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对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作出了重要部署，对发展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

系，加快实现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师德建设，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和影响力。为我国新时代职业教育

和继续教育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

 科学出版社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落实教育部最新《中等职业

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要求，并结合我国医药职业院校当前的教学需求，

组织全国多家医药职业院校编写了《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课程建设规划教

材》。本套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新形态教材　本套教材是以纸质教材为核心，通过互联网尤其是移动

互联网，将各类教学资源与纸质教材相融合的一种教材建设的新形态。读者可

通过“爱一课”互动教学平台，用手机扫描书页，快速实现图片、音频、视频、

3D 模型、课件等多种形式教学资源的共享，并可在线浏览重点、考点及对应习

题，促进教学活动的高效开展。

2．对接岗位需求　本套教材中依据科目的需要，增设了大量的案例和实

训、实验及护理操作视频，以期让学生尽早了解护理工作内容，培养学生学习

兴趣和岗位适应能力。教材中知识链接的设置，旨在扩大学生知识面，鼓励学

生探索钻研专业知识，不断进步，更好地对接岗位需求。

3．切合护考大纲　本套教材紧扣最新《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试行）》

的相关标准，清晰标注考点，并针对每个考点配以试题及相应解析，便于学生

巩固所学知识，及早与护考接轨，适应护理职业岗位需求。

《语文》是本套教材中的一本，按照本套教材统一要求编写。本书由十一

个单元组成，各单元选文按文体组合，以帮助学生了解各类文体的基本特点，

掌握和运用不同文体的表达方式；同时，各单元选文主题与学习要求一致，便

于学生掌握相关语文知识，提高人文素养。

每个单元由“单元提示”引入学习，包含阅读、口语、写作三个部分内容。

前　言 QIAN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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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语　　文

1．单元提示帮助学生明确单元学习目标和教学内容，熟悉文体特征，掌握

学习方法。

2．阅读由课文导读、课文、思考与练习三个部分组成，突出学习方法指

导，帮助学生通过课文进行阅读能力训练并获得情感体验。为适应中等职业教

育护理及相关医药卫生类各专业教学学时安排，每个单元安排三篇课文，力求

适用够用。

3．遵循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规律，口语训练和写作训练学习模块均安

排“训练指导”“范例借鉴”“范例简评”“拓展训练”，帮助学生在具体的语文

实践中训练和提高口语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

书中如有不当之处，敬请使用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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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我们安排了三篇写人的记叙文。学习时要在认真阅读文本的基础

上，通过对题目及文章层次的分析理解，弄清楚文章写的什么人，叙的什么事，

整体把握全文的主要内容，概括文章要点，进而准确理解文章的主题。

在本单元中，《我的母亲》如同我们熟知的母亲一样，呵护作者成长，影

响作者成人；《我与地坛》作者通过自己真实的经历，叙写了母亲给“一连几小

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我”注入了生的勇气；《一碗清汤荞麦面》给我们

呈现了一幅母子三人在遭遇厄运时团结拼搏，不屈抗争的感人画面。

在本单元，我们还安排了口语“介绍”的相关训练，目的是让同学们学会

介绍自己、家人、朋友、同事，学会介绍一件事、一个场景等口语实用技能。

本单元我们还要掌握记叙文基本要素，学会围绕主题选择材料、恰当安排材料

的方法，练习写作主题明确、内容充实、文句流畅的记叙文。

把 握 主 题

第
一 

单
元

单 元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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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母 亲
①

1

——老舍

课文导读

母亲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第一个亲人，第一个朋友，第一个老
师。老舍笔下的母亲是一个正直、勤劳、善良的普普通通的劳动妇
女，虽然“并不识字”，但她却给予了作者“生命的教育”。

作者用饱含深情，却又平实简洁的语言，抒发了对母亲深深的
爱和思念之情。阅读时要注意准确把握文章主题，体会文章语言的
朴实简洁之美。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②
2 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

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

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③
3 的。他们虽然

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④
4 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

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

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⑤
5”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

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

①　选自《老舍文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有删节。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现代作家。

其代表作有《四世同堂》 《月牙儿》等。本文是作者在母亲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 1943 年 4 月《半月文萃》第一卷第九、

十期合刊上。

②　〔北平〕北京的旧称。1928 年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北京称作北平。

③　〔巡察〕巡警，旧时指警察。

④　〔姥姥〕外祖母。

⑤　〔家谱〕家族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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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单元　把 握 主 题

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

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

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①
1。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

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②
2。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

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

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

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父亲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

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

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

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

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

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

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

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

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

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

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

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

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

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

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

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

①　〔“老”儿子〕最小的儿子。

②　〔出了阁〕出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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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语　　文

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

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

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

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

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

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①
1——穷朋友们可

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②
2”钱——她会刮痧③

3，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

妇们绞脸④
4……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

宁吃亏，不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

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

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⑤
5 的那一年。联军⑥

6 入城，挨

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过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

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

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

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

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

整条地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

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

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

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

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

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

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

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⑦
7 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

①　〔洗三〕旧俗在婴儿出生后第三天给婴儿洗澡。

②　〔姥姥〕这里指老年妇女，与上文“姥姥”含义不同。

③　〔刮痧〕民间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用铜钱等物蘸水或油刮患者的胸背等处，使局部皮肤充血，减轻内部炎症。

④　〔绞脸〕用一条线两股相交，绞去妇女脸上的细毛。

⑤　〔庚子闹“拳”〕指庚子年（1900）发生的义和团运动。

⑥　〔联军〕指 1900 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为侵略我国组成的联军。

⑦　〔私塾（sh俨）〕旧时私人设立的教学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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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单元　把 握 主 题

廿①
1 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

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

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

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

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圆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

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

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

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

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

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

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

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

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

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地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

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

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

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

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

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

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地过那

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

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

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

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

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

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②
2 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

①　〔廿（nii伽n）〕二十。

②　〔七七抗战〕指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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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语　　文

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

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

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

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

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

象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

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

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

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

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

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思考与练习

一、说说文中母亲是怎样一个人？有哪些优秀品质？对作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仔细揣摩下面句子，说说它们对刻画母亲的形象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

2．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

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

3．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

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4．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地走去。

三、下面文段中加点的“笑”“愣”“叹”“递”包含了母亲怎样的心理活动，请分析。

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
3

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

校，她愣
3

住了。半天，她才叹
3

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
3

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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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与 地 坛
①

1（ 节 选 ）
——史铁生

课文导读

《我与地坛》是一部自传体散文，全文共七节，课文节选了其
中第二节。作者在生命最旺盛的20岁时因双腿突然截肢而陷入绝
望，是地坛鲜活的生命唤起他生的勇气，是母亲博大的爱温暖他冷
却的心。刚截瘫时，作者毫不顾忌母亲的感受，等到知道“儿子的
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以后，母亲却已永远地离开了他。
课文把作者对母亲的痛悔和无尽的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学习时应透过作者饱含深情的语言，体察作者寻求希望的心路
历程和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之情。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

难题。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

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

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

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

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

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

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

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

①　选自《当代艺术散文精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全文共七节，这里节选第二节。史铁生（1951-2010），北

京人，主要作品有《我的遥远清平湾》《插队的故事》《夏日的玫瑰》《合欢树》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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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语　　文

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

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

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

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

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①
1 去世之后，我才有余

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

痛苦、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

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

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

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

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做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

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

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

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

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

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

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

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①　〔猝（c俅）然〕突然，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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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一单元　把 握 主 题

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

会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

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

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

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

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

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

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

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待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

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

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

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

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岁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

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

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

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

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

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

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

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

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

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

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

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

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

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她也看见我了

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

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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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语　　文

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待的一些地方，

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

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

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

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

来不及了。

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至使“想出名”这一声名

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吧。随

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

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

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

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①
1 的哲言，或要我恪守②

2 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

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

愈加鲜明深刻。

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

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

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

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思考与练习

一、课文从心理、动作和神态等方面描写了一个鲜活的母亲。找出相关语句并分析。

二、通读全文，感受作者对母亲的情感，回答下面句子后的问题。

1．“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

了？”母亲希望儿子碰撞开一条什么样的路？儿子做到了吗？

2．“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

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为什么作者说“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

3．“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句中的“车

辙”“脚印”该怎么理解？

三、史铁生先是双腿瘫痪，接着因肾病发展为尿毒症，依靠透析维持生命，但他最终大有成就。有

人说“困难是人生的财富”，你赞同这一观点吗？请结合现实谈谈你的看法。

①　〔隽（ju伽n）永〕（言论、文章）意味深长。

②　〔恪（k侉）守〕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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