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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класс.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Вариант 1. Бланк для жюри. 

听力（一） 

我们对儿子从小就很严格，一岁时儿子就一个人睡觉。上小学后儿子参加

了武术队，体育馆离家四公里，全是他自己骑车来回，我们没有送过一次。倒不

是做父母的心硬，我们总觉得让孩子吃点儿苦有好处，将来可以更好地适应竞争

环境。 

儿子就在这“残忍”的环境下长到了 10 岁，很懂事，也很聪明。学习上不要

我们操心，生活上很有条理。可总让我弄不懂的是，这孩子什么都会，就是不会

系鞋带。每次穿系鞋带的鞋时，他总是拿着鞋走过来，靠在你的怀里让你替他系，

身子还软软地贴着你，穿好一只脚又伸出另一只脚，显得有些赖皮。你说他，他

也不说什么—— 反正他是不会穿。 

有一天，我有闲工夫，去体育馆看儿子训练。当时儿子正在练一套少林举，

突然他一踢腿，竟然把鞋子踢上了半空中! 全场的人都笑了。儿子赶紧失起鞋穿

上，飞快地系上鞋带，动作十分熟练。我一下子蒙了: 儿子会系鞋带! 

吃晚饭时我问儿子为什么平时假装不会系鞋带，儿子红着脸，半天说出一

句话:“我，我是想让你们抱我一下。” 

这句话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我忽然明白了：我的孩子为了得到爸妈的一

抱，竟然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方式。 

我后悔极了，而我的爱人，已经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了，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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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класс.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Вариант 1. Бланк для жюри. 

听力（一） 

 

一. 根据录音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 父母对孩子为什么严格？ 

A. 让孩子参与竞争 B. 父母不疼爱孩子 

C. 多让孩子吃苦 D. 父母慈爱孩子 

 

2. 孩子 10 岁时有什么特点？ 

A. 从来不操心 B. 生活没有条理 

C. 不会系鞋带 D. 又聪明又懂事 

 

3. 爸爸在体育馆看到了什么？ 

A. 儿子把鞋踢上了半空中 B. 儿子表演前忘记了穿鞋 

C. 儿子打拳的样子很可笑 D. 儿子的拳打得很有样子 

 

4. 什么事儿使父母吃惊？ 

A. 孩子的鞋掉了 B. 孩子会系鞋带 

C. 大家都笑了 D. 孩子拳打得十分熟练 

 

5. 故事结束时父母怎么样了？ 

A. 不明白孩子的行为 B. 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C. 为以前的做法后悔 D. 决定经常抱抱孩子 

 

二. 根据录音内容判断正误： 

1.  儿子上小学就会骑自行车。 正 误 

2.  儿子打拳时鞋掉了。 正 误 

3.  儿子 10 岁时很残忍。 正 误 

4.  我始终不明白儿子为什么假装不会系鞋带。 正 误 

5.  儿子承认是想让我们抱他一下时很不好意思。 正 误 

    

三. 填空： 

1. 上小学后儿子参加了武术队。 

2. 我们总觉得让孩子吃点儿苦有好处，将来可以更好地适应竞争环境。 

3. 你说他，他也不说什么—— 反正他是不会穿。 

4. 有一天，我有闲工夫，去体育馆看儿子训练。 

5. 儿子红着脸，半天说出一句话:“我，我是想让你们抱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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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二） 

不久前，有人和曾做过这样一个调查：“假如你去一座孤岛生活十年,可以

带一台电视机或者一万册图书, 你愿意选择哪一种? ”结果 73.6%的人表示将选择

电视机，其中 58%的人是 25 岁以下的年轻人, 这表明人们对电视的依赖程度有多

么深。 

电视在许多方面有明显的优点，甚至在普及文化知识方面还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电视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这是电视的一个很大的副作用。

电视使人们忘记了阅读,因为往沙发上一靠 ,按一下遥控器,电视节目就会随你调节。

这样做当然要比看没有声音、图像的文字要轻松容易得多。据统计,一个人长到 

20 岁时,看电视的时间至少有 2 万小时。 

能集中注意力是人类宝贵的天赋，但是电视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人们不再

注意其他事情。每天与电视相伴 ,养成了远离书本的坏习惯 ,把最宝贵的时间在不

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消磨掉了。有人算过一笔账:5000 小时是一个大学生获得学

位的时间, 而一万小时足以使一个正常人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或一名工程师。如果

他愿意,他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同时掌握几门外语! 但电视使这种可能性减少了。 

人们也发现，现在有的孩子两三岁就已经有了很强的表达能力。教育学家

认为,这是电视的大量信息对儿童刺激的结果 ,电视开发了他们的语言能力。但奇

怪的是,大多数人长到十几岁时，在读写方面的能力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好。因

为清晰表达思想的能力,必须通过大量的阅读才能获得,而电视是无法培养人们的

这种能力。 

读书的重要性前人已经说得很充分，我们心里也都很明白，那么我们就从

现在开始做吧，站起来关掉电视，去阅读一些有益的书籍，它会增加你的智慧，

使你变得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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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二） 

一. 根据录音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 这是关于什么的调查？ 

A. 人们的爱好 B. 孤岛的情况 

C. 电视机和图书的特点 D. 电视机和图书的影响 

 

2. 电视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A. 帮助人们提高阅读能力 B. 普及了文化知识 

C. 影响了人们的记忆里 D. 损害了健康 

 

3. 短文里说的“坏习惯”是什么？ 

A. 不看书 B. 不珍惜时间 

C. 不能集中注意力 D. 每天看电视 

 

4. 如果利用看电视的时间，可以做什么？ 

A. 成为物理学家 B. 去大学上课 

C. 学会几门外语 D. 搞一些大工程 

 

5. 电视对孩子有什么影响？ 

A. 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B. 孩子们感到电视节目很刺激 

C. 教会他们清晰表达思想 D. 提高了他们的读写能力 

 

二. 根据录音内容判断正误： 

1.  目前大多数人选择书籍。 正 误 

2.  25 岁以上的人将选择电视机。 正 误 

3.  电视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他们不再注意其他事情。 正 误 

4.  有的十几岁的孩子已经有了很好的表达能力。 正 误 

5.  作者建议大家少看电视多读书。 正 误 

 

三. 填空： 

1. 人们对电视的依赖程度有多么深。 

2. 电视在许多方面有明显的优点。 

3. 据统计,一个人长到 20 岁时,看电视的时间至少有 2 万小时。 

4. 清晰表达思想的能力,必须通过大量的阅读才能获得。 

5. 阅读会增加你的智慧，使你变得更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