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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life
校 园 生 活

导  入    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一单元将带领大家走

进校园生活，探索学生的内心世界，熟悉学校的各种设施，了解学校各项规

章制度，学会如何和同学相处，以及明白互相尊重、互帮互助的重要性。

School life is full of variety with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ongoing every day. In this unit, you will 
get to know the school life, explore the inner world of a student, be familiar with the various 
facilities in school, learn different kinds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know how to get along 
with your classmates, at last,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mutual respect and help.

学习目标 Learning Targets

阅 读 Reading

●	 利用上下文来推测词语的大概意思。
Ascertain the meanings of words based on the 
context.

●	 能通过“浏览式阅读法”掌握文章大意。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s of an article through the 
reading method "browsing".

口 语 Speaking

●	 能根据主题联系个人经历做口头表达。
Make an oral expression with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s that related to a theme.

●	 能根据图片表明自己的论点和看法。
Present your points of view according to pictures.

听 力 Listening

●	 能听出不同背景的说话者在表达上的差异。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in dialogues among the 
speak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写 作 Writing

●	 学会用日记记录生活中的所见所闻。
Learn to record your daily life in a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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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 文   迎 新 活 动 2

亲爱的同学们：

新学期开始了，我是你们的校长，很高兴能有
机会跟大家介绍丰富多彩的开学活动。开学活动的
主题是“同一个声音”。这一主题是来自我们学校
的校训“博学、团结、创新”，目的是为同学搭建
友谊之桥，希望大家在面对挑战时，能发扬互帮互
助的精神。在这次开学活动中，你将有机会认识更
多的同学。你们的班主任和老师也将和你们一起度
过这个特别的开学活动。由于我们学校今年刚搬到
新的地址，所以班主任也会带领你们熟悉新的校园
环境。

生 词 短 语

 丰
fēnɡ

 富
fù

 多
duō

 彩
cǎi

  
rich and colorful

 校
xiào

  训
xùn

  school motto

博
bó

 学
xué

  erudite

团
tuán

 结
jié

  united

  创
chuànɡ

   新
xīn

  creative

搭
dā

 建
jiàn

  construct

挑
tiǎo

  战
zhàn

  challenge

互
hù

  帮
bānɡ

  互
hù

 助
zhù

 
help each other

  升
shēnɡ

  旗
qí

  flag raising

致
zhì

 辞
cí

  make a speech

 多
duō

   功
ɡōnɡ

   能
nénɡ

   厅
tīnɡ

  
multi-functional hall

破
pò

  冰
bīnɡ

  活
huó

   动
dònɡ

  
ice-breaking activities

 校
xiào

  规
ɡuī

   
school regulations

设
shè

 施
shī

  facility

辅
fǔ

 导
dǎo

 室
shì

  guide room

实
shí

 验
yàn

 室
shì

  laboratory

  广
ɡuǎnɡ

     场
chǎnɡ

  square

归
ɡuī

  属
shǔ

  感
ɡǎn

  
sense of be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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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迎新活动安排如下：

时间 活动 地点

7:15
升旗、

校长致辞
多功能厅

8:00
破冰活动、

校规说明会
礼堂

10:05 休息 食堂

10:45
参观校园设施、

熟悉新环境

图书馆、室内体育馆、

戏剧厅、舞蹈室、

辅导室、艺术工作室、

实验室、游泳池

12:35 午餐 食堂

13:50 课程说明会 教室

14:30 课外活动介绍 广场

15:20 结束 教室

同学们，校园生活是令人激动、充满机会和挑战的集体生

活，也是你们学习独立生活的开始。我希望通过这一周的活

动，你们能全身心投入，融入集体，遵守学校校规，逐步建立

起对学校的归属感。

最后，希望同学们能手牵手，心连心，一步一个脚印，一

起完成这次丰富多彩的开学活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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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重点 Key Points of Grammar

钟点的表达 How to Express Time in Chinese

2:00 两点  2 o’clock 7:30 七点三十分 seven thirty  七点半 half past seven

10:05 十点零五分  five past ten 10:45 十点四十五分 ten forty-five
十点三刻、差一刻十一点 a quarter to eleven

7:15 七点十五分、七点一刻  a quarter past seven 1:50 一点五十分 one fifty  差十分两点 ten to two

 课文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s

1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什么？

2 为什么要举办开学活动？

3 学校的校训是什么？

4 为什么要参观校园？

5 新学校的设施有哪些？

概念与拓展理解 Concepts and Further Understanding

1 课文二属于什么文体？What is the text type of text 2?

2 课文二的写作对象是谁？Who is the target audienc of text 2?

3 文章的语气是压抑，阳光，还是鼓舞人的？ Is the tone of the text depressing, positive, or insp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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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喜欢这样的开学活动吗？为什么？Do you like these first-day activities? Why?

5 你们学校的校训是什么？你觉得为什么要有校训？
What is the motto of your school? What are the concerns for having school mottos?

语言练习 Language Exercises

把下面的词语组成正确的词组。Connect the corresponding words below to form a correct phrase.

1 破冰 自我 2 团结 桥梁

 遵守 校规  搭建 一致

 挑战 活动  升旗 典礼

从生词表里找出下列词语的同义词。Find the synonyms of the following words in the vocabulary list.

3 多才　　　　　　　 4 发言　　　　　　　 5 五花八门　　　　　　　 

从生词表里找出下列词语的反义词。Find the antonyms of the following words in the vocabulary list.

6 守旧　　　　　　　 7 孤独感　　　　　　 8 自私自利　　　　　　　    

选择正确的词语填空。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right words.

校训　　多功能厅　　破冰活动　　设施　　辅导室　　实验室　　广场

9 小区的大妈们每天一大早就在楼下的　　　　　　跳舞，害得我每天都不能睡懒觉。

	中学的学校　　　　　　比小学多太多了，我们能去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活动。

l	我的父母常常吵架，在家都不能学习，我得去　　　　　　找心理老师谈谈该怎么和父母沟通。

m	听说今天　　　　　　着火了，因为有一个中一的新生上科学课时，不小心把火点着了。

n	每天的晨会都会在　　　　　　举行，同学们可以了解学校最新的信息。

o	开学第一天通常不上课，老师都会准备一些　　　　　　，让同学们有机会互相接触。

p	　　　　　　是广大师生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是学校办学理念和治校精神的反映。

用中文说出下面的时间。Say the following time in chinese.

q 12:00　6:05　1:15　2:20　2:50　11:45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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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 Class Activities

画一画，说一说 Draw and share   

熟悉学校环境。请在下面的方框里简要地画出你们学校的各种

设施，向同学们介绍每个设施的用途，并说说你最喜欢哪一个

设施，为什么。

Be familiar with the environment of the school. Please draw pictures of the 
facilities of your school in the box below. Introduce the functions of every 
facilities to your classmate, and talk to each other about your favorite and why.

口语训练 Speaking Tasks

第一部分   根据图片，做 3-4 分钟的口头表达。做口

头表达之前，先根据提示写出大纲。

Make a 3-4 minutes oral presentation based on the picture. Before 

you start, use the form below to make an outline. 

大纲 Outline 内容 Content

图片内容 Information of the picture

图片主题 Theme of the picture

提出观点 Make your points

延伸个人经历 Relate to personal experiences

名人名言 Famous quotes / 熟语 Idioms

总结 Summary

●	实验室：同学们在这

里做科学实验。

 Laboratory: Classmates 
carry out their 
experiments there.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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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回答下面的问题。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你认为校园生活重要吗？

2 有些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学习，你赞同这样的做法吗？

3 有些国家分男校和女校，你赞同这样的做法吗？为什么？

4 有些同学觉得开学活动很浪费时间，没有意义，你怎么看？

5 有些人认为考试科目比较重要，不应该再浪费时间学艺术课程，你怎么看？

Tips

针对图片做口头表达

时，最主要的是清楚

地表达你的观点和态

度，并结合自己的个

人经历来延伸。 

When you try to remark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icture, the primary target 
is to express your points of 
view and attitude clearly, 
then combine your own 
experience to have an 
extension.

技 能 训 练    Skill Tasks

阅读训练 Reading Tasks

文 章 1   中 学 生 申 请 表  

仔细阅读下面的短文，然后回答问题。

Read the passage carefully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林宏达是在英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最近父亲到香港工作，所以

他跟着父亲转到香港英皇学校读中学一年级。

香港英皇学校在七到九年级采用国际文凭（IB）中学项目（MYP）

课程，到十、十一年级则学习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国际中学教育课程

（IGCSE）。学校的校训是“诚先于荣”。在林宏达父亲林道明看来，诚实

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场所，更应该是教

人诚实、端正的地方。因此，他一点儿也没有思考，毫不犹豫地为宏达选

择了这所学校。林宏达的母亲陈小芬也喜欢英皇学校，因为它有五十米的

游泳池、草地足球场、戏剧训练室和十栋教学楼，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成

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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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达于 2007 年 10 月 16 日在上海出生，从小跟随父母到英国生

活，小学在英国德威国际学校学习。他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但因为

从小在国外生活，独立性很强，什么事情都不依靠别人，全部自己做。所

以，转学到香港英皇学校对林宏达来说问题不大。

今天是林宏达第一天到学校上课。他觉得这里的班级人数少，上课气

氛比较轻松。但是作业很多，特别是中文课，老师要求每天抄写汉字，这

让林宏达有点儿应付不了。可能是因为中学需要考试吧。虽然父母都是

中国人，他也考过汉语 YCT 三级，但是在英国小学学中文，不需要会写

汉字。

另外，英皇学校还提供了很多课外活动，比如曲棍球、足球、击剑、

艺术体操和花样游泳。林宏达的特长是踢足球，他说他要争取做足球队长。

林宏达毕业后还是想回英国读大学，学习经济。如果读得好，就选择

剑桥大学，不行的话，牛津大学也可以。毕业后，他打算先去新加坡找工

作，因为那里的双语工作环境会比较适合他。

假设你是林宏达，根据以上短文，填写中学生登记表。

If you were Lin Hongda, fill in the registration form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provided.

中学生登记表

1姓名： 2性别： 3出生年月：

4出生地： 5国籍： 6母语：

7父亲： 8母亲： 9兄妹：

小学学校： l特长： m中文水平：

n申请学校： o申请年级：

p选择本校的原因：

q毕业后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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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训练 Listening Tasks

一、《校园生活》 　 3

你将听到六段录音，每段录音两遍。请在相应的横线上回答问题 1 至 6。

回答应简短扼要。每段录音后会有停顿，请在停顿期间阅读问题。
You will hear 6 recordings, and each audio will be played twice. Answer the question 1-6 with 
short answers. There will be a pause after playing each recording, please read the questions 
during the pause.

1 中文课室在几楼？

2 这位学生估计几点能到学校？

3 这位学生星期五有什么安排？

4 多少学生可以申请教育部的资助计划？

5 中午过后，天气怎么样？

6 小珍因为什么问题去找老师谈话？

二、《逃学王变学霸》 　 4

你即将听到第二个听力片段，在听力片段二播放之前，你将有四分钟的时间

先阅读题目。听力片段将播放两次，听力片段结束后，你将有两分钟的时间

来检查你的答案。请用中文回答问题。
You will hear the second audio clip. You have 4 minutes to read the questions before it starts. 
The clip will be played twice, after it ends, 2 minutes will be given to check the answers.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s in Chinese.

Tips

不同地区、国家之间存

在文化差异，因而在语

言的词汇表达上也会有

所不同。比如中国大陆

普通话中的“教室”在

新加坡称作“课室”。

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你

的听力理解。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lexicon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mong 
regions and countries. For 
instance, “classroom” is 
called “Jiàoshì” in China 
and “Kèshì” in Singapore. 
Recognize these differences 
will help your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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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二个听力片段的内容，回答问题 1-6 。
Answer the questions 1-6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audio clip. 

选出正确的答案。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1 这是什么节目？　　　　

 A. 访谈节目　　B. 校园新闻　　C. 电视剧  

2 这个节目多久播放一次？　　　　

 A. 每天　　B. 每周　　C. 每月

3 许佳龙考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A. 所有科目全部是 A*　　B. 所有科目全部是 A　　C. 所有科目全部满分

选出四个正确的叙述。Choose four correct descriptions.

陶老师不放弃“逃学王”的原因包括：

4  　 A. 她是中一年段长。

  　 B. 她是许佳龙的中文老师。

  　 C. 她年轻时也不想读书。

  　 D. 她的班主任也帮助过她。

   E. 她要传递爱心。

   F. 她也爱玩儿电脑。

   G. 她也有相同的经历。

回答下面的问题。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5 陶老师要发起的助学计划叫什么？  

6 陶老师发起的助学计划包括哪些活动？至少举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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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训练：日记 Writing Tasks: Diary

热身

●	根据课文一，讨论日记的格式。According to text 1, discuss the format of a diary.

●	如何写好一篇日记？ How to write a good diary?

格式  参考课文一

X 年 X 月 X 日                      星期 X                      晴 / 阴 / 雨（天气）

□□开头：简要说明心情和原因

□□正文：详细记录事情的经过

□□结尾：感受和打算

Tips

文 体 ：日 记  

Text type: Diary

日记一般是从第一人称

“我”的角度来记录自

己身边发生的事情。

A diary generally refers to a 
record of things happened 
from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日记通常只记录当天发

生的事情，但是如果

某件事持续了几天才结

束，也可以在事情结束

后记录整个经过和感

受。这时，日记的内容

就会包括几天前发生的

事情。

A diary usually describes 
things that happened on 
that day. However,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continues 
for days, the record and the 
thoughts of the whole event 
can be written after it ends. 
The content of the diary will 
include events of days in 
this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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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一

你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校园开放日，写一篇日记，谈谈参与这次活动的经历和

心得体会。字数：100-120 个汉字。

日记中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 学校举办这次活动的经过

● 同学们如何准备这次活动

● 你觉得这次活动办得怎么样

Tips

可以用表示时间的词语作为线索进行叙述，文章结构会比较清晰。

Using words of time as the thread of description, the passage structure will be more precise.

例如：关于开学活动，可以自己先按照时间点画个草图：

For example: Regarding to the activities of the opening day, you can draw a draft based on the time. 

  开学典礼　　　游戏活动　　　体育活动　　　课堂活动　　　迎新晚会

再根据以下时间顺序提示，任选一个，进行写作。

Then write your passage based on your choice of any of the time sequences.

 7:20

 10:20

 13:20

 15:20

早上

中午

下午

晚上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最后一天

首先

接着

然后

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