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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身份	第一章 

家庭族谱

祖父
爷爷

姑父

祖母
奶奶

外祖父
姥爷/外公

外祖母
姥姥/外婆

姑姑

表兄弟 堂兄弟 堂姐妹 弟妹

侄子

表姐妹

婶子 叔父 伯父 伯母 舅舅 舅妈 姨父 姨妈父亲
爸爸

母亲
妈妈

弟弟 哥哥嫂子 姐夫姐姐 妹夫妹妹 表兄弟我
丈夫
妻子

表姐妹

侄女 儿子儿媳妇 外甥女外甥女儿

孙子 孙女 外孙子 外孙女

女婿

填空练习

1	 （	 	 	 	 	 ）是母亲的父亲非正式称呼。

2	 父亲的哥哥叫（	 	 	 	 	 ）。

3	 （	 	 	 	 	 ）是妹妹的丈夫。

4	 叔叔的女儿比你小，叫（	 	 	 	 	 ）。

5	 母亲的姐姐叫（	 	 	 	 	 ）。

6	 （	 	 	 	 	 ）是你爸爸的弟弟的妻子。

7	 你的女儿的丈夫叫（	 	 	 	 	 ）。

8	 外甥女是你（	 	 	 	 	 ）的孩子。

9	 （	 	 	 	 	 ）是你爸爸的母亲。

10	你儿子的儿子叫（	 	 	 	 	 ）。

采访家人，	亲属，朋友并上网，看看不同国家的家庭成员称呼是否相同或不同。然后向班级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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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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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酸的甜蜜与幸福——致我最崇敬的人：我的父亲
5月20	日	星期三	 天气：小雨

……父亲在这个学校的生活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我坐在父亲的后面，一路上听
他的“忆苦思甜”，忽然间，感觉心里涌上一阵酸楚，眼睛也不自觉的有了些许湿润……

正在此刻，坐我身旁的母亲用她那爽朗的声音解开了此刻的沉寂，母亲笑道：“你爸爸是
在带你忆苦思甜，好让你懂得今天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好好珍惜就好了！”

呵呵，是啊！亲爱的爸爸妈妈，女儿一直都懂得——多么来之不易的今天！从小到大，自
己在父母亲的呵护下，从来都没有受过什么风雨和挫折，更谈不上磨难。并且可以说，自
己一路上过来的这些生活条件真的很好了！我深深的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至爱的父母
亲一手为我创造的，他们是真正的从白手起家创造到如今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也才那么
懂得感恩和珍惜生活！

只是，只是没有想到的是，一直以来只是听说父母亲曾经都有着那些无比艰苦的经历，
直到这次回家，才真正知道那样的“艰苦”！我相信也绝对不是父亲有意要告诉我的，只
是一时间的触景生情罢了！也正是这样的触景生情，我才得以了解并体会父母亲年轻时
候的艰苦和辛酸！也因此，自己更加懂得珍惜今天——珍惜今天的甜蜜生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4ed80010008mu.html 

甜蜜	(tián	mì) sweet, bliss

持续	(chí	xù) to continue

回忆	(huí	yì) to remember

忽然	(hūrán) suddenly

涌	(yǒng) to surge

酸楚	(suānchǔ) sorrow; grief 

自觉	(zìjué) conscious; self-aware 

爽朗	(shuǎnglǎng) cheerful; bright

声音	(shēngyīn) voice; sound

词汇表

回答问题，答案词语或句子在文章里找。

1	 从哪句话可以知道‘我’哭了？（第2行）

	 答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回想过去的艰难生活，珍惜今天的甜蜜生活。（第4行）

	 答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哪句话显示出作者的性别？（第5	行）

	 答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怎么知道作者的父母是靠自己的努力创造美好家庭的？（第8行）

	 答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因为看到了实景实地，所以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和体会。（第12行）

	 答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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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up your vocabulary
Chinese vocabulary consists of thousands of words made up with single or 
multipl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大 (big / large), 学 (to study /learn), 年级 
(grade/year), 高等 (high level) and 教育 (education). Chinese characters do not 
have suffixes, nor can they change forms to show tenses. Instead, they need 
to combine with one another to form new words of a similar or completely 
different concept. You get 大学 (university) by combining 大and 学, and 高等教
育 (higher education/university) by combining 高等	and 教育。

第一个词 1st word 第二个词	2nd word 新词 new word 你做You try

慈祥 Kind 母亲 Mother 慈母 Loving mother Based on 
English, find 
correct word for 
each blank 
法律
选择
已经
中学

欧洲 Europe 亚洲 Asia 欧亚 Eurasia 

Law 规定 Regulation 法定 Legal; legally

首先 First To choose 首选 First choice

already 结婚 To marry 已婚 married 

高级 Advanced Middle school 高中 High school

Summarise the working methods behind the above table

Tips for receptive skills in listening and reading
Improve your vocabulary by building up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the 
working of compound words.

你将听到一段关于新加坡官方语言的对话。

选择正确答案。

1	 新加坡国民的种族包括印度族、华族和

A	拉丁族。 B	 马来族。 C	 日本族。

2	 新加坡人口中华人的比例超过

A	一半 B	 三分之一 C	 四分之三

3	 印度人口在新加坡人口中占

A	不到十分一。 B 	多过十分之七。 C	 一半。

 ■ 文学

诗:	《乡愁》	作者：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个人口头表达：3到4分钟。用自己个人观察说明诗的主题，然后解释作者通过哪些写作手法表
达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