
 
➢ Text 1 

1. Xiaomei went back to Beijing with her parents for ten days during the holidays. 

2. Xiaomei likes to go to the flower and bird market with her grandparents in Beijing. 

3. Xiaomei likes the myna because it can talk.  

 

➢ Text 2 

1.  Xiaomei bought two gold fishes. She spent 22 yuan.  

2. When Xiaomei went there for the second time, she wanted to buy a talking myna but 

it was too expensive and she could not afford it. When Xiaomei went there for the 

third time, she bought a big vase of red flowers for her grandmother. 

 
➢ Text 3 

1. 因为市政府要在那儿盖一座商业大楼。 

2. 小美不希望花鸟鱼虫市场拆迁,因为不少北京人都爱去那里买花鸟鱼虫。 

3. 新的花鸟鱼虫市场会建在公园里面。小美明年回北京时会去新的市场。 

 

 

 
 

1.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武汉是中国的五大“宠物城市”。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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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宠物有鹦鹉、八哥，地上跑的猫、狗，水里游的热带鱼、巴西龟，甚至树上

爬着的蜥蜴、怀里揣着的蟋蟀等等，可谓应有尽有。 

3. 从著名的龙猫、到很多名人喜欢养的蜥蜴，再到各种名称的仓鼠、蛇、蜘蛛，

真是不怕没人买，就怕不够怪。这也会成为未来几年中国“宠物城市”的新

潮。 

4. 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人们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能负担得起养宠

物的各种花费。另外，在中国的大城市，很多年轻人都是独居，他们希望能有

宠物来陪伴自己。（鼓励学生自由作答，答案合理即可。） 
 
 
 

 
 

（学生可以自由发挥。） 

（例）图片里是中国的花鸟鱼虫市场。有一只五彩的鹦鹉在路边的商店里，非常漂

亮，说不定还会说话呢！在花鸟鱼虫市场，到处都能看到鸟笼。很多人都在市场里逛

着，希望能找到心仪的宠物呢。 

 

 

 
 

（写这样的说明类作文，一般可以边写买什么边写原因。） 
 
 
 

  

说一说 Speaking 

写一写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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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1: 生活方式 Lifestyles of the Chinese 
 

农家乐儿 
Fun at the Farms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农家乐的灵感据说来源于欧美国家的乡村旅游。城市里的人可以到近郊的休闲

场所度假。 
2. 游客们可以采摘四季瓜果蔬菜、登山、踏青、垂钓，甚至是进行农活。 
3. 中国农家乐一般是农户家庭私营的，到了 90 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加

入了经营，扩大了农家乐的范围和服务领域。 
4.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

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欧美---国家   

广泛---分布  

休闲---度假 

瓜果---蔬菜   

雄厚---资金 

2. (1) 概念  (2) 广泛    (3) 私营   (4) 资金   (5) 沉浸 

3.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农家乐是一个有趣的旅游概念。(2) 请不要随意采摘这些花朵。 
(3) 他们回到临近地区工作。 
(4) 地球变暖以及随之而来的气候变化影响着我们所有人。 
(5) 这个工程需要雄厚的资金投入。 (6) 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7) 他们从上学时期以来就是最要好的朋友。 

 

  

 
 
➢ Text 1 

1. They now like activities that bring them back to nature. 

2. People from the city go to the countryside for a few days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kind 

of life.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听力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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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2 

1. Visitors can live in the farmer's home, play in the countryside, do farm work and eat 

their food.  

2. Xiaomei suggested that they go for an agritainment stay next time. 

 

➢ Text 3 

1. 晓伟和小美下星期五下午去。他们准备在那儿过周末，住两天。 

2. 他们可以干农活、钓鱼。/他们可以种菜、摘水果或者钓鱼。 

3. 他们想要呼吸新鲜空气。 

 

 
 

1. 中国的农家乐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主要由农民自己发起的。 

2. 农家乐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由农民自己发起，第二个阶段有

一些企业加入经营。 
3. 因为人们的收入提高了，外出游玩的次数也增加了，加上各地地方政府的努

力，农家乐在 2000 年后快速发展。 

 

 
 

（请学生结合自身和本国情况，进一步巩固本课所学知识，达到灵活应用。） 

 

 
 

（写中文信时，开头要有称呼和问候，结尾时要有祝语、签名和日期。） 
 

（例） 

亲爱的小明， 

       你好！ 

       上个周末我去农家住了两天，体验了农家生活。 

       …… 
 

       希望你也有机会体验农家乐！ 

 

        祝你 

安好！ 

 

     你的朋友， 

     小江 

     2020 年 3 月 5 日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写一写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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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 
Volunteering in Vogue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神，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前提下提供服务，进而推动

社会的福利事业并促进社会进步的人。（鼓励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用自己的

语言组织答案） 
2. 志愿服务是伴随改革开放而产生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开始推

动志愿者和青年志愿者的建设，90 年代则发起“中国志愿者行动”。 

3. 志愿服务是一种高尚的社会行为，更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它能弥补政

府资源的不足、培 养大众的爱心与道德价值观、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和谐社会。

对个人而言，当志愿者能帮助他人，还能培养组织和领导等能力。 接受志愿者

帮助的人，则可以感受到他人的关爱与温暖。 
4. （请学生结合自身经历，自由发挥，言之有理，答案合理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1) 来源 (2) 意愿  (3) 定义     (4) 贡献     

(5) 报酬 (6) 提供  (7) 推动  (8) 进步  

(9) 高尚  (10) 公益   (11) 价值观   (12) 温暖 

4.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他对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政府的新计划能推动经济发展。 
(3) 知识伴随我们一生。  (4) 他的学习态度很积极。 
(5) 地球的资源有限。   
(6) 在没有任何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义工为了促进社会进步，牺牲了个人的时间

与金钱。 

3.（鼓励学生互相采访，并根据采访内容，使用“贡献“和“提供“造句”。若没有参

加过志愿者服务，可以讨论想要从事某种志愿者活动的意愿。注意语法和用词的准确

性。） 
 

 
 
➢ Text 1 

1. They talked about Xiaomei doing social service. 

2. She tells old people stories and often plays games with them.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听力 Listening 

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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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2 

1. Wang Aihua is a caring 90-year-old volunteer. 

2. Since 1995, he has donated 8 million yuan to three Hope Primary Schools and helped 

20 children from poor families finish college. 

3. He still lives in a place of only 12 square meters. 

 

➢ Text 3 

1. 晓伟要去上海学习六个月，有事情想咨询小美。 

2. 晓伟想在上海的小学教英文，因为他听说小美在老人院服务。 

3. 她建议晓伟去咨询他的学校。 

 

 

 

 
 

1. 志愿者工作多种多样，它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去养

老院或者孤儿院工作。 
2. 当志愿者有很多益处：会让你学习新的技能；帮你改善社交技巧；有助于培养

你的组织领导能力；还可以培养你的新社会性人格、感恩意识及幸福感。 
3. （鼓励学生结合当志愿者的益处，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答。) 

 
 
 

 
 

（请学生灵活运用本课所学知识，描述图片的内容。注意用词和语法的准确性以及结

构的连贯性。图的内容是一位外籍人员去中国山村小学当志愿者，教中国孩子英

语。） 

 

 
 

（注意校报的格式特点，需有校报名称、日期、标题、作者等。） 

（例） 

把爱心献给孩子 

（作者：）艾子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远道而来的洋老师…… 

     《中学生报》2020年 3 月 3日 第三期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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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生活 
Low-Carbon Living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低碳生活指的是在生活中尽力减少所消耗的能量，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量。 
2. 低碳生活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态度与方式，要在生活中创造

“低碳”需要一定的努力，主要是从节电、节气及回收三方面做出改变。 

3. 我们应该“从我做起”，由生活中的小事来实践。例如，我们上班或上学时可以

尽量不开车而乘搭公共交通。在 家中，则可以做好回收、随手关灯和水龙头

等，减少资源的浪费。在外头，我们也可以在购物时自备可循使用的购物袋，

尽量不使用塑料袋，以减少塑料污染。 
4. 通过低碳生活，我们可以达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并减缓生态恶化的目的。 
5. （请学生结合自身经历，自由发挥，言之有理，无明显语法错误即可。） 

（例）我认为低碳生活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因为每个人齐心协力，地球就

能有更好的生态环境。 
 

练习 Practices 

 

  
 

1. 二氧---化碳 

消耗---能量 

公共---交通 

循环---使用 

生态---环境 

2.  (1) 低碳生活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是崭新的生活态度。 

 (2) 主要是从节电、节气、回收三方面做出改变。 

 (3) 具体来说，我们应该从我做起，由生活中的小事来实践。 

 (4)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生活的地球就能有更好的生态环境。 

3. （鼓励学生灵活应用所学知识造句，注意语法和用词的准确性。答案合理即

可。） 

(1) 他尽力完成自己的任务。   (2) 理论虽然重要，实践更重要。 
(3) 我们买东西时可以自备购物袋。(4) 对于我来说，这样就足够了。 

(5) 只要你尽力了，就足够了。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听力 Listening 

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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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1 

1. He asked about low-carbon life. 

2. Xiaowei can take public transportation to school and save water and electricity at 

school and at home. 

3. They will ride to school together from next Monday. 

 

➢ Text 2 

1. Xiaomei can save money by using solar panels and it is convenient.  

2. Xiaomei asked Xiaowei if there would be electricity at home when it rained 

continuously. Xiaowei's answer is that you can have electricity, because when it rains, 

it automatically connects to the power company. 

3. There are subsidies for installation now. 

 
➢ Text 3 

1. 小美星期六要在家看弟弟，下午要在华人社区分享垃圾回收的知识。 

2. 要把垃圾分类回收。 

3. 周六以前，她可以问晓伟。 

 

 

 
 

1. 因为地球是我们生存的家园。 
2. 不乱扔垃圾并分类回收；必须节约用水；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减少白色污

染；减少碳足迹。 
3. （鼓励学生利用所学词汇和语法，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答。） 

 
 

 
 

（请学生灵活运用本课所学知识，描述图片的内容。注意用词和语法的准确性以及结

构的连贯性。） 

 

 

 

（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并结合目前的实际状况，推测 100年以后的地球。行文要流

畅，语言要准确。故事的格式一般有标题和作者姓名即可。学生可以以自己的亲生经

历来写这个故事。）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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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富一代 
The Rich Kids of China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他们是企业家的子女， 靠继承家产而拥有财富。 
2. 他们喜欢把钱花在吃喝玩乐上，买名车、名牌表、名牌香水、名牌包包和衣服

等。 
3. （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对该说法的理解。） 
4. （请学生结合自身经历，自由发挥，言之有理，无明显语法错误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1) 富二代，继承  (2) 奢侈，聚集，商业中心，追捧 

(3) 时髦，虚荣，轻视 (4) 依靠，潜力     

2. 依靠---父母 

吃喝---玩乐 

名牌---衣服 

海外---抢购 

不合---时宜 

个人---价值 

  

 
 
➢ Text 1 

1. He asked Xiaomei to watch drift racing this Sunday. 

2. Xiaomei is very surprised that Xiaowei is fooling around with the rich second 

generation. 

3. Xiaomei thinks they should study hard. 

 

➢ Text 2 

1. Their class discussed what is the value of life.  

2. Xiaowei wants to be a teacher in the future because he thinks teaching is a great job. 

3. Xiaomei wants to be a doctor. Xiaowei believes that Xiaomei can do it because she is 

good at studies. 

 
➢ Text 3 

1. 节目的主题是回答中学生的问题。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听力 Listening 

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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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富二代是中国在上个世纪 90年代以后富起来的家庭里的子女。他们不喜欢学

习，也不喜欢工作，每天吃喝玩乐，买名车，买名牌衣服什么的。  

3.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教育富二代。 

 

 

 
 

1. 作者有很多的愿望：想住世界上最大的的房子、变成富翁、想当明星。 
2. 作者认为要靠平时的努力才能实现愿望。 
3. 想要实现你的愿望，平时就要努力，好好学习，将来才会有美好的事情等待着

你们。特别是青少年，更要把握时间，为将来打好基础。 
4. （鼓励学生自由作答，答案合理即可。） 

 
 

 
 

（请学生灵活运用本课所学知识，互相讨论，注意用词和语法的准确性以及结构的连

贯性。） 

 

 

 
 

（注意报告的格式，需有标题、报告人名字、日期等。这个报告最好也分成几个大标

题，每个标题代表一种看法（同学们应该会有一些相同的看法。）） 

（例） 

     中学生对富二代看法的报告 

        （作者：）郑义 

现在对富二代这一群人，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中学生们也不例外。他们觉得……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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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2: 艺术娱乐 Arts and Leisure 
 

琴棋书画 
The Four Arts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琴、棋、书、画，被称为“文人四友”，是古代中国文人必须掌握的技

能。 

2. 围棋的发明与尧有关。 。传说远古时的尧为了教育他顽劣的儿子丹朱而发
明了围棋，可以用来陶冶性情。 

3. 中国画分人物、花鸟、山水三大类。人物画，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山水

画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花鸟画则表现了自然的灵动 

4. 中国画重神韵，西方画（西洋画）重形似。主要表现为： 

1） 中国画多用线条，西方画线条都不显著。 

2） 中国画不注重透视法，西方画极注重透视法。 

3） 中国画注重笔墨的变法，西方画极注重透细腻写实。有人说，西方画是“再

现”的艺术，中国画是“表现”的艺术。 

5.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1) 掌握，技能 (2) 顽劣  (3) 和谐 (4) 宇宙 (5) 启发 

2. 掌握---技能 

陶冶---性情 

得到---启发 

艺术---境界 

和谐---相处 

3. （鼓励学生自由发挥，符合课文描述即可。） 

 

  

 
 
➢ Text 1 

1. David plays the two-stringed violin in the Chinese orchestra. 

2. They also have Chinese flute, dulcimer and pipa. 

3. They will go to China to perform next Chinese New Year.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听力 Listening 

12A 



©  2021 Cengage Learning Asia Pte Ltd 

 

27 

 

 

➢ Text 2 

1. Liangzhu is an ancient Chinese love story. 

2. A Chinese person wrote Liangzhu the concerto. 

3. Xiaojie will perform Liangzhu in the school concert hall this weekend. 

 
➢ Text 3 

1. 珍妮为练毛笔字准备了毛笔和字帖。 

2. 读字帖可以比较每个字的不同写法，了解每个字的结构。 

3. 珍妮向小凯承诺了每天都写毛笔字。 

 

 
 

1. 因为没有人理解他的琴声。 

2. 钟子期不仅和俞伯牙谈论音乐，而且十分欣赏俞伯牙的演奏。 

3. 俞伯牙得知钟子期去世了，没有人再理解他的演奏了。 
 

 
 

（请学生灵活运用本课所学知识，描述图片的内容。注意用词和语法的准确性以及结

构的连贯性。） 

（例）此图展现是古代文人墨客的一次聚会。他们的聚会与现在的千篇一律的吃饭、K

歌相比要雅兴很多。古代文人聚会常常是边饮酒边听音、赋诗等，自得其乐。 

 

 
 

（写对话时，学生可以参照课文中的内容。） 

 

 

乐在其中 
Having Fun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广场舞是一种舞蹈艺术，因为多在广场等公共场地上跳，所以叫广场舞。 

2. 这种舞以集体舞为主要表演形式，以娱乐身心为主要目的。 

3. 广场舞结合了音乐、舞蹈及体操，也有人说它是舞蹈体育化的最佳表现。它能

够把快乐带给家庭，对和谐家庭与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中国非常

受欢迎。 

4.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即可。）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写一写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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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Practices 

 

  
 

1. (1) 参与  (2) 稳定  (3) 迅速 (4) 普及 (5) 不可替代 

2. 牌友、球友、学友、歌友、诵友、驴友 

3.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我们正准备组织大家去唐人街吃饭。 (2) 好消息迅速传开了。 
(3) 她一直很忙，没有什么闲暇时间。 (4) 现在电脑知识非常普及。 

(5) 我们要维护好社会秩序。   

(6) 在搞好学习的同时也要发展别的爱好。 

 

 
 
➢ Text 1 

1. She has been in good health and she always does square dancing. 

2. Their mum dances with a few retired teachers from her school. 

3. The advantages of square dancing are exercising and making friends. 

 

➢ Text 2 

1. Paul saw many Chinese ladies square dancing at Federation Square. 

2. Those square dancers appeared in USA and UK. 

3. They come from Shandong province. 

 
➢ Text 3 

1. 老李下个月会参加广场舞比赛。 

2. 小芳祝老李好运，因为老李和小花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比赛。 

 

 
 

1. 孔雀舞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广场舞蹈，广泛流传于傣族聚居区， 是傣族人的最

爱。 

2. 在傣族人心目中，孔雀是圣鸟，象征着善良、智慧、幸福及吉祥。 

3. 孔雀舞模仿孔雀的各种动作：出窝、下坡、起舞、找水、照影、饮水、展翅飞

翔。 
 

 
 

（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尽可能使用中文讨论课文中的问

题。） 
1. 广场舞是一种舞蹈艺术，因为多在广场等公共场地上跳，所以叫广场舞。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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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跳广场舞的一般都是退休在家的大妈们。不过，现在一些中年妇女也很喜欢跳

广场舞。 

3. 跳广场舞可以娱乐身心，结交朋友。 

4. 中国的大妈们把广场舞跳到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澳大利亚人很喜

欢看中国大妈们跳的广场舞。 

 

 

 
 

（请学生注意杂志文章的文体和格式。） 

 

（例）中国流行广场舞 

             包导 

      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在中国各地晨练时间的公园和广场上里，逐渐出现了大

妈们跳广场舞的现象…… 

 

      《大众趣闻》2020年 3月 第三期 

 

 

流行文化 
Pop Culture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流行文化指的是许多新潮与时尚的玩意儿。 

2. 反对流行文化的一般人认为它的内容过于庸俗，没有营养。让人无法通过它充

实自己。 

3. 流行文化其实是为了让人们放松、开心，能以平易近人的即兴内容让人们感受

到快乐，流行文化也逐渐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这些流行语言往往

会让人们在日常聊天中拉近距离，说一句流行语， 很快能找到共同话题。 

4. 流行文化并非“禁区”，它往往也有可爱的一面。既让人快乐，又让人放松，

为何不尝试接受它呢？ 

5.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即可。） 

6.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即可。） 

 

 

练习 Practices 

 

  
 

写一写 Writing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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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文----文学、文字、中文、文章、散文 

(2) 新----新年、新生、创新、新潮、革新 

(3) 时----时间、时尚、时代、小时、平时 

(4) 作----作文、作业、写作、创作、作为 

(5) 充----充分、充电、补充、充满、充值 

(6) 注----注意、注重、关注、注视、注入 

(7) 离----离开、分离、离散、隔离、距离 

(8) 禁----禁止、禁烟、禁区、禁令、禁毒 

2. (1) 流行文化 (2) 新潮  (3) 时尚     (4) 尤其     

(5) 庸俗 (6) 内容  (7) 高雅  (8) 平易近人  

(9) 即兴 (10) 注入  (11) 距离   (12) 禁区 

 

2.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例） 
(1) 电影方面---- 儿童们特别喜欢卡通电影，尤其是《哪吒》。 
(2) 音乐方面---- 中年人特别喜欢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

曲》。 

(3) 着装方面---- 年轻的女性特别喜欢漂亮的衣服，尤其是新款的时装。 

(4) 电子游戏方面---- 青少年们特别喜欢电子游戏，尤其是《英雄联盟》。 
 

  

 
 
➢ Text 1 

1. Rachel was playing online games. 

2. 67% teenagers like to play games on the internet. 

3. It makes people relax and have a sense of achievement. People can also make friends 

through online games. 

 

➢ Text 2 

1. A song named “Shengpizi” (rare characters) has recently been popular on the internet. 

2. The writer is a young man from Suzhou who was born in the 90s. 

3. He wanted to help people recognise more Chinese characters. 

 
➢ Text 3 

1. 小兰昨天收到了一条信息，最后有“SK”这两个英文字母，她不知道是什么意

思。 

2. 网络语言受网民年龄、性别、群体等因素的影响，千变万化。 

3. 有QQ 表情和熊猫表情等。现在不只有单纯的表情符号，还有文字和表情结合的

多 模态表情。另外，还有动态和真人表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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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次元文化，指的是青少年在互联网上所建立的“第二人生”。 

2. 二次元文化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多元， 这些就包括动画、漫画、游戏及角色

扮演（Cosplay），迎合了不同年龄、性别及兴趣的青少年群体。 

3. 使青少年在打发时间的同时，还可以释放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他们也能结交朋

友与同好，一起参与文化的创造并获得成就感。 

4. 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青少年的成长。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影响是他们因为耗

费很多时间在线上，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面对面交流的频率降低了。

久而久之，他们与人交流和沟通的能力越来越差。 
 
 

 
 

（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尽可能使用中文讨论课文中的问

题。） 

 

1. 流行文化是被普遍喜欢和热烈追随的文化，其主要功能是娱乐。 

2. 可参阅“有关澳洲人和中澳文化差异” 

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e2796/node3300/node3428/node3429/user

object6ai246196.html 

3.  

• 盘他： 盘他就是“怼他”、“撩她”的意思。 盘他的梗来自于相声《文

玩》，但是真正让他火起来的是抖音，抖音上有一位用户发了一条关于盘他

的视频，后来就引起了一个“万物皆可盘”的视频话题，这个话题有很多用

户参与，而盘的东西也是脑洞大开，各种各样什么都有。 

• 大猪蹄子： 大猪蹄子一般用来吐槽男人在追求女孩的时候殷勤，结果追到

手后态度立马大转变；热恋的时候天天粘在一起，时间一久就各种厌烦。 

• 给力： 中国北方的土话，表示给劲、带劲的意思。 “给力”一词最初的火

热源于日本搞笑动漫《西游记：旅程的终点》中文配音版中悟空的一句抱

怨：“这就是天竺吗，不给力啊老湿。”所谓“不给力”就是形容和预想目

标相差甚远，而“给力”一般理解为有帮助、有作用、给面子。 

• 高富帅： 网络流行语，在港澳台的网络语言中的类似词语为“三高男”。 

对应于“矮矬穷”，形容男人在身材、相貌、财富上的完美无缺，既长得

高、长得帅、又有钱，与“男神”有部分重叠。 主要在各大论坛，贴吧高

频出现。 他们是所有女生的男神，与偶像。 

• 喜大普奔： 是一个网络用语（xǐ dà pǔ bēn），也作“普大喜奔”，是

“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的缩略形式，表示一件让大

家欢乐的事情，大家要分享出去，相互告知，共同庆祝。 

• 你不是人造皮，你是真的皮！这里的“皮”是调皮的皮，因此该词意思为形

容某人很调皮、很顽皮。 网络上比较常见的还有该词的谐音的形式的“李

时珍的皮”一词。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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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学生注意选择有意义的网络词。 
 

 
 

自驾出游 
Self-Drive Travel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课文列举了中国人2017 年的自驾游出游平均次数为5.4 次，平均时间为3.2 

天， 

2. 在中国，自驾游以500 公里半径以内的中短途为主。 

3. 调查显示，中国人2017 年的自驾游出游平均次数为5.4 次，平均时间为3.2 天

（而2013 年时只有1.71 天）；人均每日的消费也达到376 元，与2016 年相比

高出15%。可见，自驾游已经在快速增长中。 

4. 首先，是自驾游可以自己掌握时间，可以随时停车看风景，想到哪里就到哪

里。其次，可以避免挤地铁、赶火车或飞机；再来，可以满足自己和家人在一

起游玩的愿望。自驾游所带来的方便与自由，让人可以放松心情，在旅途中好

好地享受天伦之乐。 

5.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平均---次数 

调查---显示 

人均---消费 

快速---增长 

天伦---之乐 

2. (1)超---- 超过、超速、高超、赶超、超级 

(2)半---- 半天、一半、半夜、半年、半径 

(3)途---- 长途、中途、半途、用途、前途 

(4)调---- 调查、声调、调度、调味、调节 

(5)满---- 满意、充满、满分、布满、满足 

3.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他经常驾驶着一辆宝马车在北京和天津之间跑生意。 

写一写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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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今天的数学考试超过 80 分了。 

(3) 从这儿去城里有好几条不同的线路。 

(4) 他对自己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 

(5) 过节了，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6) 与专业运动员相比我还差得很远 

 

 
 
➢ Text 1 

1. Mary is going to have a self-drive travel in China. 

2. No. It must be a driver’s license from China. 

3. Peter suggested Mary to hire a car in China. 

 

➢ Text 2 

1. Xiaoli is going to have a self-drive travel in Gold Coast. 

2. Xiaohua reminded Xiaoli that in Australia, people drive on the left and that some rules 

are different. 

 
➢ Text 3 

1. 他给小明推荐了北京－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大连－北京这条线。 

2. 这条线路的特色是有海景，还可以吃海鲜。 

3. 小明决定选这条线路因为时间不长，还比较便宜；住宿条件也不错。 

 

 

 
 

1. 随团旅游，你有时无法选择，必须跟着旅行社安排好的行程， 即使不那么喜欢

某个景点或活动，也无法不去或参与。而自驾游最大的魅力在于它能让人随心

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去， 能轻松自在地欣赏沿途的风景。时间掌握在自己手中，

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不用像随团一样赶场似的到每个景点“报到”。 

2. 没有过多的安排，只定好大致要去的几个地方，到了各处才决定要干什么，或

许这样才能有惊喜，正是年轻人所向往的旅行方式。 

3. “而让人愉悦的事，当然会想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一

件事自己喜欢，同时别人也喜欢，就会自觉地去做。 
 
 

 
 

（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发挥创造力，结合图片内容，描述可以保护环境的方

式。）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注重享受生活了。

说到享受生活，旅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旅游最为自由舒畅的恐怕就是自

驾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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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阔眼界，放松心情，减轻压力。眼见为实，真正体验不同风俗文化，品尝各

种佳肴。 

3. （让学生自由发挥。） 
 

 

 
 

（请学生特别注意中文信和英文信的不同。 ） 
 

（例） 

亲爱的小明， 

       你好！ 

       …… 
 

       希望你的旅行愉快！ 

 

        祝你 

安好！ 

 

     你的朋友， 

     小江 

     2020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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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3: 活在当下 Living in the Moment 
 
 

月光族群 
The Moonlight Clan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月光族“ 指的是那些每个月赚的钱在下个月发薪前就全部花光的人。它也用

来形容那些赚钱不多、月入仅可维持每月基本开销的人。 

2. 月光族最突出的特征要数“年轻“， 年龄大多数在 20-35岁之间的年轻人。 

3. 月光族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人收入较低，没有多少资金进行其它经济活动，

入不敷出；第二类人收入较高，没有后顾之忧，它们有钱，可以任意挥霍。 

4. （鼓励学生结合自身爱好，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即可。）在西方也有类

似的月光族，特征与中国的应该差不多。 

5. （鼓励学生结合自身爱好，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即可。）中国的月光族

把大部分的钱花在买奢侈品之类的上面，或者花在请朋友吃饭、娱乐等方面；

而西方的月光族很多把钱花在了自己的爱好上。 
 

 

练习 Practices 

 

  
 

1. (1) 基本开销，远超于，换言之   

(2) 理财，挥霍，后顾 

2.  (1) 月光族最突出的特征要数“年轻”，年龄多数在 20 至 35 岁。 

 (2) 第一类收入较低，没有多少资金进行其他经济活动。 

 (3) 第二类收入较高，没有后顾之忧，无须有多余资金。 

 (4) 调查也现实它们最大的开销为吃、穿、用等日常所需。 

 (5) 最大的挑战也许就是减少不必要的开枝，尽可能地存钱。 

3.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维持这样的生活水平需要我俩共同的努力。 

(2) 她最突出的优点是乐于助人。 

(3) 爸爸帮我找了份工作，解决了我毕业后的后顾之忧。 

(4) 老师把我们班的学生分为三个组。 

(5) 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一定要好好学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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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1 

1. It is because Sandy is waiting for her pay day.  

2. Sandy borrowed 300 dollars from her elder brother and Xiaohong borrowed 500 dollars 

from her elder sister. 

3. Xiaomei believes that football originated in China and has a history of 2,600 years. 

 

➢ Text 2 

1.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Xiaohong’s intention of going to buy a new mobile phone.  

2. The new mobile phone that Xiaohong is going to buy is quite expensive and Xiaohong 

does not have enough money. 

3. Sandy spent 2000 dollars on her new computer yesterday.  

 

➢ Text 3 

1. 因为珊迪今天干了一天的重活，很累，想去酒吧放松一下。 

2. 因为小虹先要去买件新大衣。 

3. 珊迪和小虹四点半在大马商店门口见面。珊迪自己开车去，小虹打车去。 

 

 

 
 

1. 小玲不是个月光族，因为她不乱花钱，只是不善理财，挣的钱不够支撑开销。 

2. 作者说有六种原因可以成为月光族，（例）我觉得他分析得对，因为这些都是

成为月光族的主要原因。（答案合理即可。） 

3. （每个学生对这个问题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分析。） 
 
 

 
 

（鼓励学生结合自身经验，运用所学知识，灵活作答。） 

 

1. 从政府方面来说，可以举办一些培训班，教会年轻人怎么理财等。 

2. 澳大利亚也有月光族，特征与中国的相似，但做法上也一些不同。（参考课堂

讨论中的答案。) 

3. （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理解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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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学生注意写调查报告的格式，需要用数据说明。） 

 

（例）对澳大利亚‘月光族’的调查报告 

                  杨西峰 

 

     澳大利亚年轻人风潮协会近来对200名澳洲‘月光族’人进行了书面调查，结果

显示…… 

 

             2020年3月5日 

 
 

单身贵族 
The Single Aristocrats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单身贵族”或“单身主义”是指那些没有固定伴侣或子女的人。 

2. 他们首先有份薪酬不错的工作；其次，他们能保持单身，长期独处，也不在乎

别人的眼光。还有他们比较懂得享受人生。 

3. 一方面说明了很多人的爱情生活不再以婚姻为基础，另一方面反映了很多人正

在远离传统的婚姻禁锢。 

4. 中国人不婚的问题正在成为社会问题，使社会结构悄然发生变化，长远来说会

造成劳动力缺乏。 

5. （鼓励学生结合澳洲的国情，发散思维，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1) 那些没有固定伴侣  (2) 较年轻的白领阶层    (3) 优越且富有    

(4) 自己的思想和灵性    (5) 丰富的精神世界         (6) 以婚姻为基础      

 (7) 传统的婚姻禁锢       (8) 成为社会问题    (9) 劳动力缺乏    

2.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学好中文的先决条件就是要热爱中文。 

(2) 我们要承担自己的义务。 
(3) 老师要为学生营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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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逐渐成了班上的好学生。 
(5) 智能时代的到来，正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6) 一方面我们要好好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死读书。 

3. (1) 白领阶层----西方社会对企业中不需做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作人员的通称，又

称白领阶层，一指有较高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的人士，与蓝领对应，白领一般

都有稳定收入，二指从事脑力劳动的职员，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政府公务

人员等，他们工作时多穿白色衬衫。 

(2) 先决条件----某一事件或行为的发生是以另一方首先履行义务作为前提。 

(3) 长期独处----一个人单独生活。 
(4) 人数激增----人数迅速增长。 
(5) 劳动力缺乏----缺少有劳动能力的人。 

 

  

 
 
➢ Text 1 

1.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a TV series ‘Bachelor’.  

2. Cao Xiaoqiang had many girlfriends but none of the relationships worked out. 

3. They would rather be single if they cannot find a suitable partner. 

 

➢ Text 2 

1. They are young people who have white-collar jobs.  

2. Thes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organised some blind dating activities for those above 

the average for marriage.  

 

 
➢ Text 3 

1. 山迪建议小虹去参加单身贵族俱乐部的大派对。 

2. 小虹因为周五晚上还要加班到八点。 

3. 山迪周五晚上八点一刻去小虹家接她。 

 

 
 

1. “剩男” 就是过了适婚年龄而还未婚甚至还没有对象的人。 

2. 因为他要面对社会舆论和家庭压力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去相亲。 

3. 除了父母亲的反对的原因外，其它因素如薪酬差距和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都导

致他的几段感情都已分手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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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学生的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结合澳大利亚的现象说明单身贵族的

起因、特征及影响。 ） 
 

 

 
 

（发挥学生的想象力，让故事内容生动有趣。） 
 
 
 

 

啃老族群 
The NEETers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啃老族” 是指那些完成义务教育后且不升学，也不工作或接受职业培训的年

轻人。 

2. 根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统计，有将近三成的年轻人依赖父母和长辈过活，超过

65%的家庭都存在啃老的问题。 

3. 一是因为应试教育的原因，年轻人在中等教育阶段根本得不到职业技能训练，

导致他们思想和心理不成熟，都社会竞争缺乏准备；二是他们没有就业优势；

三是因找不到工作或因为工资太低而不愿意就业；四是因为害怕吃苦、不愿在

摸爬滚打中找到自己。正因为这些原因让这些年轻人干脆逃避竞争，封闭自

我。 

4. “啃老族”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啃老族的各种行为都让社会大

众觉得尴尬。 

5.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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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Practices 

 

  
 

1. (1) 完成义务教育      (2) 接受职业培训   (3) 社会大众觉得尴尬    

(4) 在各种风险中竞争   (5) 没有就业优势      (6) 干脆逃避竞争  

2.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现在很多年轻人需要好好培训一下。 

(2) 这件事让我很尴尬。 

(3) 我们学习时不能完全依赖老师，而是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4) 基于这些数据，可以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5) 我无法抗拒这么多好吃的中国菜。 

(6) 你干脆承认这件事就是你干的。 

(7)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中文已成了澳洲第一大学生学习的第二语言。 

3. (1) 船来品---舶来品指通过航船从国外进口来的物品。旧时外国商品主要由水

路用船舶载运而来，故名。引申为国外的东西，即从外国传入本国的意识、物

品、语言等等。可以是一种文化，也可以是本国没有，从外国引进来的东西或

技术 。 

(2) 袋鼠族---指大学毕业后，还要继续依赖父母生活的一类年轻人。 

(3) 社会现象：是指所有与同物种共同体有关的活动----产生、存在和发展密切

联系的现象。  

(4) 应试教育---把应对考试作为主要目标的教育模式。 

(5) 职业技能---职业技能就是你从事的那个职业所相关的技能操作，如果你是

绘图师，那么你的职业技能就是绘图等。 

(6) 摸爬滚打---形容艰苦地训练或工作。 

 

  

 
 
➢ Text 1 

1. Both Mark and Xiaowei will look for houses to rent. 

2. Mark thinks that he should move out of his house as he is already 18 years old and he 

needs to be independent. Xiaowei still wants to stay with his parents as it would be 

very expensive to live by himself though he is already 18 years old.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听力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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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2 

1. The NEETers are those who want to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and live on their parents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2. Mark wants to move out of his house and live by himself. He will do some part-time 

work while studying at university. 

3. Mark suggested to Xiaowei to talk to his parents as Xiaowei also intends to move out 

of his house when he graduates from high school.  

 
➢ Text 3 

1. 马克昨晚看了新闻说一个女孩嫁给了一个老头儿的事。 

2. 这条新闻说明了现在中国一些女孩成了拜金主义者了。 

3. 因为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大了，老头儿都可以当女孩的爷爷了。 

 

 
 

1. 拜金主义是一种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利益，信奉“没钱万万不能”与“金钱至

上”的价值观。 

2. 拜金主义带来的影响是让人们眼里只有钱，变得唯利是图。许多人看待事物经

常只看表面，而无视其中内涵，使人的精神生活变得匮乏。 

3.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

即可。） 

 

 
 

（可以组织学生讨论。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

论。答案合理即可。） 

 

 
 

（请学生注意报纸文章的格式。这是一篇评论性的文章，要有理有据。） 

（例）         中国年青人的幸福感 

   由敢 

 

       当今的中国社会中的年轻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感。 

       一些人认为幸福就是要有钱……  

       另一些人却认为….. 

                                                

     《中国青年报》2020 年 3 月 23 日 第五版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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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心理 
The Mental Wellness of Youths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中国 17岁以下受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的青少年有多达 5000人，当中

7.2%的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2. 表现在 15、16岁就交男女朋友，在校园里，早恋还成了时尚。这种现象造成青

少年疏忽人际关系、学习成绩下降等。 

3. 患有网瘾的多为 12至 18岁的青少年，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学业都受到了影响。 

4. 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总是处于焦虑状态，害怕在别人面前出洋相或被别人观察。

对他们而言，与人交往或在公共场所出现，是想当恐怖的事情。 

5.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

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1) 稳定 (2) 适应 (3) 沉迷 (4) 焦虑  (5) 观察 

2.   (1) 障碍----通畅 (2) 困扰----安宁 (3) 总是----偶尔 (4) 疏忽----留意 

(5) 沉迷----觉悟 (6) 焦虑----冷静 (7) 重视----轻视 (8) 总之----部分 

      3.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情绪障碍：情绪不稳定，时常感到人际关系欠佳，学习适应不良。 

(2) 早恋： 在青少年 15、16岁时期过早谈恋爱。 

(3) 网瘾：长时间沉迷于网络，对其他事情都不敢兴趣。 

(4) 社交恐惧症：处于焦虑状态，害怕在别人面前出洋相或被别人观察。 
 

 
 
➢ Text 1 

1. Xiaowei and Mark feel a lot of pressure from homework and examinations.  

2. Xiaowei also feels a lot of pressure from his parents’ expectation of him apart from 

the pressure he and Mark have from homework and examinations.  

 

➢ Text 2 

1. Xiaowei’s girlfriend intends to do facial cosmetic surgery. 

2. He thinks his girlfriend is already beautiful and it is not necessary to do cosmetic 

surgery. 

3. Mark suggested to Mark to tell his girlfriend that it would be quite risky to do 

cosmetic surgery.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听力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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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3 

1. 晓伟邀请马克晚上去看电影，但马克晚上要做作业，所以拒绝了晓伟的邀请。 

2. 晓伟的朋友平时不是去逛街，就是去看电影或者去饭店吃饭。他们不爱学习，

因为觉得学习没用，反正他们的父母有钱，以后可以吃他们父母的。 

3. 马克觉得他们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1. 网红脸是指深受网民关注和喜欢的人。网红脸的特征是：大眼睛、高鼻梁、尖

下巴。她们大多都整过容。 

2. 作者认为网红脸是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扭曲。 

3.  因为作者认为这种网红脸是扭曲了中国女性的审美观与价值观，让她们丧失了

对美的认知与理解，无法真正体会真实的美。 

4. （每个学生对这个问题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分析。） 

 
 

 
 

（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尽可能详细地描述图片内容。） 

（例）这两张图，从两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中学生面临的问题，上图是沉迷于网络或网

络游戏；下图是不合群，甚至自闭等。学生可以结合自己或周围朋友的状况谈谈自己

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看到的、知道的说明中学生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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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4: 实现自我 Self-Actualisation 
 
 

年轻一代 
The Young Generation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90后和 00后这两代人的主要区别是 90后已成为上班族，而 00后目前现在还

是学生。 

2. 90后目前正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压力：就业、住房、成家、养育子女、养

老、社会不公平现象等。 

3.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

即可。） 

4.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

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1) 接班人   (2) 前所未有  (3) 就业 (4) 住房 

(5) 养育  (6) 严峻  (7) 承受 (8) 不断上涨 

(9) 奢侈品  (10) 种种严酷  (11) 智慧  

2. (1) 家----家庭， 家长，家人， 家法，家门 

(2) 面----面条，面子， 面包，面试，面对 

(3) 严----严重，严打，严防，严密，严肃 

(4) 消----消息，消除，消费，消失，消退 

(5) 困----困难，困境，困乏，困惑，困扰 

(6) 重----重要，重点，重工，重活，重量 

3.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他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2) 我们每个人一生中会遇到不少严峻的问题。 

(3)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奋斗。 

(4) 今年的物价上涨了不少。 

(5)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你将成为一名汉学家。 

(6) 每个人都有智慧，但必须用在对的地方。 

(7) 他汉语考试得了 95分。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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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1 

1. They are talking about their plans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2. Xiaowei’s parents wanted him to work in their company after he graduates from high 

school.  

3. Xiaomei’s advice to Xiaowei was to start work first at his parents’ company and then 

go to university.  

 

➢ Text 2 

1. They met at a market. They were grocery shopping.  

2. They were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be confronted with lots of difficulties when they 

complete their university studies, for example, the increase in prices of goods and 

houses. 

 
➢ Text 3 

1. 晓伟想请小美周六时一起去参加就业招聘会。 

2. 小美上星期三的面试的工作已经有人了，而晓伟上星期五的面试看来也不行

了。 

3. 晓伟和小美星期六时先在小美家见面。 

 

 
 

1. 80后的是那些在少年时期率先跨入中国电视信息时代的人，90后是那些自小成

长在中国电视与网络时代的人，而 00后就是那些成长于中国移动网络时代的群

体。 

2. 00后最大的特征是成长在生活水平较高的时代，他们带有一些娇气，因为他们

大多生长在 421家庭中，（即四个老人（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一个孩

子），所以他们从小受大家宠爱、甚至溺爱，身心健康的发展很可能不健全。 

3. 人们认为 00后带有娇气的孩子是得了“421综合症”，是一种行为偏差，程雷

一种社会现象，需要一定的社会力量去改变。（后半部问题，可以发挥每个学

生的能力，谈出自己的看法。） 

 
 

 
 

    可以组织学生根据阅读课文的内容进行讨论，让每个学生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

法。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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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日记时，可以参考课文内容中关于 00 后的特征，描述自己的感受。） 
 

（例） 

2020 年 3 月 5 日 晴 

 

今天我和一位 00 后交谈。 

……… 

 
 

中国创造 
Created in China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中国制造”的含义是由中国自己创新、发明产品，并持有其版权。 

2.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说明中国从简单的生产和加工产品，到了完全

由中国自己设计、发明产品，拥有产品版权的的发展过程。说明中国不在只是

输出简单劳动力，而是真正成为了产品专利的国家。 

3. 譬如中国好孩子集团，现在世界上每 2.9辆童车里就有一辆是来自这个集团

的；再比如华为的智能手表、中兴通讯的折叠智能手机、阿里巴巴的刷脸支付

等正在改变着世界的创新版图。 

4.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

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1) 创----创造，创新，创汇，创立，开创 

(2) 发----发现，发展，发生，发出，出发 

(3) 专----专利，专心，专业，专业化，专业户 

(4) 惊----吃惊，惊心，惊吓，惊慌，惊奇 

(5) 改----改变，改正，改成，改动，改革 

2. (1) 专利就是一项发明创造的首创者所拥有的受保护的独享权益。 

写一写 Writing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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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权是作者或出版者对其作品享有的法定权利。非经同意，他人不得出版或

作更改。 

(3) 企业集团是以一个或几个大型骨干企业为核心，由生产、技术、经营上有关

联的企业、科研单位组成的企业联合组织。 

(4) 风靡世界意思是很风行。 形容一个事物在一个时期非常盛行。 

(5) 智能终端是指拥有接入互联网能力，通常搭载各种操作系统，可根据用户需

求定制化各种功能的处理中心。 

3.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澳洲每年往中国输出大量的牛羊肉。 

(2) 中文属于汉藏语系。 

(3)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发展让世界各国叹为观止。 

(4) 我们携手努力，以后争取成为汉学家。 

(5) 这部智能手机惊艳了世界整个手机市场。 

(6) 这本书是由他编写的。 

(7) 他正在学习。 

 

 
 
➢ Text 1 

1. She thinks that clothes and bags in China are not only more beautiful but also much 

cheaper.  

2. Xiaowei agrees to what Xiaomei said and wants to go to China with Xiaomei next 

time.  

 

➢ Text 2 

1.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their economics class today. 

 

Name  What they understand  What they do not understand 

Xiaowei Some things abou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bit about investment  

Fundraising  

Xiaomei Some things abou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bit about investment and 

fundraising 

 

Much about how investment 

and fundraising work 

5G, Alipay, Smile to pay 

 
➢ Text 3 

1. 小美的新手机的功能很多，有语音助理等，最好的是上网速度快多了，照相更

好了。 

2. 因为听了小美的介绍后，晓伟觉得这款手机很好，很值得买。 

 

听力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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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说明了中国企业的市场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大幅增强。 

2. 中国制造的全球“炫酷”产品有像手帕一样可折叠的柔性屏幕、照一下指尖即

可验血的检测仪、只认“真人”的指纹芯片等等，这些数量惊人的成果填补了

国际空白。 

3. 因为近年来，中国倡导创新创造，打造并持续加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许多

以代工为主的企业转向自行研发技术与开创自由品牌，所以“中国创造”的发

展越来越快，无论是谁都挡也挡不住的。 

 

 
 

1. 一是像手帕一样可以折叠的柔性屏幕，二是照一下指尖即可验血的检测仪。可

折叠的柔性屏幕的发明，那么人们以后用的手机可以折叠成很小，非常容易携

带。而照一下指尖即可验血的检测仪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不用去医院或者抽

血就可以自己随时检测。 
2. 这两项发明都填补了国际在这两个领域里的空白。 
3. （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谈自己的亲身体验或理解。） 

 

 
 

（这实际上是篇调查报告，需要很多的数据。） 

 

（例） 对澳大利亚商店里‘中国制造’商品受欢迎程度的调查报告 

                           卫众奥 

 

     澳大利亚澳中商会最近对澳洲几大商店就‘中国制造’商品受顾客欢迎程度进行

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 

 

             2020年3月5日 

 
 
 

 

保持初心 
Keeping the Initial Intention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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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指做某件事的最初的初衷、最初的原因。 

2. 因为初心能引发内心的希望和梦想。它很难保持，因为多元的价值观，加上

各种声音与观点的此起彼伏、互相碰撞，所以人们很容易就把初心忘了。 

3. 这四点是：一要有正确的初心；二要坚持初心的理由；三要别理会别人的嘲

笑、讽刺；四要寻求内心的安宁。 

4. （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谈自己的亲身体验或理解。） 

 

练习 Practices 

 

  
 

1. (1) 初心很重要，因为它能引发内心的希望与梦想。 

(2) 初心不应危害他人或建立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 

(3) 知道初心是有意义的，不到最后都不会放弃。 

(4) 保持初心的重要一步，是时不时静下来回顾。 

2.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老师说的话引发了我们对初心的深思。 

(2) 很遗憾，丽丽明天不能来参加我的生日会。 

(3) 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千万不要被他人的一些说教同化了。 

(4) 每个学生应该有正确的人生观。 

(5) 损害他人的结果常常会害人害己。 

(6) 我们做每件事时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不能放弃。 

(7) 能过上安宁的生活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 

(8) 我们正在学汉语。 

3. （与同桌交流自己对初心理解的心得，答案合理即可。） 

 

  

 
 
➢ Text 1 

1. Xiaomei’s original intention is to have a good job and live a peaceful life.  

2. Xiaowei’s original intention is to have his own company and become a big boss. 

3. Xiaomei advised Xiaowei not to give up any time until his dream becomes a reality. I 

think it is a good advice and we should not give up whenever we come across any 

difficulties. Dreams will come true if we persevere.  

 

➢ Text 2 

1. They have their original intention a long time ag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Chinese is to make the country prosperous and let people live a happy life.  

2. It is warm and flowers are blooming in April. Also, it is not cold, and not hot.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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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ina endured many sufferings and the country was backward. So, the Chinese 

needed to revisit their original intention of making the country prosperous and to let 

people live a happy life. 

 
➢ Text 3 

1. 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砍大树还是小树。 

2. 老师问的第二个问题是砍树前为什么不先问问自己要不要砍树。 

3. 老师想要告诉学生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心中有了目标后，一定不要改变，能

坚持自己的梦想是最可贵的了。 

 

 
 

1. 玄奘最终从西天取得了经书而归。乔布斯造就了精彩的苹果产品。 

2. 忘了初心的结果是生活没有了方向，让时光轻易流逝，到老了后悔不已。 

3. 人们要时时记住自己的初心，经常回头望一下自己的来路，会议当初为什么启

程，让自己在失意的时候有勇气从头开始。 

 
 

 
 

（让学生看清图片所表达的内容，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在做什么等等。） 

1. 初心是一个人做某件事的最初的初衷、最初的原因。每个人的初心是不一样

的，因为每个人的希望和愿望都不同。 

2. 初心在生活中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人生活的方向。初心在人的每个阶段都很

重要，尤其是在你人生抉择的时期更为重要些。 

3. 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谈自己的亲身体验或理解。 

 

 

 
 

（请学生注意写日记的格式与要求。） 

 

（例） 

2020 年 3 月 5 日 晴 

 
………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写一写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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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青年 
Outstanding Youths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朗朗是中国国际知名钢琴家。他被美国数家权威媒体称作“当今最天才、最闪

亮的偶像明星”，是“将改变世界的 20名青年”之一。 

2. 陆朝阳获得了中国国家自然和雪一等奖与菲涅尔奖。他的贡献主要是在量子计

算与量子信息技术，是这些领域的领军人物。 

3. 朱婷是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队长，主攻手。她曾被评为‘最佳女运动员’，多

次获得国际体育大奖。所以说她是国际排坛新的巨星。 

4. 丁俊晖是斯诺克台球亚洲最佳选手，他曾六次单杆击出 147分满分。 

5. （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谈自己的亲身体验或理解。） 

 

练习 Practices 

 

  
 

1. (1) 改革开放  (2) 有为青年  (3) 荣誉和光彩 (4) 权威媒体 

(5) 闪亮的明星 (6) 不少重大突破 (7) 领军人物  (8) 体育大奖 

(9) 国际排坛新的巨星   (10) 锦标赛冠军 

2. (1) 开----开始，开会， 开车， 开门， 开始 

(2) 出----出去，出来， 出口， 出处， 出差 

(3) 知----知道，知心， 知名， 知识， 知法 

(4) 重----重任，重担， 重心， 重病， 重大 

(5) 职----职业，职责， 职权， 停职， 升职 

3. (1) 改革开放----指重国实行改革政治和经济体制、开放国门和国内市场的政

策。 

(2) 赢得了荣誉和光彩----得到了应得的崇高称誉,光荣或赞赏。 

(3) 权威媒体----一是官方机构，政府或者企业的官方正式媒体。二是具有较大 

影响的大型媒体。 

(4) 偶像明星----受人们崇拜的有名人物。 

(5) 领军人物----领军人物是各行各业中具有崇高的价值追求、出类拔萃的素

养、卓越的领导才能，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取得巨大成就，享有较高行业美誉度

的成功人士。 
 

 
 
➢ Text 1 

1. They want to Langlang’s concert last Saturday. 

2. Xiaomei is proud of the fact that Langlang is from her hometown.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听力 Listening 

1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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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2 

1. Zhu Ting was born in 1994 in Henan, China. She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in 2011 

and joined the national women volleyball team in 2013.   

2. Since 2014, she has been the main contributor to her team’s several winnings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volleyball championships and was awarded the best 

sportswoman who won the highest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championships.  

 
➢ Text 3 

1. 因为她也喜欢台球，觉得丁俊晖了不起，是亚洲最佳球手，在英国的两次大赛

和国际大赛中都得了冠军。 

2. 丁俊晖是江苏人，她爷爷是个有名的画家。 

3. 他获得了英国两次大赛和国际大师赛的冠军，六次单杆打了 147满分。 

 

 

 
 

1. 青年的定义在各个社会中是不同的。但在现在的中国，青年是指 20到 39岁这

一阶段的人群。 

2. 中国青年目前的现状见仁见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有志向、有作为的；

二是无天、无日，得过且过的；三是喜欢平平淡淡过日子的。 

3. （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谈自己的亲身体验或理解。） 

 

 
 

（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谈自己的亲身体验或理解。） 
         

（例）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现代青年是积极向上， 他们自己创业，自己

谋生，为社会做贡献.。 让学生描述此图时，设想这是一次公司的…… 

 

 
 

（这是一个想象性的故事，内容要新颖、有趣。也要注意故事格式的要求。） 
 

（例）              有趣充实的一天 

 

                                                            肖朋游 

 

             今天一早起来，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放昨晚的授奖大会，我获得了少年组第一

名，我已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了。今天我要好好庆祝一下…..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写一写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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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5: 未来世界 The Future World 
 
 

当代发明 
Contemporary Inventions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是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因为这‘新四大发

明’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还吸引了世界五大洲的目光。 

2. 网购时，消费者只要在家上网动动指尖就可以买到世界各地的各种商品。 

3. 支付宝时一种革新的付费方式。因为‘二维码’取代了所有的现金交易，跨越

了物物交换并取代了货币，只要‘扫一扫’便能完成交易。 

4. 共享单车没有了车辆排出的废气，噪音等，保护了我们生存的环境。 

5.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即可。） 

6.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1) 改变了中国 (2) 吸引着 (3) 智慧与创造力 (4) 远近知名的 

(5) 轻易地  (6) 嗨翻了天 (7) 革新的付费方式 (8) 二维码 

(9) 席卷中国大江南北  (10) 世界各地的大街小巷 

2.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共享----我今天买了很多好的东西，我就让大家‘共享’了。 

(2) 汉字美深深地吸引了我。 

(3) 我们要打造一个让所有孩子都喜欢的学习环境。 

(4) 不管以后发生的变化，学校的地位是不能被取代的。 

(5) 智能家居将席卷全球。 

(6) 从中国到澳洲要坐 10个小时的飞机。 

3. (1) 高铁----就是高速铁路。 

(2) 网购----就是网上购物，就是通过互联网检索商品信息，并通过电子订购单

发出购物请求，然后填上私人支票帐号或信用卡的号码，厂商通过邮购的方式

发货，或是通过快递公司送货上门。 

(3) 支付宝----支付宝是全球领先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成立于 2004年 12月，致

力于为用户提供“简单、安全、快速”的支付解决方案，由阿里巴巴集团创

办。 旗下有“支付宝”与“支付宝钱包”两个独立品牌。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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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维码----就是 QR，来自英文“Quick Response”的缩写，即快速反应的意

思，源自发明者希望 QR码可让其内容快速被解码。 

(5) 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是指企业在校园、地铁站点、公交站点、居民区、

商业区、公共服务区等提供自行车单车共享服务，是一种分时租赁模式。共享

单车是一种新型共享经济。 

 

 

 
 
➢ Text 1 

1. It is ‘Double 11—Bachelors’ Day’. There would be big discounts for all online 

shopping.  

2. Xiaomei advised Xiaowei to make use of the ‘Double 11’ shopping day while he is 

still a bachelor.  

3. Xiaowei did not seem interested.  

 

➢ Text 2 

1. Xiaomei advised Xiaowei to pay her back by Alipay or Wechat.  
2. Xiaowei did not know what Alipay and Wechat payments are.  

3. Xiaomei thought Xiaowei was outdated as he did not know about Alipay and Wechat.  

 

 
➢ Text 3 

1. 他问小美昨晚看了有关中国高铁的新闻没有。 

2. 小美体验过中国高铁，但对中国高铁发展的情况不太了解。 

3. 晓伟对中国高铁的发展知道得不少。 

 

 
 

1. 5G的主要特点时波长为毫米级、超宽带、超高速度即超低延时。  

2. 中国进行了 5G高清电视直播、AR智能安全防卫眼睛、5G警用无人机高空巡逻

检测、医院运用 5G远程手术等。 

3. 5G 能应用在工业、交通、医疗及教育等各个领域。 

 
 

 
 

（让学生自由发挥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让他们上网查找。）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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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注意报章文章的格式。） 

 

（例） 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杨中峰 

 

    近四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发现、新发明每天都在发生，让世

界震惊，也让世界获益。在这些发明中，以下四大发明被称为…… 

 

 

       《科技报》2020年3月5日 第六版 

 
 

智能家庭 
Smart Homes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它能让家里所有的设备启动工作。 

2. 它能在我们早上起床时就会自动播放音乐，窗帘会自动打开，电视会打开到早

间新闻等。 

3. 它能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看书的时候，它能关闭电视和音乐，灯光会调到适

宜的亮度；看电视时，按一下键窗帘会自动关上，灯光变暗，家庭影院会自动

启动；外出时可启动离家模式，各种设备会自动关闭；安防系统会启动，监控

摄像机自动录像；回家时启动回家模式，各种设备会自动开始工作，一家人可

以尽情享受晚餐。 

4. （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谈自己的亲身体验或理解。） 

5. （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谈自己的亲身体验或理解。） 

 

练习 Practices 

 

  
 

1. (1) 系统 (2) 调节 (3) 模式 (4) 通过 

(5) 设备 (6) 客户 (7) 温馨 (8) 安防 

2. (1) 智能 (2) 设备 (3) 启动 (4) 监测 

(5) 模式 (6) 关闭 (7) 调节 (8) 安防 

3. (1) 卧室里的背景音乐会在设定的时间自动播放。 

写一写 Writing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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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外，还能根据生活习惯加入其他功能。 

(3) 外出时可启动离家模式，各种设备将自动关闭。 

(4) 主人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随时远程实时查看家中情况。 

(5) 一家人便能在温馨的环境中一起吃晚餐。 

  

 
 
➢ Text 1 

1. Her mobile is a special smart house phone. 

2. It can control the house and the preparation of meals. 

 

➢ Text 2 

1. They are talking about smart house system.  

2. Xiaomei thinks that people should not reply too much on smart house system as it 

would make people lazy and lose self-dependence.  

3. Xiaowei agrees to what Xiaomei said.  

 
➢ Text 3 

1. 小美和晓伟都喜欢看动画片和战争片。 

2. 小美家的电视时高清立体电视，还会喷水。 

 

 
 

1. 因为她家有了智能系统了。 

2. 她家的智能系统给她提供了很多方便，早上一到时间，她睡房的窗帘会自动拉

开，音乐会响起，告诉她该起床了，起床后智能系统已经为她准备好了早饭。

她在去上学的路上，通过手机告诉智能系统为她准备晚饭。智能系统还会帮她

安排一些娱乐活动等。 

3. 晓伟很感兴趣，因为他想去小美家参观一下。 

 

 
 

（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谈自己的亲身体验或理解。学生可以讲讲自己使用新手机、

新电脑方面的发现和体会。） 

 

 
 

（让学生注意演讲稿的要求。）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写一写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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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王小明，是十二年级的学生。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50年后的家居智

能化将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 

        ……. 

        以上就是 50 年后的家居智能化将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慕课教育 
MOOC in Education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慕课指的是 MOOC (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s) 的音译，中文称之为“大规

模在线开放课程”。 

2. 慕课的课程的特征是一种线上模拟教室，把分布在全世界的授课这学习者练习

起来。 

3. 慕课与传统授课的区别是：慕课的课程注册人数更多，以兴趣为导向，想学习

的人无论国籍都可以进去学；时间和空间更灵活，一天 24小时开放，全年无

休。 

4. 目前慕课向关联主义的教育方式发展，强调聚合体，保证学习内容能让所有学

习者随时看到。一些课程也会重组各种不同的学习资源，以适应不同学习者的

个性要求。 

5. （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谈自己的亲身体验或理解。） 

6. （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谈自己的亲身体验或理解。） 

 

 

练习 Practices 

 

  
 

1. (1) 适应 (2) 在线 (3) 理念 (4) 网络 

(5) 注册 (6) 导向 (7) 规模 (8) 灵活 

(9) 需要 (10) 需求  

2.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我们学校进行大规模的中文推广活动。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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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向她表达爱意。 

(3) 如果我能学好了中文，我这辈子就满足了。 

(4) 社会的需求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5) 他很快适应了这儿的环境。 

(6) 支付宝，即无需现金付费已成了一种时尚。 

     3.  (1) 个性 (2) 灵活 (3) 内容    (4) 分享， 资源  

(5) 特征，开放  (6) 同样，利用 

  

 
 
➢ Text 1 

1. Xiaomei is studying eight subjects, including two that are online. 

2. She is studying web design and university mathematics. 

 

➢ Text 2 

1. His teacher kept talking about the content in the textbook in class today. 

2. She enjoyed her classes because there were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class 

discussions, group discussions and games.  

3. Xiaowei asked Xiaomei whether he could go to her class but Xiaomei told him that 

her school is a girls’ school.  

 
➢ Text 3 

1. 任何想学习的人都可以上网上课程。 

2. 慕课已经有 7年的时间了，最早在委内瑞拉开始的。 

3. 上慕课的上课方式十分方便，而且科目与内容非常多。 

 

 
 

1. 对教室的教育理念的影响是慕课教育除了教师外，还得要有技术与传媒制作人

员等，大家合作完成。教学不再依赖个人而是大家集思广益，可以让教学更多

元，更丰富。 

2. 因为慕课课程是录像，教师能回头观察学生的学习情况， 不再只能依靠测验、

考试或论文考查学生。教师也能变成观众，从而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在教授课程

上的优缺点，有机会反省自己的教学及其效果。 

3. 因为在传统课堂教学中，学生通常只能被动地聆听教师讲课，而现在则能在网

上搜寻众多的网络课程。更重要的是，他们无须从头听到尾，二是能跳过自己

已掌握的内容，重复播放难懂或还没有掌握的部分。学生的提问也可以得到相

应的帮助。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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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根据阅读理解部分的答案，自己组织回答这部分的问题。） 

 

 

 
 

（让学生尽量发挥。写作时要注意日记的格式。开头要包括日期和天气。写日记时，

要有侧重点。） 

 

（例） 

2020 年 3 月 5 日 晴 

 
……… 
 
 

 

未来 3D 
Future of 3D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3D打印目前主要应用在工业和医疗方面。 

2. 在工业方面，利用 3D打印技术来生产的零部件越来越多了。比如，空中客车公

司生产的飞机就有 1000中零部件运用了 3D打印技术。 

3. 在医疗方面，医生用 3D打印技术打印出了组织器官，并协助完成手术。也成功

地打印出了各类植入物，为病人做移植手术。 

4.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1) 医疗----行业 

(2) 组织----器官 

(3) 体貌----特征 

(4) 监督----管理 

(5) 治疗----病患 

说一说 Speaking 

写一写 Writing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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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生命力 (2) 身份认同 (3) 令人开心 (4) 普通话 

(5) 元素 (6) 大不一样 (7) 现代化 (8) 社会交际 

(9) 文化基因 (10) 考验 

3.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我们可以运用多项技术开发学习软件。 

(2) 学校批准我们今年去中国旅行。 

(3) 手机的制作过程很复杂。 

(4) 她姐姐是做销售工作的。 

(5) 我们有心理问题时一定要好好治疗。 

(6) 我把中文字典放在了桌子上面。 

 

 

 
 
➢ Text 1 

1. Xiaowei’s friend had a car accident last month. Half of his face was seriously injured 

and he lost an ear.  

2. His doctor used 3D technology to print out an ear for him. His hearing is now back to 

normal.  

 

➢ Text 2 

1. Xiaomei was too busy in her preparation for the end-of-year examinations. 

2. Xiaowei said that she could have another brai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3D technology. 

3. Xiaomei was somewhat convinced as Xiaowei told her that perhaps, in the near future, 

she could have another brain using 3D technology. 

 

 

➢ Text 3 

1. 晓伟采访小美的目的是想了解小美公司用 3D 打印技术生产飞机零部件的情况。 

2. 晓伟关心的是零部件的质量问题。 

3. 晓伟说人们会看到不久将来用 3D打印技术就能打印出整架飞机。 

 

 
 

1. 他的公司用 3D技术打印出的产品有医疗方面的，也有工业和建筑方面的。 

2. 现在的 3D打印技术生产的产品都非常标准化，非常精确。但 3D打印技术的材

料还有待改进，产品的艺术和创意方面也有改进的空间。 

3.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以后用 3D技术打印大部件时，可能还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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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课文和阅读理解的答案，让学生自由发挥回答这些问题。） 

 

 

 
 

（让学生注意演讲稿的要求。） 

 

（例） 

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王小明，是十二年级的学生。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 3D 打印技术。 

        ……. 

        我认为 3D 打印技术会继续发展，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说一说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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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6: 媒体无界 The Media 
 
 

新旧媒体 
New and Traditional Media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被统称为四大传统媒体， 而互联网和移动网络被统称

为新媒体。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虽然在新闻信息发布、更新的即时性方面

都较为逊色，但是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的深度、广度、高度方面是新媒体所不

能比的。新媒体在大多数时候提供的是一种简单的“新闻快餐”。 

2. 新媒体有即时性、便捷性、娱乐性、共享性等特点。 

3. 年轻人越是依赖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来满足自身的需求，越容易产生猎奇心理，

越容易获得心理的伪满足。例如，年轻群体中最常见的“手机控”、“网络成

瘾”、“强迫刷屏”等现象，就直接体现了过度依赖新媒体的严重性。 

4. 面对新媒体，人们需要好好考虑怎样去适应，怎样去顺应，怎样在新媒体的挑

战中去实现自己的成长与发展。 

5.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

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互联网的普及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 

(2) 共享单车的出现，使得我们出门更加便捷。 

(3) 我们既要注重学习，也要注重娱乐。 

(4) 让我们共享这些图书资源。 

(5) 你很快就会适应这里的环境的。 

(6) 他收集这些古董主要是出于猎奇的心理。  

2.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例）面对学习压力，我会听音乐或跑步来放松身心，有时也会找家人和朋友

倾诉。这些方法都能帮助我纾解/缓解学习压力。 

（例）面对学习外语的困难，我会主动找人练习口语，同时还在网上看视频自

学。这样做是我的外语水平迅速提高。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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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1 

1. Grandpa likes to have a newspaper in his hands as it feels different. 

2. He thinks that it is easy to listen to the radio and it saves energy. He finds it hard to 

operate a TV. 

3. It strains his eyes. 

 

➢ Text 2 

1. Mary was watching a debate. 

2. She can vote and air her opinions. 

3. They were discussing whether high school students should wear uniforms. 

 

➢ Text 3 

1. 它主要关注青少年与家长的关系。 

2. 他们讨论了孩子入学、选课、将来的职业以及代沟的问题。 

3. 它的好处很多，一是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二是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1. 卖报的是一位老奶奶。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老奶奶都始终坚守在

自己的报摊上。每当有人来老奶奶的报摊上买报纸，老奶奶总是熟练地拿出报

纸，然后找钱，生意相当不错。 

2. 老奶奶的儿子出车祸死了，报摊停卖两天。 

3. 作者被老奶奶的精神感动了，她在最痛苦的时候，还想着别人。 
 

 

 
 

（鼓励学生运用课文中学到的词汇描述图片，注意语言与语法的准确性。这张图中，

可以让学生描述以下新旧媒体的不同，以及新旧媒体对年青人的影响。） 

 

 

 
 

（博客的格式一般有标题，作者，内容结构相对来说要松散些。）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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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 
Live Webcast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网络直播是一种新兴的网络社交方式，主要分为实时直播游戏、电影或电视

剧、介绍产品知识及销售产品等。 

2. 2017年，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 4.22亿，年增长率达到 22.6%。 

3. 阿华签约喜马拉雅 FM，成为最早一批独家主播。他以前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

是为了播音放弃学习专业课。他的选择在当时很多同行看来是比较奇特的行

为。 

4. 阿华在家里搭了个小录音棚，每天中午起来吃午饭，下午就待在棚里录音，一

直到傍晚。吃了晚饭，休息一下，他又回到棚里录到凌晨两三点。 

5.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

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1) 网络 internet (2) 直播 live broadcast (3) 签约 sign a contract  

(4) 收入 income (5) 用户 customer  (6) 专业 major 

(7) 电脑 computer (8) 录音 audio recording (9) 主要 main 

(10) 主播 host 

3.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 Text 1 

1. Xiaoyue used a Karaoke app over the weekend.  

2. You can also recite and give lectures. 

3. She can receive flowers and feel like a star. 

 

➢ Text 2 

1. Jane made a TikTok. 

2. It was easy for Jane to make a TikTok. She just downloaded an app and then put her 

own content on it. 

3. Jane wanted to share her Chinese learning experiences with others.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听力 Listening 

16B 



©  2021 Cengage Learning Asia Pte Ltd 

 

65 

 

➢ Text 3 

1. 小超在做直播平台的主播。 

2. 他们直播体育、在线演唱会等等。 

3. 他们的收入都是粉丝给的。 

 

 
 

1. 抖音短视频是一个帮助大众用户表达自我、记录美好生活的 15 秒短视频分享

APP。 

2. 抖音受欢迎跟它的内容相关——年轻、美好和时尚，用户在抖音上分享自己的

短视频，包括烹饪、跳舞， 或者只是搞笑。 

3.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抖音打破了明星和素人之间的界限，在这里任何人都有可

能成为明星。只要自己的短视频能够吸引用户的注意，再经过不断的转发与分

享，世界各地的人都能通过视频认识你。你可能因此爆红，成为明星。 

 
 

 
 

（请学生灵活运用本课所学知识，描述图片的内容。注意用词和语法的准确性以及结

构的连贯性。） 

（例）作为中国国内当今最为流行的短视频抖音(Tik Tok),深受年青人的喜爱。短视

频的内容非常广泛，大多都是一些日常引人发笑的接地气的视频。 

 

 

 
 

（让学生尽量发挥。写作时要注意日记的格式。开头要包括日期和天气。写日记时，

要有侧重点。） 

 

（例） 

2020 年 3 月 5 日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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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 Speaking 

写一写 Writing 



©  2021 Cengage Learning Asia Pte Ltd 

 

66 

 

大数据库 
Big Data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大数据”实际上是指“从数据中得到价值”，而“大”体现在数据比过去传

入更快、来源更多、格式更多样化。 

2. 大数据被应用在政治领域、商业领域和社会领域。 

3. 在政治领域使我们更好更快地参与到政治事件中；在商业领域为商家带来更多

商机。 

4.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

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做这件事是很有价值的。 

(2) 我敢断言我们这场球一定会赢。 

(3) 做生意一定要抓住商机。 

(4) 他决定今天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5) 我尝试过很多次了，都没有成功。 

(6) 过节了，各商家又开始了促销活动。 

(7) 这件事的成果归功于我们大家的努力。  

2. (1) 大数据的时代已经到来。 

(2) 大数据还可以为商家带来商机。 

(3) 有了这些数据就可以更好地管理了。 

(4) 大数据对社会的发展已经展现出了极大的好处。 

(5) 未来的大数据还可以更好地用来解决社会问题。 

 

  

 
 
➢ Text 1 

1. The battle is human playing chess against machine. 

2. The machine won the battle. 

3. With big data, many chess combinations from different chess players are managed by 

a centralised system.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听力 Listening 

1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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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2 

1. Xiaohua is going to study big data at university. 

2. Yes, he thinks that he can build a personal data centre. 

3. Xiaoyang thinks that this kind of job will be interesting. 

 

➢ Text 3 

1. 他正在读《新未来简史》。 

2. 主要说的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对我们的影响。 

3. 现在高科技的声音合成、无人驾驶、人脸识别等都和大数据有关。 

 

 

 
 

1. 云计算是利用技术来实现计算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构成一个计算资源池，向

用户提供按需服务。 

2. 以出行为例，现在网络叫车的过程几乎都采用了云计算，而开车导航、车载网

络设备用的也是云计算，再往后，每一辆汽车的制造也是在云计算的支持下完

成的。几乎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由网络到实体背后都是云计算。 

3. 云计算提升了使用者的效率，降低了使用成本。但没有任何一种技术是万能

的，就好比一辆跑车，有再好的引擎、再好的驾驶技术，还是可能发生故障。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即

可。） 
 

 

 
 

（让学生注意报章文章的格式。） 

 

（例）   未来娱乐界的宠儿 

                  夏才 

 

     根据全世界五大电脑公司大数据测定，未来娱乐界的宠儿会是…… 

 

       《幻想家》2020年3月5日 第六版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写一写 Writing 



©  2021 Cengage Learning Asia Pte Ltd 

 

68 

 

知识付费 
Paid Knowledge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1. 所谓知识付费，就是把知识变成可以市场交易的产品或服务，人们在获取知识

时要交一定的费用。 

2. 从形式上看， 知识付费产业包括了知识电商、社交问答、内容打赏、社区直

播、讲座课程。 

3. 2017 年知识付费领域主要有专业资料、文学书籍、教育文章、时事新闻、健康

心理几大类。 

4. 知识付费平台的付费用户年龄主要在 21岁至 40岁，占 81%； 月收入 5000元至

8000元比例最高，占 34.8%； 中等收入人群大多对能自我提升、实用性强的知

识具有较强付费意愿和一定付费能力。 

5.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

即可。） 
 

 

练习 Practices 

 

  
 

1. (1) 知识付费 (2) 交易  (3) 产品或服务  (4) 交一定的费用 

(5) 付费用户 (6) 21岁至 40岁 (7) 5000元至 8000元 (8) 自我提升 

(9) 实用性强 (10) 付费意愿  (11) 付费能力 

2. （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答案合理即可。） 

(1) 今天吃饭是小张付费。 

(2) 我们可以用汉语进行交流。 

(3) 感谢你们给我们搭建了这个交流平台。 

(4) 每次表演完以后都有人打赏。 

(5) 明天学校有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 

(6) 从中国回来以后，她的汉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3. (1) 所谓新媒体就是以互联网和移动网络为主的媒体。 

(2) 所谓网络直播就是网络直播是一种新兴的网 络社交方式。 

(3) 所谓大数据就是“从数据中得到价值”，而“大”体现在数据比过去传入更

快、来源更多、格式更多样化 。  

(4) 所谓云计算就是利用技术来实现计算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构成一个计算资

源池，向用户提供按需服务。 

 

 

词语和句子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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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1 

1. Xiaogao listens to books online. 

2. This activity can be performed anytime and anywhere. 

3. There are novels, stories and jokes. 

 

➢ Text 2 

1. Xiaojian listened to a crosstalk online. 

2. “Dashang” means to give some rewards, such as money. 

3. “Dashang” is to respect people’s knowledge and work. 

 

➢ Text 3 

1. 版权是创作者对其文学和艺术作品所享有的权利。 

2. 它包括图书、音乐、绘画、电影、广告和地图等。 

3. 一是用法律的手段保护，比如有版权法；二是人们自觉遵守法律，知识付费。 

 

 

 
 

1. 顾名思义，有声读物就是有声音的书。辞海中的定义为：录制在磁带中的出版

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可发音的“电子书”。 

2. 王志权多年来就一直有睡前阅读一小时的习惯，而如今，他更喜欢在每天上下

班乘车和睡前通过手机 APP听听书。 

3. 在很多读书爱好者看来，有声读物不受时间、地点、空间限制，“想听就听”

的特点为阅读提供了更多便利，也逐渐成为阅读新宠。此外，有声读物还能充

分呈现声音的魅力，将优秀作品以绘声绘色的形式表现出来，吸引不同年龄段

的读者。 

 

 
 

1. 知识付费的本质，在于把知识变成产品或服务，以实现商业价值。 知识付费

有利于人们高效筛选信息，付费的同时也激励优质内容的生产简而言之，知识

付费是让知识的接受者付出相应的成本。 

2.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

即可。） 
3.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多做研究，进行开放式讨论。答案合理

即可。） 
 

 
 

（博客的格式一般有标题，作者，内容结构相对来说要松散些。） 

听力 Listening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说一说 Speaking 

写一写 Writing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81%E5%B8%A6/964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