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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建議

 書中的單元順序可以靈活調換，老師們可根據實際教學情況和需要進行調整。

 每個單元以概念和文體為核心，使用者可依據因材施教的原則更新或補充課文。

 每個單元的學習一般為 8到 10周，使用者可根據各學校的時間安排延長或縮短。

 老師在使用本教材進行教學與評估時，須以《指南》為參考。

本教材注重對學習者思維能力和學習方法的培養，促使學生在學習態度、專業知

識、交流技能、創新發展、實際運用各方面得到訓練提高，為未來 DP階段的學習打

好基礎。

本冊書的編寫得到賴彥怡、黃晨和牛毅老師的傾力協助。本教材得以順利出版，

特別感謝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侯明女士的鼎力支持，感謝編輯尚小萌、常家悅精益求

精的專業指導，感謝編輯鄭海檳悉心周全的協力，也感謝為本教材進行過試講並提出

寶貴意見的燕妮、鄒蕙蘭等老師們。

董寧

2018年 6月於香港

本教材依照《IBMYP語言與文學指南（2014年 9月 / 2015年 1月啟用）》（下簡

稱《指南》），專門為該課程的學生和教師編寫。本教材包括第一學年冊、第三學年

冊和第五學年冊，分別對應 MYP三個級別的評估標準，適合 MYP1-5年級的學習者

使用。

本書特色

1.規範的單元設計

以最能體現學科精髓的概念為核心，圍繞重要的思想觀點與相關概念組織單元教

學。單元前設 MYP五大要素（請見本書附贈電子資源），單元後附有自我反思。完整

的單元學習，引導學生從理解課本知識入手，結合生活體驗掌握重要概念。

2. 明確的課目標題

改變以課文為中心的編排方式，突出學科知識與文體特點，為明確學生必須掌握

的核心要義，提煉必須掌握的重點問題作為每課標題。圍繞重點問題組織課文講解，

安排演練活動，保證單元教學概念突出、目標明確。

3.均衡的課文選編

課文選編配合核心與相關概念，配合學科文體知識的理解掌握，配合創造與批判

性思維能力的培養運用，配合交流溝通技巧的實際演練。選用符合真實生活、有助學

以致用的多體裁文本，保證語言與文學教學相容並進。

4.多元的教學實踐

涵蓋多元立體的教學內容，採用高科技多媒體教學手段， 方便教師組織設計多樣

的教學活動，滿足時代社會發展的需要，全方位培養學生的能力，提高學生的綜合素

質。鼓勵學生利用各種媒介學用結合，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有所創造。

前言

本書附贈電子資源

請掃描二維碼或登錄網站下載：

chinesemadeeasy.com/download/ibmyp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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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課文

第一課　　什麼是遊記？

1.1 熟悉遊記文體的特點 《談寫遊記（節選）》

1.2認識著名的遊記作家 《徐霞客小傳》

1.3賞析古代的遊記作品 《三峽》

1.4瞭解遊記的影響作用 《賞讀遊記，增廣見聞》

第二課　　如何賞析遊記？

2.1瞭解遊記的內容要素 《談遊記散文的內容要點》

2.2掌握遊記描寫的順序 《尼亞加拉大瀑布（節選）》

2.3學用景物描寫的方法 《黃岐山遊記》

2.4把握遊記的結構佈局 《遊記的結構》

第三課　　如何寫遊記？

3.1學用定點觀察的方法 《登山觀景》

3.2學用移動觀察的方法 《璀璨的夜明珠》

3.3掌握寫景抒情的技巧 《我校的禮堂》

3.4學習演練遊記的寫作 《寫作前的必要準備》

第四課　　如何寫導遊詞和解說詞？

4.1明瞭導遊詞的特點 《遊記散文與景點導遊詞》

4.2學寫得當的導遊詞 《九寨溝導遊詞》

4.3熟悉解說詞的特點 《〈長江三峽〉解說詞》

4.4創作貼切的解說詞 《香港太平山頂》

單元反思

1.1 遊記的特點

1.2 中國的遊記名家

1.3 古代的遊記名篇

1.4 遊記的價值

第一課	 什麼是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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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岳陽樓，指的是

湖南省岳陽市的古城

樓，始建於公元 220

年前後，因范仲淹的

《岳陽樓記》而名揚

古今。宋、明、清時

期皆有修繕，現在是

國家級保護文物。岳

陽樓與黃鶴樓、滕王

閣齊名，被譽為「江

南三大名樓」之一。

1.1 遊記的特點

 作品檔案

《談寫遊記》是沈從文在談寫作藝術時寫下的一篇文章，收錄在《沈從文集》

中。作品文字淺顯易懂，對初學遊記的寫作者具有啟發教益作用。

 作家名片

沈從文（1902–1988）現代著名文學家、考古學家

沈從文，原名沈岳煥，生於湖南。一生從事文學創作，

是著名的小說家、散文家和考古學家。代表作有《邊城》《從

文自傳》《湘行書簡》《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

  課文

談寫遊記（節選）

寫遊記像是件不太費力 1的事情，因為任何一個小學生，總有機

會在作文本子上留下點成績。至於一個作家呢，只要他肯旅行，就自

然有許多可寫的事事物物擱 2在眼前。

古典文學遊記《水經注》已得多數人承認，文字清美。同樣一條

河水，三五十字形容，就留給人一個深刻印象，真可說對山水有情。

《洛陽伽藍記》文筆比較富麗，景物人事相配合的敘述法，下筆極有

分寸 3，特別引人入勝 4，好處也容易領會 5些。宋人作《洛陽名園

記》，時代稍近，文體 6又平實易懂 7，記園林花木佈置兼有對時人

褒貶 8寓意，可算得一時佳作。敘邊遠外事如《大唐西域記》《嶺外代

答》和《高麗圖經》諸書，或直敘旅途見聞，或分門別類介紹地方物

產、制度、風俗人情，文筆條理清楚，千年來讀者還可從書中學得許

多有用知識。從這些各有千秋的作品中，我們還可得到一種重要啟示：

好遊記和好詩歌相似，有分量作品不一定要字數多，不分行寫依然是

詩。作遊記不僅是描寫山水靈秀清奇，也容許敘事抒情。

  探究驅動

請仔細閱讀以下作品題目，試分析題目中的字詞，猜猜作品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作品題目 作者 主要內容

《醉翁亭記》 歐陽修

《滿井遊記》 袁宏道

《岳陽樓記》 范仲淹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在貝多芬故居》 王蒙

《埃菲爾鐵塔沉思》 張抗抗

  講解

遊記指的是描寫山水景物、介紹風土人情、記述探險發現、闡發遊覽體驗的文

字作品。遊記的概念曾經很廣泛，包括散文、詩歌、日記等多種文體，只要是記敘旅

行遊覽的經歷與見聞、描寫自然景色與人文風光的作品，無論什麼體裁，都可以稱作

遊記。 

現在所說的遊記，特指遊記散文。遊記散文是文學文體，一般以記敘和描寫為主

要手段，專門記述遊覽經歷、旅途見聞，並

會結合抒情、議論的手法來表達作者獨特的

感受和識見。以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為例，

作品記敘了作者在岳陽樓觀景的情景，通過

描寫眼前的自然景色，抒發了「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感悟和情懷。

1	費力：耗費體力或精

力。

2	擱：放置。

3	極有分寸：指說話做事

有非常適當的標準或

限度。

4	引人入勝：把人引進佳

境。多指自然景色的

美麗或文藝作品很吸

引人。

5	領會：瞭解、認識事物

並有所體會。

6	文體：文章的體裁。

7	平實易懂：平易實在，

不浮誇虛飾，容易被

理解。

8	褒貶：評論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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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知識

古往今來，中國文人都很重視遊記的創作。他們在攀登名山大川、遊覽異域風

情、觀賞風景名勝、感受風土人情的同時，用詩、詞、曲、散文等多種文體來描寫和

記錄自己的觀察發現和所思所悟。

遊記記錄了作者旅行遊覽的體驗和經歷，作者用文字與讀者分享自己在旅途行

程中的所见所聞，分享自己的切身體驗和情緒感受，以及自己對不同地域的自然、人

文、歷史、經濟、政治等具體情況的發現、考察、分析和見解。 

遊記是個人創作的、具有個人風格特色的作品，同時又是屬於人類共同的寶貴精

神財富。閱讀遊記作品，我們可以從字裏行間觀賞世界各地，領略各個時代的名勝古

跡，感受人類輝煌的成就，體悟作者的感受情懷，激發我們對未知世界的嚮往和對生

活的熱愛。

  練習

1. 請寫出課文中你感到難以理解的詞語和句子，與老師或同學討論。

2. 請根據文章內容回答問題。

（1）	課文屬於哪類文體？適合哪些讀者閱讀？

（2）	課文的核心內容是什麼？作者的寫作目的是什麼？

寫遊記必臨水登山，善於使用手中一支筆為山水傳神 9寫照，令

讀者如身蒞其境 ，一心嚮往，終篇後還有回味餘甘 ，進而得到一種

啟發和教育，才算是成功作品。這裏自然要具備一個條件，就是作者

得好好把握住手中那支有色澤、富情感、善體物 、會敘事的筆。他

不僅僅應當如一個優秀山水畫家，還必需兼有一個高明人物畫家的長

處，而且還要博學多通，對於藝術各部門都略有會心，譬如音樂和戲

劇，讓主題人事在一定背景中發生、存在時，動靜之中似乎有些空白

處，還可用一種恰如其分 的樂聲填補空間。這個比方可能說得有點

過了頭，近乎誇誕玄遠 。不過理想文學佳作，不問是遊記還是短篇小

說，實在都應當給讀者這麼一種有聲有色鮮明活潑的印象。

另外還有兩種遊記，比較普通常見：一為報刊上經常可讀到的某

某出國海外遊記，特殊性的也對讀者起教育作用，一般性的或係根據

導遊冊子複述，又或雖然目擊身經 ，文字條件較差，只知直接敘事，

不善寫景寫人，缺少文學氣氛，自然難給讀者深刻印象。另一種是國

內遊記，作者始終還不脫離寫卷子的基本情緒，不拘到什麼名勝古跡

地方去，凡見到的事物，都無所選擇，一一記下⋯⋯ 近於個人紀念性

記錄，缺少藝術所要求的新鮮。

補救方法在改善學習，先作個好讀者。 其次是把文字當成工具好

好掌握到手中，必需用長時期「寫作實踐」來證實「理論概括」，絕不

宜用後者代替前者，以為省事。寫遊記看來十分簡單，搞文學就絕不

能貪圖 省事 r。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

（節選自 1957年 7月《旅行家》雜誌）

9	傳神：用圖畫、文字描

繪，形象生動逼真，

充分表現出人或物的

神情意態。

	身蒞其境：親自到了那

個境地，獲得某種切

身感受。蒞，讀 lì。

	回味餘甘 : 回味指吃

過東西以後留存的味

道，餘甘是餘留的甜

香美味。此處以此作

比喻，指好的文章就

像是好的食物一樣，

能讓人閱讀之後長久

地體會和思考。

	善體物：善於瞭解或體

悟萬物的特性或蘊含

的真意。

	恰如其分：說話辦事恰

當穩妥，正合分寸。

	誇誕玄遠：誇張玄乎，

脫離真實。玄，讀 xuán。

	目擊身經：親眼所見，

親身經歷。

	貪圖：極力希望得到

（某種好處）。

r	省事：減少辦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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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驅動

在中國，小說《西遊記》中的師傅唐僧無人不知。可你知道嗎？唐僧的人物原

型 — 唐玄奘，竟然還是著名遊記《大唐西域記》的作者呢！請查找資料，填

寫下表，給大家講講唐玄奘的故事。

  講解

中國古代遊記開始於先秦，形成於汉魏，發展於唐宋，鼎盛於明清。最為人們喜

愛的有《徐霞客遊記》和《大唐西域記》。

《徐霞客遊記》是根據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歷時 34年寫成的 60餘萬字的遊記資

料整理而成的。作家對當時的地理、水文、地質、植物等作了詳細記錄，成為後人研

究的重要史料。《大唐西域記》是由唐朝著名高僧玄奘口述，經他的門人辯機記錄整

理成的。記錄了唐玄奘 19年間遊歷印度西域各國的見聞。這兩部遊記對中國的地理

學、文學以及歷史學都有重要貢獻。

3. 在你看來，為什麼現在人需要閱讀古代的遊記作品？這些作品對我們有哪些啟示？

4. 作者認為什麼樣的遊記是成功的？

5. 作者認為怎樣才能寫好遊記？你認同嗎？

6. 你寫過遊記嗎？請根據你的作品內容，簡單回答下面的問題。

寫作時間：

主要內容：

寫給誰看：

效果如何：

1.2 中國的遊記名家

知識窗

最為世界熟知的

詳盡描繪中國的遊記 

是《馬可．波羅遊

記》。馬可．波羅出

生於意大利威尼斯的

一個商人家庭，是歐

洲著名旅行家、商

人。17 歲時，他跟

隨父親和叔叔來到中

國。《馬可．波羅遊

記》記錄了他在中國

遊歷 17 年的旅途見

聞，激起了很多歐洲

人對中國的嚮往。

 作家名片

徐霞客（1587–1641）明代著名旅行家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一生遍遊山川，進行了長達 34

年的旅行科學考察，留下 60萬字的文字記錄。他是中國歷史上

最傑出的旅行家、地理學家、文學家。代表作有《徐霞客遊記》。

我是玄奘

生卒年

國籍

通曉語言

著作

後人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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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文

徐霞客小傳

徐霞客，江陰人，名弘祖，字振之，別號 1霞客，1587年出生，

明代傑出的旅行家、探險家和地理學家。 

少年時代的徐霞客喜歡閱讀歷史、地理、方誌、遊記類書籍，產

生了周遊全國名山大川的念頭。由於父親的影響，徐霞客對科舉 2考

試毫無興趣。後來，在母親的鼓勵和支持下，開始了遊歷考察。

明朝末年，出現了一些傑出的知識分子，如著名醫藥學家、《本

草綱目》的作者李時珍，著名科學家、《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等。

徐霞客結交了許多這樣知識淵博 3的好朋友，他們對人生、社會、政

治、科學的志趣和思想，給徐霞客以積極的影響。

徐霞客走出書齋 4，經實地考察取得了很多第一手資料，然後將

這些資料記錄、整理、分析，開創了中國近代地理學。他在長達 34年

漫長旅行探險的歲月裏，所到之處多人跡罕至 5，他始終不知疲倦、

不畏艱險。遇上奔流急湍 6的江河，沒有橋樑，就泅渡 7過去；遇到

陡峭險峻的危岩高峰，就披荊斬棘 8，登上頂峰⋯⋯狂風暴雨、豺狼

虎豹、盜賊土匪、飢餓疾病都不能阻止他繼續前

進。他以堅定的決心和頑強的意志戰勝了形形色

色的困苦，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9。正是這種不畏

艱苦的求實精神，使他獲得山川江河、地形地貌

的第一手寶貴資料。

徐霞客留下了 60餘萬字遊記資料。這些資料

在他死後，被整理成《徐霞客遊記》。

  相關知識

徐霞客 22歲開始遊歷山水，在 34年的時間裏他先後遊歷了大半個中國。

所到過的地方有：華東、華北、中南、西南，包括今江蘇、浙江、安徽、福建、

山東、河北、山西、陜西、河南、江西、廣東、廣西、湖南、湖北、貴州及雲南等 16

省，及北京、天津、上海 3市。

攀登過的名山有：泰山、普陀山、天台山、雁蕩山、九華山、黃山、武夷山、廬

山、華山、武當山、羅浮山、盤山、五台山、阻山、衡山、九嶷山等。

遊歷過的勝水有：太湖、岷江、黃河、富春江、閩江、九鯉湖、錢塘江、瀟水、

湘水、郁江、黔江、黃果樹瀑布、盤江、滇池、洱海等。

留下的遊記著作有：天台山、雁蕩山、黃山、廬山等遊記 17篇，《浙遊日記》《江

右遊日記》《楚遊日記》《粵西遊日記》《黔遊日記》《滇遊日記》等多部著作。

《徐霞客遊記》中有詳細的記載。

  練習

1. 觀看紀錄片《徐霞客遊記》有關片段並填寫下表。

徐霞客蹤跡

生活朝代

生平事跡

主要著作

對後世影響

2. 小組活動。搜集《徐霞客遊記》的相關資料，思考、討論下面的問題，並製作 PPT

簡報在班級分享。

（1）	徐霞客給今人留下了什麼寶貴財富？

（2）	《徐霞客遊記》為古人和今人相互交流架設了一座什麼樣的橋樑？

1	別號：本名之外另取的

稱號。

2	科舉：從隋唐到清代朝

廷通過分科考試選拔官

吏的制度。

3	知識淵博：學識精深而

廣博。

4	書齋：書房。

5	人跡罕至：很少有人到

過，形容偏僻荒涼。

6	急湍：急速的水流。

湍，讀 tuān。

7	泅渡：游泳而過。泅，

讀 qiú。

8	披荊斬棘：比喻在前進

道路上清除障礙，克服

困難。荊棘，多刺的灌

木，通常用來比作困難。

9	決不罷休：絕對不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