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個力什久要愛絆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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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短文 (第一遍)回答向題

1.人癸与其他劫物是什久美系 ?

2.把島券在家里是対官個的愛喝?力什久 ?

3.人和劫物的比賽是平等的喝 ?

瞬短文 (第二遍)填空

八人癸成力地球的主人升始 ,人美_也 成了其他功物的故人。随着人

癸社会的 ,人癸対其他劫物的    也越来越大。今天 ,我佃不得不

対 自己悦 : “清愛押野生劫物 !"

那久我個立咳急久愛押劫物呪?有人把島券在家里
, 官個 ,他個党

得 自己愛島。但是他佃的愛是

快示的歌。有人喜次和劫物

_的 ,因力島只有生活在大自然中オ会唱出

,他個去狩猪 ,江明自己的力量。他佃党得

自己和劫物是 的 ,因力他個可能打死劫物 ,也可能被劫物吃悼。但是 ,

_他 佃和劫物的比賽井不是平等的,因力他佃手里有檜,有工具。

対劫物 的愛 ,不是把島券在家里 ,也不是和劫物比賽 ,而是真正

大 自然 ,対大自然充満 。愛押野生劫物 ,就是愛押我個 自己生

活 的 ;愛押野生劫物 ,就是愛押人美 自己。

対稔

体汰力悠久倣オ是真正愛押野生劫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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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篇・第一冊

深文 我佃力什久要愛神野生功物

我イ11カ 什久妥麦ケ野生劫物?逮企同題看走来筒羊,力非常菫妥,逮足

一企渉及保ヶ物脅、保ヶ生恣、保ケ琢境的社会日題。

力了れ日題悦清楚,我佃先分析商
～

看法 :

碁島算不算愛島?

北京有企 “界島愛島協会"。 表不界島,対速企姐鉄井え甚少;仁我愛

島,我 `,台得一企社会姐鉄れ “界島"わ “愛島"躾系在一走有点几別れ。人

ィ|]鳳 意界一些塊賞島,■セ佃抗活喝歌,陪伴 自己生活,逮瑕十多人界猫、

界豹一祥,没什久不可以。仁妥れ逮企抗戌足麦,第一企わ条喬走的,可能

足 900多 年前的欧「口修。他在一首十二速祥写道: “始弁薇向全先嘴,不及

林同白在嗜。"意思足抗 ,ヌF使えれ島美在安全依的先子二,t也不会像在

村沐ユロイ得那久功チ。逮祥看未,十代就

右人対界島逮
～

待坑表示皮対了。当然 ,

十代人対界島有不同意几,主要え出子熟

愛夫自然,出 子人美対劫物的同情。社会

友晨到今え,随着科学丈化的辻歩,人佃

対野生劫物的汰恢
～

感情也在不断深化 ,

因此我イ|]史不能杞界島的行力当倣愛島的

行力了。

我佃透妥看到一肴情尻:界島的人逮

来之多,妻島市場逮来逮繁栄,速性イた多

■■ 2



我佃力什久要愛押野生劫物」
判 渉及 shёif(劫 )involve 牽渉到;美朕到。可与 “到"達用。

選件事渉及イR多 方面。

日絡安全性足一企渉及面イR声的同題,芦菫情死透歩及到刑事れ罪和商止れ密タト泄。

● 物神 wttzhёng(名 )species 対生物的分癸。

熙:生恣 shongぬ i(名 )ec。 1。gy 生物在一定自然不境下生存和友展的状恣。
.聰.跡会 xi6hul(名 )association 力促逃某紳共同事立的友展而須成的群余困体。
‐曇'知之甚少 zhi zhT shё n shёo(咸悟)know li■le about 知道得イ艮少。

対中国丈化,化丼え去夕。

t脳方面的井恢,我寿え甚少。

躙1現賞 guanshёng(劫 )enjOy the sight Of 規看欣賞。

現賞え演;班賞光界

藝 陪伴 p6iban(劫 )accompany 陪同倣伴。

違企箱子陪伴我二十年了。

我生痛的吋候,地一立陪伴着表。

眸 拍案而起 pai On 6r qΥ (戌悟)s� ke the taЫ e and rise t。 。ne's fbet in indignation

形容十分憤怒。

垢到速今消息,化不青得わ乗而た。

蛉:欧隅修 Ouy6ng XiO(寺 名)北宋文学家、史学家 (1007～ 1072)。

瘍 箆 16ng(名 )cage 先子。

な 林 lin(名 )w。。d 村林。

鰈 自在 z〕zOi(形 )告ee 自由;不拘束。

躙 口帝 tf(劫 )crow島善叫。

躙 黄金 hu6ngiin(絡 )gold 金子。

● 劫瞬 dδngtTng(形 )interesting or pleasant t。 listen t。 噺起来使人感劫或感党有共趣。

違首詢子旋律仇美劫垢。

弟

　

碁

18繁茉 f6nr6ng(形 )1)「 ()、)crOt15 径済或事立友展得イ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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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篇・第一冊

人れ捕島作カー肴枠伐的オ法。在捕島わ女島的辻程中,大量的島死亡,喬

ユ越足珍ナ的島就逮賣;逮賣的島,捕的人越多;猫的人逮多,島就迪夕。

人家春在れ汗満島的行力,可え速脅行力准道わ界島竜元美系喝?

狩猪者是不足熱愛動物?

界島者抗他佃麦島,一些狩猪者也悦化佃熟愛功物。化佃決力人也ええ

自然ヤ的一部分,人可以
～

功物界な意,界速度,界力量,沈像功物え同也

i:こ祥光界一祥。力呆足本原発れ会 ,逮
～
悦法透有一些道理。在生活条件比

較原始的情光下,人佃可以荼死功物,有叶候也会薇功物屹了或務了,速脅

党界迩算足 “自然"的。仁井呆足指現在,瑕功物 “界な意"的人手中令看

先辻式器,甚二大規模成杯自然,那就不泣咳抗戌足熟愛了嘔?

仁足,実事ネ足地九 日前一些地方的狩猪活劫在客現上希助了自然保

ケ,也え実除情死。有些功物友晨得太快,致口呆不た制的汚,会対琢境造戌

成杯。科学的管理わ狩猪活劫,対た制逮些功物的友晨え有希助的。同時我

佃込看到,4多 自然保ケ承板分子工足曽姪的狩猪者。速也不奇怪,因 力化

佃通辻狩猪,憧得了功物的生活ヨ慣,憧得了不保ケ就没有効物、洗有効物

沈没有狩猪的il缶理 ,1陛得了功物わ人え目的美系。英国的彼得・斯科特就曽

たえ一企狩猪愛好者。他在年軽的叶候,た逍全国,帝着椅到処満島。本檻

期的描島辻程中,他戌力晨熟悉島、承了解島的人。有一人化お到了―ス

夫雁。那ス人雁落在沼津ヱ没有死 ,口1了 イRK的 叶同。化既不能え辻去救

t,又没亦法お死七。第二え,那ス人雁透在那里,込活着。人雁 ll傷 死叶

的口」声,性化永近不能恙泥。化悦 : “表対自己的孜人也不会速祥,喬 セ

不足故人 ,ス足―ス可愛的人雁。"后来,他不仁不捕島 了,込戌了一企愛

島者,ユ 島,写 島,研究島,在 屯机台主持愛島的市日,込を1亦 了世界野

嶽 蓼 4



我イ|]力什久要愛押野生劫物 1
19

20

独

22

23

24

25

26

捕 b首 (劫 )(・ at(ヽ 11 捉。

掃 Zhёng (劫 )earn 通道工作得到。

竃元 h6ow面 (副 )nonc 一点几也没有。豪元+(名河〉。

を元希望;竜元未系;竜元准各

狩猪 Shё ullё (劫 )hunt 孤捕或猪荼劫物。

智慧 Zhlhul(名 )wis(lonl;intclligellcc 半」断、排別和創造的能力。

原始 yu6nShΥ (形 )I)由nitive 剛升始的;古老的。

党賽 i)ngSai(名 )●oml)etition 比賽。

算 suan(功 )consider;regard as 当倣;算倣。

速友考武茂績込算可以,不辻晴力考得不井上た。

瑕北京光起来,速几釣物介可不算贅。

先逆 xianiln(形 )advan(・ c(1 水平較高的;頷先的。

先辻姪詮;先辻社木;先逃式器

規模 guTm6(老 )sca]e 工程、事立、机杓等的疱曰。大規模+〈劫同〉。

与ヤ青年服装、生活用品市場光校起未,我 目的老年月品市場述没有形戌規模。

我佃工在大規模友晨地鉄交通。

実事求是 shr shi qtt shl(戌 悟)、 ()(、 k the l員 1lh fr。‖l fa(;ts 炊実際情況出友,正碗

地処理和対待同題。

科学研究姜実事ネ足。

実事ネ足地悦,他的戌鏡込足不借的。

控制 kёngzhl(劫 )(utrOl 掌握対象,使亡不能任意活劫。

た制自己的感情;た制人ロ

造成 ZOOCh6ng(劫 )gi、 (ヽ ris(■。 引起某神后果。

造戌成杯;造戌影崎;造戌務害

釈扱分子 j可 f fё nzΥ activist 秋扱的人。

彼得・斯科特 Ыdё STkOtё (寺名).Peter Sc。 1[ 英国芝木家、島癸学家 (1909～ 1989)。

大雁 dayOn(老 )wil(lg。 ()se 一紳島。

沼
'・

季 Zhё Ozё (名 )swanll)水草茂密的泥汁地帯b

既……又……。卜・…yOu… …・ both… and...表示両紳情呪都有。

違工作既軽松え持乞 他当然承意。

他イ風力准,尻不鳳意性蝸嬌不高共,又不鳳意注姜子失望。

37故人 dfrёn(名 )enemy 因力仇恨而互相対立的人。

38主持 ZhttChi(劫 )host;takc charge of 負責掌握或処理。

主持市日;主持工作;主持人

39全」亦 chuangbon(劫 )establish 弄始亦。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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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篇・第一冊

生生物基金会年一些世界オ名的自然保ケ姐奴,投入到愛島、愛劫物、愛白

然的事止ヤ。狩猪オ茂力劫物愛好者,去二咸力自然保ケ的な板分子,逮肴

情尻常常可以几到。我也オロイiき ,随着汰恢的提高わ社会的え晨 ,中 国的界島

者同祥会戌力真工的劫物愛好者わ自然保ケ的承扱分子。

什乞是正碗的愛?

我佃対功物的麦泣咳双生恣学的現点出た。什久足生恣学肌点?筒羊地

悦 ,沈え妥接夫自然本来的面日本人自然的規律 ,来決恢 自然,研究自然 ,

保ケ自然。

19せ免 60年代,当 時的美国恙坑塔

一企′F第 安人部落写信 ,妥共化イ11的 土

地。′F第 姜人口了一封半′
i書 深刻品劫人

的イ
‐
き,イi言 ヤ悦 :土地足表佃的母未,功

物ゎ杜物え我佃オロ依力今的兄弟姐沐 ,

表佃恙久可以妻拝化■1兎 ?′F第 姜人カ

什久会有逮祥的生恣学規合燿 逮え因力化イ11立接生活在夫自然ヤ,レヒ我布1

史接近夫自然,レヒ我佃史了解夫自然。

我佃的愛,不泣咳足界猫界狗的麦,也不泣・う,菱足為功物 “党界"的愛 ,

品泣咳足双生恣学況点出左的麦。表佃妥保ケ生恣系究,保ケ生恣琢境,保

ケ生恣系統ヤ的一勿物肴。現実已姪性我イ|]明 台,生物物肴的消失,咸勝着

整企夫自然,也咸肪着人美自己。有位生恣学家沈 :消又一企物肴,沈像八

tれ上令え一企行子,看起来日題好像不人,仁足逮tれ 已姪不再安全了。

泣咳抗,我イ11的 人自然已姪イに不安全了。因此,我佃泣咳対野生功物有え多

的汰恢,外t佃史多的感情わ麦。否川,我佃持追悔莫及。

(原 作:唐錫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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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個力什久要愛排野生劫物 ■

43

45 印第安人 Ⅵnd)'onr6n(寺 名)」騒rri('all lllliani mti、 (ヽ Alll(薇 :朧 美洲最古老的居民。
46部落 b心 luO(名 )lril)(ヽ 由若千血嫁相近的氏族咲合而成的集体。
47深刻 ShOnkё (形 )(卜 |):|)lk轟 麒〔: 感受程度イ艮深。

深刻的道理;他沈得非常深刻

多1墾 而 6r(逹 )

(1)“肌CC′れg rfイ
'(,(1"「

・√ιj′laオθ(1′釧θ′lお ,2ぇれご′la′でφθ餃尋
・θ

`チ

″7,Ps 達接両今井列的成分 ,

前后両今成分互相ネト充。多連接両今形容同。
速二的工作景張喬 (又)`決 示。

他足今墜張喬 (又)勇承的人。

(2)(〕θ″l几(,cル

`ι

力c(izヵ ,crゎ jα
f α几ご 7ι θαご7(,θ r(ム ‖万

`ノ

]Fん ξ (κ力,θ

「
らjJ jF2瀬ほε″ jttg′ク

“
甲 0∫C,記

“

Or2,dC.

連接状悟和中心悟 ,状活表示 目的、原因等。

我姜力学好滉活喬努力。

淮也不会因力休徴的遼一勿喬感謝体。

(3)jηごj`αιj′lg』夕・αぶ 力jθ′t,7,j′′1■んc.ル
「

′肥 rρ″ ′α′ガ どんご ′αル 7‐ ('7)F'OSj′ご θ7・ C'0′ l″ r2′yj■ 7'2C(lF2172g

表示特折,前后両部分意思相対或相反。

速永服演量足イた好,喬介格力実准性表接受不了。

化希望得到的え感情上的姜慰,喬不足姪界上的希助。
49劫人 dёngr6n(形 )1(漱 .||lliメ  使人感劫。

功人的故事

50相 依 力 命  x10ng yT wё i mlng(茂 悟 )、 ti(kl。 3(.I..・ :議轟 11.||)(trb ollFr in(lilII(.lllties

互相依皐着道 日子。

父未去せ后 ,他わ母子オロ依力今。

51系統 ×)tёng(名 )、卜
,、キ餞l 同癸事物按一定的美系須成的整体。

52現実 xbnshi(名 )ょЦ IⅢ 客既存在的事物。

現実生活

Wё ixiё (劫 )threaten 使某人或事物面対危陰。

Xi00miё (劫 )extelヽ minate 使消失、天亡。

面ngzi(名 )nail 一端尖鋭的金属劉棒状物体 ,起連接固定作用或用来桂末西。

莫及 zhuThuΥ mё
 i千 (茂悟 )t。。late to regret ゴト常后悔 ,但是己径来不及了。

事造戌遼久人的板失,他真足追悔莫及。

40

41

42

“

生物 ShOngW由 (名 )living thillgs 功物和檀物的忌称。

基金 iWn(名 )f�d 力某神事立而儲各的資金。

生恋学 ShOngtOixuё (名 )ec。 1。鍮 研究生物之同以及生物与不境之同美系的科学。
按……来……・ an……・16i……・ according t。  按照 (株准、要求、規則)等倣事情。
表佃一定姜接姜ネ来鬼戌任券。

遺企同題我佃ス能櫻規定未解決。

面目 mianm由 (名 )appcarance 事物表現出的状恣。

真面曰;本来的面日

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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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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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コ

`朗

漢

1.朗漢下面的飼悟

愛ケ野生劫物   看走来簡単  界島愛島協会  没什久不可以

出子熟愛え自然  不能れ界島的行力当倣愛島的行力了

た満島作カー脅枠伐的方法    在満島わ美島的辻程中

え規模成杯自然  在客塊上希助了自然保ケ

咸跡着整企夫自然 追悔莫及

2.朗漢下面的旬子,注意停頓和悟凋

(1)速祥看未,十代読有人対界島速脅竹坑表示皮対了。

(2)随着科学丈化的辻ナ,人佃対野生劫物的人捩わ感情也本不断深化,因 此

表佃え不能れ界島的行力当倣愛島的行力了。

(3)界島的人之未処多,市場逮未逮贅榮,速性イに多人れ満島作カー脅枠伐的オ

法 。

(4)え家春在れ汗満島的行力,可足速狩行力准道わ界島竜元美系喝?

(5)界島者悦他佃愛島,一些狩猪者と党化佃熟愛功物。

(6)力呆えた原始れ会,速肴沈法述有一些道理。

(7)日 前一些地方的狩猪活劫本客塊上部助了自然保ケ,也足美隊情死。

(8)同 時我佃述看到,十多自然保ケ承板分子工足曽簗的狩猪者。

(9)随着汰恢的提高われ会的友晨 ,中 国的界島者同祥会戌力真工的功物愛好

者わ自然保ケ的承板分子。

(lo)土地足我佃的母未,劫物わ杜物え我イilオ曰依力命的兄弟姐沐 ,我佃恙久可

以女拝化佃兎?

嘔ゴ 参考活素的注経和例句,理解新洞活井逸揮填室

例:地ネ上的一勿生物,春え速祥,一人辻去了,え去迎接明え的新生。

生物

[物]:末西 ;事物 thing;object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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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佃力什久要愛神野生劫物 理

つ
乙

功物 /疲物 /庁物

(1)琢保部
'1猥

菫ラ:L_再 利用的同題。

(2)椰 何与_枠 処,え一企位得我佃思考的日題。

(3)沙生暴足張夫スカ与沙生ォロ結合的自然   。

硬度/湿度 /高度

(1)北京夏えら冬え的空気   差別非常た。

(2)我佃准速一利 榊 千已姪込到了一榊 _。
(3)粘妬的_非 常高。

仮量 /気量 /胆量

(1)鰤 _猥 小,晩上不承一企榔 。

(2)我キ綱 候_イ R夫 ,嚇 行了,与え吃得イス少。

(3)妥学会原涼別人,_暮 オ会受到夫家的皮:i鯉。

物理学/経済学/地庚学

(1)化倣了几十年的備書工作,蚤 然没右寺「1学辻    ,仁 足他的後詮

キえ十分キ富的。

(2)    :)∈ `む 的足物演、能量わ壱佃え目的オロニ作用。

(3)    的現点決力地球え山六人板央姐戌的。

（
０

4.

L→ [度 ]:表示物皮的有美性反迭到的程度 degrec

例:道路的増加速度永近七光不上汽率的増加速度。

速度

L→
[量]:能容納或径受的限度 capacity

例:速項事上単筆政府え不行的,需要借助全私会的力量。

力量

例:双生恣学的角度看,人え自然界ヤ的一員,え合物岡ヤ的一企琢す。

[学]:学科 discipline;subject;stud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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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篇・第一冊

暉讐
‐排析近叉河,丼用括号中的河選完成句子

1.看起来 看来

二者都可以用来表示倍汁 ,“看起来 "逐可以表示炊 “看"的角度来

悦 ,与其他角度相対照 ,如 “看起来…… ,瞬起来……";而 “看来 "一

般不表示速企意思。

例:速件永服看走未祥子述行,不辻演量一般。

速友レヒ界,据化看来え没有目題的。

(1)A:我看速木キレヒ校簡単,就逃速木嘔。

B:速木ギ ,・

'糞

た来可丼不容易。 (看走未)

(2)A:チ焼老李追休后一立住在青島,イ鷹タロ北京。

B:唸 ,他沈青島史迫合老■人居住 , (看 来)

2.随着 伴随

“随着 "用在句首或劫洞前面吋 ,表示劫作、行力或事件的友生所依

救的条件 ; “伴随"的意思ス」校具体 ,指眼随或是相伴。

例:随着ふえ的二f未 ,他的痛一人え好了走来。

速些年,元・,告過到多夫的困准,姜子恙足伴随着化。

(1)A:作現在有イR多 中国朋友嘔?

B:足南 ,
(随着)

(2)A:化好像対速え毛特別喜麦。

B:足呵 ,イ風多年末 ,
(伴 随)

3.亀元 亀不

“皇元"相当千口活中的 “一点几也没有",后逸必須帯冥悟 ,而且所

帯宴悟只能指抽象事物 ,不能指具体事物 ; “豪不"相当千口悟中的 “一

点几也不 ",后辺一般是形容洞或劫洞。 “豪不 "和 “皇元 "后辺都不能

接単音市同。

例:4友上街,比部妥共同一堆竜元用走的な蒟,家ニホ快及不下了。

今え准会上,他を不客気地れよれ汗了一坂。

良養m10



我イ|]力什久要愛神野生劫物1
(1)A:嗜沈老板図1オロ1体去几化?悠久祥?

B:化突然同我一企項 目的情死 ,

口答得孔七八糟。 (竜 元準各)

(2)A:瑕化淡得恙久祥?

B:梃りl頂利的,化                  。 (竜 不就豫)

4.造成 引起

“造成 "后辺一般是消板的后果 ; “引起 "后辺通常是一紳現象、活

動 ,可以是消板的,也可以是釈板的。

例:遼件事対表佃公司造戌了イR人的影崎。

他的活当時就引た了夫家的争奇。

(1)A:出私牟又淮介了,現在真えお不足牟了。

B:速也没亦法,          。 に 戌)

(2)A:化最近在社久上友泉了一篤丈章,淡水上同題。

B:啜L              。 (引 た)

璽野1根据例句,用指定洞洒完成句子

1.知之甚少

例:我対屯脳井え去少,山一点几毛痛就妥麻煩別人。

A:作能不能公表佃淡淡化准北京工作時候的情死?

B:対不た ,蚤 然我当時瑕化在一企単位 ,

2.拍案而起

例:損久上的速条新 |〕刊抜他わ条喬:起 ,他決定分有美部 11写封イ
‐
き,着他佃美`む

一下琢境同:題。

A:チ琉休准会上当着那久多人友了眸宅?

B:え有 ,我不鳳意瑕化佃友え,可え

3,実事求是

例:我佃必須及自己的情死出友 ,実事ネ足地接照白已的能力来制打一企汁刻。

A:休党得准速本キユ提到的事情え不足符合実隊情尻?

B: ,不辻有些内容表不人同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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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篇・第一冊

4.相依力命

速些キ来,我佃術オロ依力令,八来澁有分升辻。

チうえ老伴去せ対悠的有書イたた。

え的 , ,比去せ以后,我党得失去了一勿。

5.追悔莫及

例:表 当時因カエ介太低及弁了ilL家公司,現在真え追悔英及。

A:核子因力学η圧力太夫而高升了家,倣父母的え什久感受兎?

B:当 時分核子社了イ風多班,学速学那 ,

嘔ゴ 用括号里的洞洒完成対活

＝
り

　

　

．
『
　

　

．
．

た竹
レ
　

Ａ

　

Ｂ

1.A:体 力什久也希速家典信 ?

B:

2.A:現在美`む琢保的人之来之多了。

B:足南 ,

4.A:え鬼 ,チ沈休投家了,新家恙久祥 ?

B:房同れ人的,両 室一斤。

A:れ全兎?

B:

(出 子)

(随着)

3.A:真洗想到会え生速祥的事故,事故テ任査清楚了喘?

B:昨え我佃我有美人員辻行了調査。

A:調査錯呆兎?

(竜 元 )B

(_多↑1)

5.A:速企任期式想去旅行,休党得自己去好述足参加旅行日好?

B:我看作述足参加一企旅行日嘔,速祥

(尻… … え … … )

:作力什久逃希速企寺立?速企寺止我工作容易喝?

(不足 ……・品足…… )

Ａ

　

Ｂ

ハ０

7.A:作弁道化想姜什久牌子的化状品喝?

B:地ホ斃■た写好了,

量労攀攀|‐12
(接……来……)



我佃力什久要愛押野生劫物」
8.A:作不足右算瑕え克一た去旅行中 悠久自己え呵?

B:我佃術呵 ,意几不能坑一 ,

ス好各え各的。 (品 )

●ぎ1逸揮填室
1.古代人対券島有不同意兄

,

A.出 子主要え熟麦夫自然

B.主要足八熟愛夫自然出友的

C.主妥・出子足熟愛え自然

D。 主要足出友子熟愛夫自然

2,大家都在批坪捕島的行力 ,

A.可え准道速
～
行力元美界島喝

B.可足怪不得速脅行力与界島元美喝

C。 可え速希行力准道元美界島喝

D。 可足准道速脅行力ち界島元:)∈ 喝

3.速 日深的成鏡 ,我看称述是好好夏可夏刀「巴。

A.瑕能不能半立有渉及

B.渉及了作能不能半止

C.渉及到体能不能半上

D.渉及到休能不能半上有美系

4.我党得祢述是別去我他了,我他

A.眈希不了体,又枠 体我床煩

B.工 然希不了作,キ会塔作我′床頬

C。 一辺希不了作,一辺会塔体我′床版

D.不仁希不了休,喬ユ会塔体我床煩

？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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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既然大家都同意了
,

A.那」りこ筆イ4に 沈的ラトこ倣口已

B.那 :ブし1舅夢竹う茄ι的イぢヒロし

C.那就接休悦的来倣口已

D.那馬プじイ拿ン体う夕ι的来イぢヒロ已

6.他原意希助我 ,

A.丼不足因力化喜皮希助別人
,

B。 キ不足因力化喜皮希助別人
,

C.丼不足因力化喜皮希助別人
,

D.丼不足因力化喜皮希助別人
,

法F足因力速件事瑕化有美

ス1え因力遼件事瑕化有美

喬え因力速件事瑕化有美

仁足因力速件事瑕化有美

嘔弄1達句成段
1.A.某一公司可能棄声告宣待激走殉兵需ネ来年持足り的釘貨量

B.光力抗 ,有吋候一些辻分熟′む的簗4首人員預打了釘貨単丼ユ承券了芥司不

能徴到的史貨叶同友

C.那祥,他佃沈妥去悦服顔客,堆近史貨期

D。 速肴情尻対公司的生をわ声品的尭争カネ会帝来港本的危隆

E.然 喬晨冬能修注願客満意的,ス能足声品皮量わ按叶交貨

2.A.仁ヌF使えオロ対的枕合,准 ヤ声除晨二面也存在富人わ労人的差別,包わ物

皮上的為精神上的

B.ス好忽喀長示、家庭千歩及 “精神富有"的 因素

C.化佃几子没有休′き的叶同,周 未也得上班,生活特別十春

D.楯沈,日 本社会享受着オロ対的な会稔え,ヤ声除晨レヒ校声た

E。 ち典化国家一祥,日 本及入承高的人一般春得非常勤春地工作

攀浚m14



我佃力什久要愛押野生劫物 1
3.A.影崎一企人以上共趣え晨的え武和性格准大学え前就え可弁的

B。 表佃建洪大学生本入学叶就升始逃行速脅淑1汗
～
規力l

C。 以上双1汗わ規力l可 以友現速脅夭武わ性格 ,都 助逸希寺止,裁少撃上友晨

弯路,使未未的工作え容易友得満足感

D.八大学一年久起就思考自己速企寺上未来的友晨 ,自 己可能二llリト些行上わ

企上去,自 己足否喜皮未来的速企駆上,清楚地井道自己泣彦掌握切卜些弁

恢わ能力

E.品不足簡単地は 学姜排わ教材升始自己的大学学オわ生活

口鰤
1根据深文内容回答同題

1.作者力什久党得れ界島わ愛島瑛系走来有点几別れ?

2.界島わ満島有什久美系?

3.人わ功物目的尭界,在十代わ現代有什久不同?

4.力 什久沈西オ狩猪者准客現上希助了自然保ケ?

5.彼得・斯料特え恙祥戌カー企愛島者的?

6.什 久え対劫物真工的愛?

口置1深堂河稔
1.我佃力什久妥麦ケ野生劫物?

2.琢麻 ケ与姪界友訴ヒ え不足矛盾的?

3.在 日常生活ヤ,我佃可以力琢保依些什久?

d mmm>

1.体几辻迄島的人喘?向化佃おチー下化佃界島的原因。

2.了 解一下周国人対界鬼物的看法。

15躙輻1隋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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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之友

“中国不境同題的根本在干中国的人 口和官的不境容量以及

自然資源的比例失凋。現在的全国人均耕地不到一苗一分地 ,而

咲合国根衣須須規定的耕地警戒銭是人均三苗。全国的人均水 占

有量伎力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中国的不境急久可能不悪化 !"

年述七旬的梁炊滅淡起不境危机非常痛心。

成立干一九九四年的 “自然之友"主要弄展不保教育工作 ,

其中一企主要項 目就是到衣村去侍播不保肌念 ,特別是針対衣村

的核子。梁老解経悦 : “告訴衣村的核子 ,速決土地是体佃的家

国 ,体個不保押官 ,没有人会替祢佃保押 ,井由此激友全民的不

境意沢。毎今人都作一点几貢献 ,不境的状況可能会有所好特 ,

否則人個都只悦不倣 ,速祥是没有希望的。"

“自然之友"与希望小学建立咲系 ,成立十年同足述遍布両

百多企具 ,去了一千多所希望小学 ,用ゴト常形象的済戒方式将不

境保押的道理灌輸給核子個。梁炊減也不願高齢来赴貧困的張北

地区和新彊喀什地区。

悦起那些可愛的核子 ,梁炊減不禁浮現出笑容 ,他悦 : “逮

些核子個将来長大了,或杵会当上村長 ,我個希望他佃在決定村

里建工戸之癸的事情吋 ,能修想起某年某月有一群城里来的叔叔

阿族曽径告訴他不境保押的重要。只要他個能じ想起 ,我↑]就イ艮

満足了。我佃是在播紳 `録色 '的希望。"

(原 作 :散量)

1。 中国不境的根本同題是什久?

2.“ 自然之友"是介什久祥的狙奴?

3。 他イ|]希望告訴核子イ|]什久?

渕勒器 16

開懐后回答問題1



我イ|]力什久要愛押野生劫物 1

(二)唐錫F日 :跛渉在録色之路

井坊 74夢 的唐錫旧吋,他正在屯臓前手握鼠林 ,端輯自己

即杵出版的新事。逮本名力 《錯!錯 !錯 !》 的新事,将是遠位

不保作家潜心写作数年后,向演者捧出的又一心血箸晶。

自50夢 創亦井主編 《大自然》余志至今 ,在録色之路上
,

唐錫旧己径整整走了24年。

与島霞同行

1982年 ,在西双版鏑考察吋,唐揚旧遇到了来逮里肌島的美

国文教寺家島霞。5年后,島霞成力唐揚旧的妻子。

実際上,他個有着太多的差昇
―

悟吉不同,国籍不同,生

活水平不同,文化不同。 “能修把我個達在一起的只有一条 ,我

佃都熱愛大自然。"

共同的理想使他佃結合在一起 ,升始了力保押自然共同合斗

的生活。他佃一同考察了工洲、欧洲、美洲的 50多全国家公国

和自然保押区,千 1993年 出版了 《不球録色行》一事。唐錫旧

悦: “《不球録色行》不是写出来的,是 `走 '出来的!"

1996年 ,唐揚旧和島霞友起了中国大学生録色菅活動。第一

届録色菅准各逓征云南西北原始森林,但在等支」道程中,島霞病

倒了。珍断的結果是:食道癌晩期。

1996年 7月 25日 早晨 6点 40分 ,弓霞逝世。逮一天,正是

録色菅出友的日子。帯着島霞的町嘱和祝福,唐揚旧和録色菅成

長張忍悲痛,踏上了去往白島雪山保榜区的征程。

能修告慰島霞的是,他個在云南徳欽具弄展了一企多月的凋

査,井通道社会各界的希助,最終保住了遠片原始森林和林中的

漠金笙猥。

“大自然和妻子弓霞,対我速一生的影口向最大。我逐能挺起

腰板力中国的録色事立倣点りL事 ,逮主要得益干大自然和島霞給

我的影口向。"唐錫旧劫情地悦。

」成_渉  b6shё

trek;tnidge

藩 ,む  q16nxTn
clevole onesclf tO sth.

発品 j16jTng

crystallizatiOn

寿力l  ch6uhu0

plan and prepare

珍 断 zhёndぬ n

diagnOse

合道癌  shidaO'6i

esOphagus cancer

町嘱 dTngzh首

urge again and again

漠 DiOn
another name fOr Yunnan

Province

用路オ皮.  yoobёn  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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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番‐オ縫  bOsё   seed

踊並た yё ngy∪ё

eagerly; enthusiastical‐

ly

対策 dulcё

the way to deal with a

sltuatlon

困オ七 kむ nrё o

perplex;puzzle

基金会 iTnhul
fOundation

格 r直.  y6。 16n  cradle

播撒録色紳子

自 1996年 至今 ,大学生録色菅己径挙亦了 7届 ,成力熟愛

自然、美注不保、熱心不保事立的大学生踊妖参与的一項民同不

保活劫。

録色菅毎年笙鉄一次 ,先后到道漠西北原始森林、西蔵末南

地区、新彊北彊吟納斯国家象 自然保押区、南彊塔克拉珂干、天

山等地。毎次逸拝一介不保熟点 ,在科学考察和社会凋査的基拙

上 ,向有美政府央策机杓提供建洪和対策。

径費緊張一宜是困抗唐揚旧的一介荘題 ,他先后拿出数万元

投入到大学生録色菅的活動中。華返的是 ,大学生録色菅逐漸得

到 自然之友、香港長春社、世界愛押劫物基金会、世界 自然基金

会等国隊不保須鉄的美注和支持。2∞2年 ,他述代表大学生録色

菅荻得了福特汽車不保奨 ,実金是 15万元。唐揚 旧欣喜不己
,

“逮宅銭修大学生録色菅升展 3年活劫用了。''

対房届恵汁 200多名菅員来悦 ,参与大学生録色菅活劫是一

次荘得的人生体輸。録色菅播撒下了録色的紳子 ,成了録色人オ

的揺笙 ,不少菅貝后来成力不保須須的骨干 ,例如北京蔵沿羊信

息中心項 目主管胡佳、国際愛押劫物基金会中国代表張立、 “自

然之友"的邦水、録色和平須鉄的救芸、須黎軍等等。

近年来 ,唐揚隅逐在北京、昆明、反日、声州等地作道近百

場報告 ,力不保事立鼓与呼。

(原 作 :剌 毅)

1.島霞参埼等剣了第一届大学生緑色菅活動。

2.唐錫隅和島霞都没有参加第一届緑色菅。

3.毎年有 200多人参加大学生緑色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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