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 CONCEPT CHINESE TEXTBOOK 3 

新概念汉语 3  课本参考答案 

 

Lesson1 第一次上路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我”既紧张又兴奋，因为“我”第一次开车上路。 

（2）红灯亮了，“我”把车停了下来。 

（3）绿灯亮了，“我”的车熄火了。 

（4）到路口的时候，红灯亮了，过了一会儿绿灯亮了，又过了一会儿绿灯变成了黄灯，黄

灯又变成了红灯。 

（5）“我”的车动不了。 

（6）一位警察走了过来。 

（7）警察说：“小姐，你还没有等到你喜欢的颜色吗？”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我”今天第一次开车上路，觉得既紧张又兴奋。 

（2）到了路口，我”把车停下来以后，车熄火了，动不了了。 

（3）在路口，红灯变成了绿灯，过了一会儿，绿灯变成了黄灯，又过了一会儿，黄灯又变

成了红灯。 

（4）警察走过来，说：“你还没等到喜欢的颜色吗？” 

     这位警察很幽默（yōumò，humorous）。（教师可以让学生自由回答，说出自己对警察

的看法。）  

 

学习语法 

(一）既……又……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既”和“又”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我既紧张又兴奋。  

（2）坐飞机既快又舒服。 

（3）安妮既爱唱歌，又爱跳舞。  

（4）这孩子 5岁，既会说汉语，又会说韩语。 

（5）北京既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又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2、根据图片和提示词语，用“既……又……”完成句子，然后朗读。参考答案： 

（1）这种水果既新鲜又好吃。 

（2）现在的手机既能打电话，又能拍照、上网。 

（3）骑自行车上班既方便，又能锻炼身体。 

（4）阿里既会唱京剧，又会说相声。/ 大卫既不会唱京剧，又不会说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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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双鞋既好看又便宜。/ 那双鞋既不好看又不便宜。 

 

(二) 又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又”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过了一会儿，绿灯变成了黄灯，黄灯又变成了红灯。 

（2）那个女孩儿昨天来了，今天又来了。  

（3）张经理又出差了。 

（4）今年暑假我们又见面了。  

（5）小王又买了一台电脑。 

 

2、用“又”完成句子，然后朗读。参考答案： 

（1）我们昨天考试了，今天又考试了。 

（2）大卫去年来中国了，今年他又来中国了。 

（3）这个故事奶奶上午讲了一遍，下午又讲了一遍。 

（4）昨天你迟到了，今天你怎么又迟到了？ 

（5）上个星期下雪了，这个星期又下雪了。 

 

 做词汇练习： 

1.朗读词语，根据意思给它们分类。参考答案： 

（1）a d h k m（人称代词） 

（2）b e g j l o（疑问代词） 

（3）c f I n（指示代词） 

 

3.加拼音朗读，画出各组汉字笔画不同的地方。参考答案： 

         rén  rù  bā 

（1）人  入  八 

     dà zhàng  tài 

（2）大  丈   太 

     ér   jǐ 

（3）儿  几 

     niú  wǔ 

（4）牛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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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2 您找我有事吗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公共汽车在马路上行驶。 

（2）江日新坐在汽车后面。 

（3）江日新戴着耳机，听着音乐，望着窗外的风景。 

（4）突然一个急刹车，江日新一下子扑到了前面，倒在司机旁边。 

（5）车停下来以后，江日新爬起来看着司机。 

（6）大家以为江日新会跟司机吵一架。 

（7）江日新对司机说：“师傅，您找我有事吗？”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江日新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面，戴着耳机，听着音乐，望着窗外的风景。 

（2）突然一个急刹车，江日新一下子扑到了前面，倒在司机旁边。 

（3）车停下来以后，他爬了起来，看着司机。 

（4）大家都以为江日新要跟司机吵一架，他却笑了笑，对司机说：“您找我有事吗？” 

 

学习语法 

(一）“v.+着”1 

做练习 1： 画出“着”前面的动词。参考答案： 

（1）江日新听着音乐，望着窗外的风景。 

（2）晚饭后，爷爷一直坐在沙发上喝着茶，读着报纸。 

（3）爸爸和哥哥兴奋地聊着那场足球比赛。 

（4）江日新戴着耳机…… 

（5）王方方戴着一条珍珠项链，很漂亮。 

（6）小李穿着白衬衫，系着红领带，脚上却穿着一双运动鞋。 

 

做练习 2：根据图片和提示词语，用“v.+着”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他紧张地开着车，一句话也不说。 

（2）外面刮着风，下着雪。 

（3）老张看书的时候常常戴着眼镜。 

（4）刘奶奶今天过生日，她穿着旗袍，很好看。 

 

(二) 却 

做练习 1：画出“却”前后表示不同意思的部分。参考答案： 

（1）大家都以为，他要跟司机吵一架。没想到，江日新却笑着对司机说：“师傅，您找我

有事儿吗？” 

（2）放暑假了，我想去西安旅游，弟弟却想去上海。 

（3）刘子明年龄虽然小，力气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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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塑料袋给生活带来了方便，却破坏了环境。 

（5）应该来的人没来，不应该来的人却来了。  

 

做练习 2 ：连线成句，然后朗读。参考答案： 

（1）我以为今天会下雨，没想到却是个晴天。 

（2）爸爸刚 40岁，头发却都白了。 

（3）林木住得最远，却第一个到了。 

 

 做词汇练习： 

1.朗读词语，选择相应图片。参考答案： 

（1）a （2）g （3）i （4）h （5）f （6）c （7）b （8）d （9）e 

     

3.朗读词语，根据“下”的意思，给词语分类。参考答案： 

（1）a c g（表示从高的地方到低的地方） 

（2）b h（表示结束） 

（3）d f（表示时间在后或程度低） 

（4）e i（表示动作的次数或短暂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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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3 一片绿叶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女孩儿得了重病。 

（2）女孩儿每天望着窗外的一棵大树。 

（3）秋天来了，树叶一片片落了下来。 

（4）看着秋天的树叶，女孩儿很伤心，她觉得树叶掉光了，她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5）老画家知道女孩儿的心思后，决定帮助她。他画了一片绿叶，挂在树上。 

（6）冬天到了，那片绿叶一直留在树上。 

（7）因为那片绿叶，女孩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 那个女孩儿得了重病，她每天望着窗外的大树。看着树叶一片片落了下来，她很伤 

心，认为树叶掉光的时候，她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2）那片绿叶一直留在树上，因为这片绿叶，女孩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学习语法 

(一）一+重叠量词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一+重叠量词”。参考答案： 

（1）树叶一片片落了下来。 

（2）主持人把嘉宾一个个介绍给大家。 

（3）下班了，同事们一个个都走了，办公室就剩下我一个人。 

（4）孩子们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一件件打开圣诞礼物。 

（5）书要一本本读，文章要一篇篇看，生词要一个个记。 

 

做练习 2 ：根据提示词语，用“一+重叠量词”描述图片。参考答案： 

（1）孩子们一个个跑出了教室。  

（2）同学们把老师的话一句句记下来了。 

（3）她的爱好是一件件试衣服。  

（4）爸爸把客人一个个送走了。 

（5）小明把书一本本放进书包里。 

 

(二）v.+下来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动词和“下来”。参考答案： 

（1）女孩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2）他把客户的地址写了下来。 

（3）我把校长的演讲录了下来。 

（4）请你把这个文件拷下来。 

（5）小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房子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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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练习 2 ：用“v.+下来”组句。参考答案： 

（1）那片树叶让女孩儿活了下来。  

（2）妻子一定要把那件大衣买下来。 

（3）快把这句话记下来。  

（4）安妮把课文一篇篇背了下来。 

（5）公司决定把那个房子租下来。 

 

 做词汇练习 

1.把词语填到相应位置。参考答案： 

大 多 f高 深 g远 长 a咸 快 j热 肥 

小 i少 矮 b浅 近 h 短 淡 c慢 冷 e瘦 

 

     3.把汉字填在相应的位置构成学过的词，然后朗读。参考答案： 

（1）电影院（2）地铁站（3）医院（4）剧院 

（5）图书馆（6）体育馆（7）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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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4 影子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李大朋是一位中学体育老师。 

（2）李大朋的身材又高又大。 

（3）那个夏天的中午，天气非常热。 

（4）李大朋下课以后要去超市买矿泉水。 

（5）走在半路上，李大朋发现一个小男孩儿一直跟着他。 

（6）李大朋问小男孩儿怎么老跟着他。 

（7）小男孩儿觉得在李大朋的影子下面凉快。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李大朋是一位中学体育老师，他的身材又高又大。 

（2）夏天中午的天气非常热，李大朋下课以后觉得又渴又累，就去超市买矿泉水。 

（3）路上一个小男孩儿一直跟着李大朋，因为他觉得天气太热了，在李大朋的影子下面 

凉快。 

 

学习语法 

（一）又……又…… 

 做练习 1：画出“又”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他的身材又高又大。 

（2）这一课的生词又多又难。 

（3）这种水果又贵又不好吃。 

（4）在沙漠里走了一天，他们又累又渴又饿。 

（5）这种工作又苦又累又无聊。 

 

     做练习 2：用“又……又……”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这种汽车又小又舒服。 

（2）这个宾馆的房间又宽敞又安静。 

（3）这顶帽子又漂亮又便宜。 

（4）刘秘书做事又快又好。 

（5）小女孩儿又冷又饿地坐在门外边。 

 

（二）一直 

 做练习 1：画出“一直”后面的动词或形容词。参考答案： 

（1）小男孩儿一直跟着他。 

（2）这个超市的生意一直很好。 

（3）阿里一直想学中国功夫。 

（4）昨天晚上你的电话为什么一直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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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 

 

     做练习 2 ：用“一直”组句。参考答案： 

（1）于文乐一直生活在北京。 

（2）弟弟一直想当律师。 

（3）这个星期上海一直在下雨。 

（4）我最近一直没看见他。 

（5）我一直不知道这儿有个咖啡馆儿。 

 

 做词汇练习 

把它们填到相应的位置。参考答案： 

好 c干净 新 a整齐 饱 b便宜 舒服 e快乐 对 i早 

坏 脏 j旧 乱 d饿 贵 g辛苦 伤心 h错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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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5 画像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那位科学家不喜欢让别人为自己画像。 

（2）有一次，他改变了态度。 

（3）年轻人请求为科学家画像。 

（4）科学家说他没有时间。 

（5）年轻人诚恳地说，他非常需要卖这幅画儿的钱。 

（6）最后，科学家马上坐了下来，微笑着说：“年轻人，开始吧。”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科学家从来不让人为自己画像，但是有一次，他改变了态度。 

（2）那位画家请求为科学家画像，可是科学家说他没有时间。 

（3）画家诚恳地说，他非常需要卖这幅画儿的钱，所以科学家答应了他的请求，马上坐了

下来。 

 

学习语法 

（一）从来 

 做练习 1：画出“从来”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有一位科学家从来不让人为自己画像。  

（2）我从来不在网上购物。 

（3）李兰性格很好，她从来不生气。  

（4）这件事我从来没听说过。 

（5）实验失败了很多次，但他从来没想过放弃。 

 

 做练习 2：用“从来”组句。参考答案： 

（1）丈夫从来不收拾房间。 

（2）老李从来没去过杭州。 

（3）海南从来没下过雪。  

（4）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这个人我从来没见过。 

（5）小孙喝咖啡从来不放糖。 

 

（二）为 

 做练习 1：画出“为”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有一位科学家从来不让人为自己画像。 

（2）晚会上，他为大家表演了一个节目。 

（3）让我们为运动员加油！  

（4）请您为我们拍张合影好吗？ 

（5）明天是爷爷的生日，我为他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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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练习 2 ：根据图片，用“为”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老画家为女孩儿画了一片绿叶。  

（2）校长为获奖的同学发奖。 

（3）参加晚会前，姐姐为我化妆。 

（4）服务员为我拿来一份菜单。 

（5）刘秘书为经理订飞机票。 

 

 做词汇练习 

1.朗读词语，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1）c （2）g （3）a （4）d （5）h （6）b （7）e （8）j （9）f （10）i 

 

2.在上面名词前加动词。参考答案： 

报纸：看报纸、买报纸、卖报纸          词典：查词典、买词典、借词典 

杂志：看杂志、买杂志、卖杂志          照片：拍照片、看照片 

中国画：画中国画、学中国画            字典：查字典、买字典、借字典 

书：看书、读书、买书、卖书、借书      票：买票、卖票、订票、退票 

护照：办护照                          画像：画画像 

 

3.朗读下列词语，然后根据“学”的意思给词语分类。参考答案： 

（1）a c e i（表示学校） 

（2）f b h j（表示学习） 

（3）g d（表示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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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6 想哭就哭吧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爱哭是一个原因。 

（2）人伤心的时候，身体里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 

（3）眼泪可以清除人伤心时产生的有害物质。 

（4）忍着不哭，身体里产生的有害物质不能被清除，会影响身体健康。 

（5）伤心的时候，应该想哭就哭。 

（6）哭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 15分钟，时间太长，反而对身体不好。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女人的平均寿命比男人长，爱哭是一个原因。 

（2）不要忍着不哭。因为人在伤心的时候，身体里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眼泪可以清除这

些物质。如果忍着不哭，身体里的有害物质不能被清除，就会影响身体健康。 

（3）伤心的时候，想哭就哭吧。不过，最好不要超过 15分钟，时间太长，反而对身体不

好。 

 

学习语法 

（一）想 v.就 v. 

 做练习 1：朗读句子，画出“想”和“就”后面的动词。参考答案： 

（1）伤心的时候，想哭就哭吧。 

（2）这件衣服很适合你，想买就买吧。 

（3）大家如果有不同意见，想说就说吧。 

（4）冰箱里有饮料，你想喝就喝吧。 

（5）这里上网不收费，你想上（网）就上（网）吧。 

 

做练习 2：根据图片和提示词语，用“想 v.就 v.”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时间太晚了，想睡就睡吧。 

（2）今天晚上大家要玩儿得开心，想唱就唱，想跳就跳。 

（3）这种东西北京买不到，你想买就买吧。 

（4）桌子上有水果，你想吃就吃吧。 

（5）考完试了，你想看电影就看吧。 

 

（二）反而 

     做练习 1：朗读句子，画出“反而”前后两部分内容。参考答案： 

    （1）哭的时间太长，反而对身体不好。 

    （2）孙经理做生意没赚钱，反而赔钱了。 

    （3）房价高了，反而卖得更快了。 

    （4）博物馆的门票贵了，参观的人反而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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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吃了这种药，他的感冒不但没好，反而更严重了。 

 

做练习 2：连线成句。参考答案： 

（1）晚上九点了，街上的人没有少，反而多了。 

（2）王方方住得最远，反而第一个到了。 

（3）风不但没停，反而更大了。 

（4）大卫个子最小，反而跑得最快。 

（5）他最近吃得很多，反而更瘦了。 

 

 做词汇练习 

1.把词语填到图中相应的位置。参考答案： 

左边从上到下依次是：c、i、f、g、e、k 

右边从上到下依次是：d、j、a、h、b 

 

2.在上面的名词前面或后面加上形容词或动词。参考答案： 

（1）大鼻子 （2）嗓子疼 （3）头疼 （4）黄头发 （5）刷牙 

（6）大眼睛 （7）流眼泪 （8）小嘴 （9）戴眼镜 （10）黑眉毛 

（11）伸舌头（shēn，to outstretch） 

 

3.写出汉字拼音，画出各组汉字中不同的部分。参考答案： 

         jué  kuài  kuài 

（1）决   块   快 

         xiū  tǐ 

（2）休  体 

      yīn  kùn 

（3）因  困 

jìn  jìn 

    （4）近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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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7 照片是我的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小张去一家商店买东西了。 

（2）回家以后，小张发现他把照相机落在商店了。 

（3）小张给店主打了电话。 

（4）店主说，有人捡到了照相机，让他赶快去取。 

（5）取回照相机后，小张发现照相机里多了两张照片。 

（6）女孩儿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照相机是我捡到的！” 

（7）男孩儿手里也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照片是我照的！”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小张去商店买东西，回到家才发现把照相机落在那儿了，于是就赶紧给店主打电话。 

（2）店主说，有人捡到了照相机，让小张赶快去取。小张取回照相机，发现多了两张照片。 

（3）照相机是一个女孩儿捡到的。因为照相机里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女孩儿，她手里举着一 

个牌子，上面写着：“照相机是我捡到的！” 

 

学习语法 

（一）才、就 

 做练习 1：朗读句子，画出“才”或“就”后面的动词或短语。参考答案： 

（1）小张回到家才发现把照相机落在商店了。 

（2）昨天林木加班，十二点才离开公司。 

（3）他生病以后才知道健康最重要。 

（4）小张回到家就赶紧给商店打电话。 

（5）别着急，医生马上就来。 

（6）丁先生刚搬到这里就认识了很多朋友。 

 

做练习 2：选择“才”或“就”填空。参考答案： 

（1）假期刚开始阿里就去旅游了。 （就） 

（2）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才） 

（3）刚到 11月，北京就开始下雪了。（就） 

（4）我们等了两个小时，飞机才起飞。（才） 

（5）早上六点弟弟就去学校了。 （就） 

（6）到了火车站，他才想起忘了带火车票。（才） 

 

（二）“v.+着”2 

 做练习 1：画出“着”前面的动词。参考答案： 

（1）那个女孩儿手里举着一个牌子。  

（2）桌子上放着很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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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黑板上写着很多中文句子。  

（4）那座山上种着很多苹果树。 

（5）幼儿园门口停着很多汽车。 

 

     做练习 2 ：用“v.+着”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图书馆外边种着很多花儿。 

（2）方方手里拿着白色的手机。 

（3）树下坐着两个年轻人。  

（4）前面的牌子上写着“吸烟有害健康”。 

（5）博物馆里挂着很多历史照片。 

 

 做词汇练习 

说词语的共同特点。参考答案： 

（1）kāfēiguǎnr    miàntiáor    nǚháir     nánháir 

咖啡馆儿     面条儿     女孩儿     男孩儿 

“儿”是名词后缀，一般表示小、随意、喜爱、亲切等含义； 

（2）zhèr      nàr      nǎr 

         这儿     那儿     哪儿 

“指人或事物的代词+“儿”变为指地点的代词； 

（3）érzi      nǚ'ér     yòu'éryuán 

         儿子     女儿     幼儿园 

“儿”表示“小孩子”，读音扔为 é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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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8 采访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钱锺书是中国著名的作家。 

（2）小说《围城》写的是几个年轻人的工作、生活和婚姻的故事。 

（3）电视台把《围城》改编成了电视剧。 

（4）这部电视剧非常受欢迎。 

（5）记者们想采访钱锺书，但是钱锺书拒绝了他们的采访。 

（6）钱锺书说：“你吃了一个好吃的鸡蛋，一定要认识那只生蛋的母鸡吗？”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钱锺书写了小说《围城》，写的是几个年轻人的工作、生活和婚姻的故事。 

（2）电视台把他的小说《围城》改编成了电视剧，这个电视剧播出后，非常受欢迎。 

（3）钱锺书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他说：“你吃了一个好吃的鸡蛋，一定要认识那只生蛋的 

母鸡吗？” 

 

学习语法 

（一）把+X+v.+成+Y 

     做练习 1：画出 X和 Y。参考答案： 

（1）电视台把《围城》改编成了电视剧。 

（2）本杰明把“银行”念成了“很行”。 

（3）他把这个英文小说翻译成了中文。 

（4）他把自己打扮成圣诞老人，给孩子们送礼物。 

（5）老师想把她培养成一个音乐家。 

 

做练习 2：用“把+X+V.+成+Y”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他把英镑换成了人民币。  

（2）快递员把“林木”说成了“木林”。 

（3）大卫把“好”写成了“女子”。  

（4）方方把刘大双看成了刘小双。 

（5）本杰明把 21 号听成了 27号。 

 

（二）一定 

     做练习 1：画出“一定”后面的动词或短语。参考答案： 

（1）你一定要认识那只生蛋的母鸡吗？ 

（2）今天的工作我一定要完成。 

（3）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然环境。 

（4）下雪了，您一定要慢点儿走。 

（5）你回国的时候，我一定去机场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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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练习 2 ：用“一定”组句。参考答案： 

（1）我一定要去中国留学。 

（2）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早点儿睡。 

（3）我一定要看这个电影。 

（4）你一定要学好汉语。 

（5）同学们明天一定要交作业。 

 

 做词汇练习： 

朗读词语，选择相应图片。参考答案： 

（1）c （2）d （3）a （4）g （5）f （6）h （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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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9 袁隆平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袁隆平是中国一位有名的科学家。 

（2）袁隆平几十年如一日地培育杂交水稻。 

（3）袁隆平被人们称作“杂交水稻之父”。 

（4）1973年，他培育的水稻亩产量是 500公斤。 

（5）2001年，水稻的亩产量是 926公斤。 

（6）他培育出的水稻为中国增产了几亿吨粮食。 

（7）100多个国家引进了他培育出的水稻。 

（8）袁隆平解决了世界上 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袁隆平是中国一位有名的科学家，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培育杂交水稻，被人们称作“杂 

交水稻之父”。 

（2）1973年，他培育出的杂交水稻亩产量从 300公斤提高到 500公斤；2001 年，亩产量

又提高到 926 公斤。 

（3）他培育出的水稻为中国增产了几亿吨粮食，并被 100多个国家引进；这些粮食可以解 

决世界上 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 

 

学习语法 

（一）v.+出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出”前面的动词。参考答案： 

（1）他培育出的水稻为中国增产了几亿吨粮食。 

（2）客人来了，妈妈很快就做出了一桌丰盛的菜。 

（3）要写出一篇好文章真不容易。  

（4）林木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5）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做练习 2：根据提示，用“v.+出”描述。参考答案： 

（1）方方猜出了送礼物的人。  

（2）他找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3）你能说出这句话的中文意思吗？  

（4）她一个月就写出了一本小说。 

（5）画家很快为科学家画出了一幅画像。 

 

（二）并 

     做练习 1：画出“并”前面和后面的词语或分句。参考答案： 

（1）他培育出的水稻为中国增产了几亿吨粮食，并被美国、日本等 100多个国家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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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锺书的《围城》被翻译成了很多种语言，并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3）网络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4）在工作中，我们要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5）王懿荣是中国发现并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 

 

 做练习 2 ：连线成句。参考答案： 

（1）他写了一篇文章，并把它翻译成了英语。 

（2）他 2012年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工作。 

（3）在这次采访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并认识了很多有名的人。 

（4）这种水果受到人们的喜欢，并被很多国家引进。 

（5）他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做了精彩的演讲。 

 

 做词汇练习 

1.朗读下列词语，然后从小到大排序。参考答案： 

零、半、一、两、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 

 

2.读出下列数字。参考答案： 

（1）一百五十九  

（2）两千四百六十八  

（3）五万两千七百四十一 

（4）六十三万五千二百一十  

（5）九百二十三万五千零七十六 

（6）八千二百三十六万七千五百  

（7）三亿两千六百九十二万四千 

 

3.给汉字加拼音，画出汉字笔画不同的地方。参考答案： 

me   gōng    

（1）么    公 

qiān  gàn  yú 

（2）千    干   于 

dāo   lì 

（3）刀    力 

bái    zì 

（4）白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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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0 幸福就像自助餐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幸福就像自助餐。 

（2）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爱好选东西。 

（3）每个人盘子里的菜都是不一样的。 

（4）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 

（5）吃自助餐时，人们的需求不同。幸福也是这样，每个人的需求也不同。 

（6）有的人在自己的幸福盘子里装满了钱，有的人装满了情感，有的人装满了成功的事业。 

（7）我的盘子里装的是……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爱好选东西，并根据自己的饭量放在各自的盘子里，每个人盘子

里的菜都是不一样的。 

（2）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需求也不同。 

（3）有的人觉得幸福是自己的盘子里装满了钱，有的人觉得是装满了情感，有的人觉得是 

装满了成功的事业。 

 

学习语法 

（一）像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像”前后的词语。参考答案： 

（1）幸福就像自助餐。 

（2）生活就像旅行，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风景。 

（3）读好书就像喝好茶，需要慢慢品味。 

（4）没想到，这次比赛我获奖了，真像做梦。 

（5）我们希望汉语像一座桥，把中国和世界连在一起。 

 

做练习 2：用“像……”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大花园，有很多花儿和树。 

（2）我们的汉语老师就像一本活词典，什么都知道。 

（3）这里的风景就像一幅画，非常漂亮。 

（4）夏天的天气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5）邓老师的家像图书馆，什么书都有。 

 

（二）对 

     做练习 1：画出“对”后面的名词或代词。参考答案： 

（1）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需求也不同。 

（2）广告对产品的销售很有帮助。 

（3）他对历史感兴趣，我对地理感兴趣。 

（4）校长对老师们的工作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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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我对他不太了解。  

 

 做练习 2 ：用“对”组句。参考答案： 

（1）每个人对成功的理解都不一样。 

（2）手机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很大。 

（3）运动员对这次比赛成绩很不满意。 

（4）他说的话对我很有帮助。 

（5）吸烟对健康有害。 

  

 做词汇练习 

1.为词语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1）g （2）d （3）j （4）b （5）i （6）k （7）e （8）f （9）h （10）a （11）c 

 

3.朗读下列词语，根据“学”的意思给词语分类，说说共同部分是什么意思。参考答案： 

（1）a c e（“疒”跟疾病有关） 

（2）b f h （“厂”跟房屋或空旷的地方有关） 

（3）g d （“广”跟房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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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1 水晶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太阳系有八大行星。 

（2）水星离太阳最近。 

（3）水星非常小，跟地球相比，它只能算是个“小兄弟”。 

（4）水星表面的最高温度是 430摄氏度，最低温度是零下 170摄氏度。 

（5）水星表面有很多山。 

（6）水星上的山都是用世界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名字命名的。 

（7）这些山有 15 个是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水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它非常小，跟地球相比，它只能算是个“小兄弟”。 

（2）水星表面的温差很大，因为它离太阳最近，太阳照到的地方温度高达摄氏 430度，照 

不到的地方只有零下 170摄氏度。 

（3）水星上有很多山，它们都是用世界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名字命名的，其中有 15

个是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 

 

学习语法 

（一）算是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算是”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水星非常小，跟地球相比，它只能算是个“小兄弟”。 

（2）本杰明很了解中国文化，算是个中国通了。 

（3）她在这个公司算是个不错的销售员。 

（4）刘教授非常受欢迎，算是这个大学里最有名的人了。 

（5）你觉得怎样才算是真正的朋友？ 

 

做练习 2：连线成句。参考答案： 

（1）大卫爱吃各种美食，算是个美食家了。 

（2）如果这也算是小说，那谁都能写。 

（3）他这么爱学习，算是个好学生。 

（4）林木家书多极了，算是个小图书馆了。 

（5）这个餐厅不大，人也不多，只能算是个小饭馆儿。  

 

（二）X离 Y远/近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离”前面和后面的名词性词语。参考答案： 

（1）水星离太阳最近。  

（2）这家超市离地铁站很近。 

（3）我家离国际会议中心不远。  

（4）上海离西安挺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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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理想总是离现实很远。 

 

做练习 2 ：根据图片，用“X离 Y远/近”描述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参考答案： 

（1）幼儿园离公园很近。  

（2）邮局离中国银行不远。 

（3）饭馆儿离超市很近。 

（4）图书馆离博物馆很远。 

（5）火车站离机场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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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2 送蜡烛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一个年轻女人刚搬到新家，晚上忽然停电了。 

（2）停电以后，她想点着蜡烛。 

（3）这时她听到有人敲门。 

（4）敲门的人是隔壁家的小女孩儿。 

（5）小女孩儿说：“阿姨，您家有蜡烛吗？” 

（6）女人以为小女孩儿是来借蜡烛的，所以很不高兴。 

（7）女人冷冰冰地说：“没有。” 

（8）小女孩儿来给她送蜡烛。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女人刚搬到新家，晚上忽然停电了，她找出蜡烛，想把蜡烛点着。 

（2）女人以为小女孩儿是来借蜡烛的，她想：我刚搬来你就来借东西。于是她冷冰冰地说：

“没有。” 

（3）女人没想到小女孩儿却得意地笑着说：“我知道您家没有蜡烛，就给您送来了。” 

 

学习语法 

（一）原来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原来”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她打开门，原来是隔壁家的小女孩儿。 

（2）我找你半天没找到，原来你在这儿啊。 

（3）怪不得最近她这么累，原来她儿子生病住院了。 

（4）怪不得你们长得这么像，原来是双胞胎啊。 

（5）我的手机突然关机了，原来是没电了。 

 

做练习 2：根据图片，用“原来”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早上，窗外的树都变成了白色，原来下雪了。 

（2）房间里的灯突然不亮了，原来停电了。 

（3）我很长时间没看到小李，原来他出国了。 

（4）他最近瘦了很多，原来他病了。 

（5）早上我到了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原来今天是星期日。 

 

（二）给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给”后面的名词或代词。参考答案： 

（1）我给您送来了。 

（2）小王很幽默，经常给大家讲笑话。 

（3）大卫给家人介绍了他在中国的生活。 

（4）昨天李老师给同学们做了一个精彩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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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今天他又给我安装了一个新软件。 

 

做练习 2 ：用“给”组句。参考答案： 

（1）男朋友给她买了一张电影票。 

（2）校长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3）姐姐给方方买了很多旅游书。 

（4）妈妈给我们做了很多好吃的。 

（5）我给她留了我的手机号码。 

 

 做词汇练习 

把词语填到图中相应的位置。参考答案： 

（1）f （2）d （3）h （4）b （5）a （6）i （7）g （8）j （9）c （1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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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3 卖扇子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老奶奶在集市上卖扇子。 

（2）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人买她的扇子。 

（3）他拿起扇子就在上面写起字来。 

（4）老奶奶很不高兴，不让他写。 

（5）他极其自信地说：“您放心，写了字保证就有人买了。” 

（6）他刚走，人们立刻围了上来，抢着买，扇子很快就卖光了。 

（7）写字的人叫王羲之。 

（8）王羲之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老奶奶在集市上卖扇子，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人买，她十分着急。 

（2）走过来的人拿起扇子就在上面写起字来。老奶奶很不高兴，不让他写。 

（3）写字的人极其自信地说：“您放心，写了字保证就有人买了。”果然，他刚走，人们 

立刻围了上来，抢着买，扇子很快就卖光了。 

（4） 原来，写字的人是王羲之，他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 

 

学习语法 

（一）v./adj.+起来 

 做练习 1：朗读句子，画出“起来”前面的动词或形容词。参考答案： 

（1）这个人拿起扇子就在上面写起字来。 

（2）他刚唱完，观众就鼓起掌来。 

（3）我刚到家电话就响起来了。 

（4）春天到来，天气暖和起来了。 

（5）这种手机是最新款式，一定会很快流行起来。 

 

做练习 2：根据图片，用“v./adj.+起来”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我们刚出地铁站就下起雨来。  

（2）听了他的话，大家都笑起来了。 

（3）小明回到家就吃起饭来。  

（4）他拿起笔，就开始写起字来。 

（5）夏天到了，天气热了起来。 

 

（二）v.+上来 

     做练习 1：画出“上来”前面的动词。参考答案： 

（1）他刚走，人们立刻围了上来。 

（2）张老师通知大家明天把读书报告交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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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完菜，服务员很快就把菜端了上来。 

（4）我们刚到公司门口，经理就迎了上来。 

（5）比赛快结束的时候，第 2名运动员追了上来。 

 

做练习 2 ：为下列句子选择合适的动词。参考答案： 

（1）d （2）e （3）a （4）b （5）c 

 

 做词汇练习 

1.为词语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1）k （2）h （3）j （4）l （5）c （6）i 

（7）e （8）b （9）d （10）g （11）a （12）f 

 

3.朗读词语，给词语分类。参考答案： 

（1）a f i（“家”指家庭） 

（2）b d g（“家”指家庭的住所，是一个地方） 

（3）c e h （“家”指从事某种专门活动或掌握某种专门学识的一类人，用在某些名词后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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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4 找声音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妻子跟丈夫吵架了，所以她好几天都不跟丈夫说话。 

（2）丈夫下班回家，一进屋就翻箱倒柜地找东西。 

（3）妻子觉得很奇怪，几次想问都忍住了。 

（4）丈夫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5）妻子生气地问：“你到底要找什么？” 

（6）听了妻子的话，丈夫高兴地喊了起来。 

（7）丈夫在找妻子的声音。 

（8）两人和好了。 

 

 成段表达练习 1：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这对夫妻吵架了，妻子好几天都不跟丈夫说话。 

（2）丈夫下班回家，一进屋就翻箱倒柜地找东西，妻子觉得很奇怪，几次想问都忍住了。 

最后，丈夫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妻子终于忍不住问了。 

（3）妻子问丈夫到底要找什么，丈夫高兴地喊起来：“我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就是你的 

声音！”听了丈夫的话，妻子笑了。 

 

学习语法 

（一）一……就…… 

     做练习 1：画出“一”和“就”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丈夫一进屋就翻箱倒柜地找东西。 

（2）地铁站不远，往前走，一拐弯就到了。 

（3）这首中文歌很简单，一学就会。 

（4）这句话我一听就明白了。 

（5）今天，马经理很累，一回家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电视就睡着了。这时邻居来敲

门，邻居一敲门，马经理就醒了。 

 

     做练习 2：根据提示词，用“一……就……”描述图片。参考答案： 

（1）这篇课文不难，学生一看就懂了。 

（2）今天孙秘书很忙，一上班就开始打电话。 

（3）同学们一见面就聊了起来。 

（4）孙老师一猜就知道是谁写的字。 

 

（二）终于 

 做练习 1：画出“终于”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妻子终于忍不住了，生气地问：“你到底要找什么？” 

（2）丈夫等了一个小时，妻子终于打扮好了。 

（3）他终于实现了童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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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的信我终于看懂了。 

（5）阿里终于通过了新 HSK6级考试。 

 

 做练习 2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参考答案： 

（1）小李终于 a 了车钥匙。 

（2）两个小时候后，考试终于 b 了。 

（3）一个小时后，西班牙队终于 a 了。 

（4）哥哥终于大学 a 了。 

（5）他终于 b 了这篇小说。 

 

 做词汇练习 

1.按程度给词语排序。参考答案： 

程度由低到高依次是： c d a b e 

程度由低到高依次是： a c b 

    

3.朗读汉字，给汉字分类。参考答案： 

（1）租 称 稻 种（“禾”跟农业生产有关系） 

（2）箱 笔 篮 筷（“ ”跟竹子有关系） 

（3）草 药 茶 花（“艹”跟植物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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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5 一封被退回来的信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昨天他收到了一封被退回来的信。 

（2）他看了收信人的邮政编码、地址和寄信人的邮政编码、地址。 

（3）他没发现什么问题。 

（4）他觉得是邮局的问题。 

（5）他突然看到贴邮票的地方，竟然是一张他自己的照片。 

（6）他想起他准备寄信的时候，正忙着填写考试报名表。 

（7）贴照片的时候，他觉得很奇怪，因为少了张照片。 

（8）因为他在贴邮票的地方贴了一张自己的照片。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昨天他收到了一封被退回来的信。他从收信人的邮政编码到地址，再从寄信人的邮政 

编码到地址，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没发现什么问题。 

（2）他正在埋怨邮局的时候，突然看到贴邮票的地方，竟然是一张他自己的照片。 

（3）最后他明白了，因为他突然想起，准备寄信的时候，他正忙着填写考试报名表，把照

片贴在了信封上。 

 

学习语法 

（一）竟然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竟然”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贴邮票的地方，竟然是一张我自己的照片。 

（2）这么简单的字，他竟然写错了，太粗心了。 

（3）那个人我见过两次，竟然没有一点儿印象。 

（4）几年前流行的衣服样式今年竟然又流行起来了。 

（5）导游竟然找不到博物馆的入口。 

 

做练习 2：把“竟然”放入句中正确位置。参考答案： 

（1）钱先生竟然没有钱。(b)  

（2）我竟然不知道我的两个同事是夫妻。（a） 

（3）刘先生竟然会忘了自己的房间号。(a) 

（4）这里的房租太贵了，每个月竟然要 6600块钱。(c) 

（5）聊了半个小时，奶奶竟然不知道接电话的人是谁。(b) 

 

（二）“怎么”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怎么”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怎么少了张照片呢？ 

（2）你怎么不尝尝我做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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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航班怎么又晚了？ 

（4）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5）刘教授怎么做起生意来了？ 

 

做练习 2 ：连线组成对话。参考答案： 

（1）马华怎么又搬家了？因为他又换工作了。 

（2）你怎么关机了？手机没电了。 

（3）你怎么才来？因为我的车坏了。 

（4）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因为我当爸爸了！ 

（5）今天人怎么这么多？今天商场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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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6 汽车的颜色和安全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研究发现，汽车的颜色和安全的关系很大。 

（2）白色和银色的汽车最安全。 

（3）红色、蓝色和绿色的汽车比较安全。 

（4）黑色的汽车最不安全。 

（5）浅颜色让人觉得车更宽、更大，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6）深颜色和道路环境的颜色接近，尤其傍晚和雨天，不容易被人看清楚。 

（7）行车安全，最重要的是良好的开车习惯。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汽车的颜色和安全的关系很大，白色和银色最安全，红色、蓝色和绿色比较安全，黑 

色最不安全。 

（2）浅颜色让人觉得车更宽、更大，比深颜色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深颜色和道路环境的 

颜色接近，尤其傍晚和雨天，不容易被人看清楚，比较容易发生事故。 

（3）行车安全最重要的不是汽车的颜色，而是良好的开车习惯。 

 

学习语法 

（一）尤其 

     做练习 1：画出“尤其”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深颜色和道路环境的颜色接近，尤其傍晚和雨天，不容易被人看清楚。 

（2）酒喝得太多对身体不好，尤其会影响到心脏健康。 

（3）家人的意见，尤其是爸爸的意见，对我来说很重要。 

（4）现在环境污染很厉害，尤其是大城市。 

（5）研究表明，白色、黄色、红色三种颜色的花儿最香，尤其是白色的花儿。 

 

     做练习 2：连线成句。参考答案： 

（1）安妮很喜欢中国音乐，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 

（2）节日的时候人们喜欢发短信，尤其是春节。 

（3）妹妹的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 

（4）这个餐厅人很多，尤其是周末。 

 

（二）不是……而是……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不是”和“而是”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行车安全，最重要的不是汽车的颜色，而是良好的开车习惯。 

（2）旅游最重要的不是去哪儿，而是跟谁一起去。 

（3）观众说，他们不是在看演出的时候睡觉，而是在睡觉的时候看演出。 

（4）大自然缺少的不是美，而是发现美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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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最需要的不是留住她的人，而是留住她的心。 

 

     做练习 2 ：根据图片，用“不是……而是……”把两个句子合成一个句子。参考答案： 

（1）哥哥不是出国留学，而是出国工作。 

（2）商场五层不是餐厅，而是电影院。 

（3）房租不是一个月付一次，而是一年付一次。 

（4）爸爸不是太困了，而是不喜欢看这个电影。 

 

 做词汇练习 

1.给相关词语连线。参考答案： 

3—6岁 幼儿 幼儿园  

6—12岁 小学生 小学 

12—15岁 中学生（初中生）中学（初中）  

15—18岁 中学生（高中生） 中学（高中） 

18—22岁 大学生 大学  

22—25岁 研究生（硕士） 大学 

25—28岁 研究生（博士）大学 

 

3.朗读汉字，给汉字分类。参考答案： 

（1）跟、很、眼、恳、根、银（表示整字的发音与“艮”（gèn）有关） 

（2）娘、浪、良、粮（表示整字的发音与“良”（liáng）有关） 

（3）退、腿（表示整字的发音与“退”（tuì）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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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7 明天别来了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张老板去工厂检查工作。 

（2）年轻人懒洋洋地靠在箱子上。 

（3）张老板问年轻人一周挣多少钱。 

（4）年轻人一周挣五百元。 

（5）听了年轻人的回答，张老板拿出五百元给他，让他明天别来了。 

（6）年轻人收下钱就走了。 

（7）张老板问工人那个年轻人在他们厂工作多长时间了。 

（8）工人小心翼翼地回答：“他不是咱们厂的，他是来送快递的”。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张老板去工厂检查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个年轻人懒洋洋地靠在箱子上。 

（2）张老板问这个年轻人一周挣多少钱，年轻人说五百元；张老板拿出五百元给他，让他

明天别来了。 

（3）那个年轻人不是这个工厂的工人，他是来送快递的。 

 

学习语法 

（一）地 

     做练习 1：画出“地”前面的形容词、副词和后面的动词。参考答案： 

（1）一个年轻人懒洋洋地靠在箱子上。  

（2）他们一见面就开心地聊了起来。 

（3）她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4）任务终于完成了，我们应该好好儿地休息休息。 

（5）王经理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公司的情况。 

  

     做练习 2：根据图片和提示词语，用“地”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房间太乱了，你好好儿地打扫一下吧。 

（2）老王懒洋洋地躺着晒太阳。 

（3）听了他的话，女孩儿高兴地笑了。 

（4）姐姐生气地问：“我的眼镜是你摔坏的吗？” 

（5）那位女士冷冰冰地回答：“我不知道。” 

 

（二）别+v.+了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别”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明天你别来了。  

（2）你别等了，她肯定不会来了。 

（3）你别走了，就在这儿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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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别难过了，他的病会好起来的。 

（5）出门前，别忘了关灯。 

 

做练习 2 ：用“别+v.+了”描述图片。参考答案： 

（1）你别哭了。  

（2）别开车了。  

（3）别上网了。/别玩儿电脑了。 

（4）别吵了。 

（5）别说话了。 

 

 做词汇练习 

1.为词语选择相应图片。参考答案： 

（1）c d a e b  

（2）c b a e d 

 

3.给下列汉字加上拼音，然后画出各组汉字中不同部分。参考答案： 

         bǐ   běi 

（1）比   北 

         dì   dì 

（2）弟   第 

chù   wài  míng  duō 

 （3）处   外   名   多 

wèi   bàn 

（4）为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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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8 狗不理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狗不理”包子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2）店主叫高贵友，小名叫“狗子”。 

（3）高贵友做的包子又好吃又好看，还很便宜。 

（4）店里的顾客太多了，所以他忙不过来。 

（5）他让顾客把钱放在桌子上，他根据钱数给包子。 

（6）因为太忙，他没有时间跟顾客说话。 

（7）因为他没有时间跟顾客说话，人们开玩笑说：“狗子卖包子，谁都不理”。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 传说，高贵友是天津“狗不理”包子店的店主，小名叫“狗子”，他做的包子又好看 

          又好吃，还很便宜。 

（2） 店里的顾客太多了，他忙极了，只好让顾客把钱放在桌子上，他根据钱数给包子。 

（3） 因为太忙，他没有时间跟顾客说话，人们就开玩笑说：“狗子卖包子，谁都不理。” 

          后来，他家的包子就被叫作“狗不理”了。 

 

学习语法 

（一）还 

 做练习 1：画出“还”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狗子做的包子又好吃又好看，还很便宜。 

（2）北京的春天经常刮风，还很干燥。 

（3）这种调查方法又快又准确，还很简单。 

（4）今天我第一次开车，又紧张又兴奋，还有点儿害怕。 

（5）刘老师又高又帅，还很幽默，学生们都很喜欢他。 

 

 做练习 2：用“还”组句。参考答案： 

（1）那个房子宽敞漂亮，还不贵。  

（2）安妮会弹钢琴，还会拉小提琴。 

（3）这双鞋又好看又便宜，还很舒服。  

（4）这个工作工资不高，还很辛苦。 

（5）他会唱京剧，也喜欢听相声，还想学太极拳。 

 

（二）只好 

 做练习 1：画出“只好”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他只好让顾客把钱放在桌子上。  

（2）明天有大雨，运动会只好推迟了。 

（3）他们在一起总是吵架，只好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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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上车太多了，能不能赶上飞机，我只好听天由命了。 

（5）西医没治好我的病，我只好去看中医。 

 

     做练习 2 ：根据图片，选择合适的词语，用“只好”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他受伤了，只好在家休息。 

（2）丈夫忘了带钥匙，只好等妻子回来开门。 

（3）她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只好去读研究生。 

（4）电梯坏了，老李只好走上去。 

（5）我的自行车坏了，我只好走路去学校。 

 

 做词汇练习 

1.朗读下列词语，然后为它们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1）e （2）j （3）i （4）g （5）f （6）h 

（7）d （8）b （9）k （10）c （11）a 

 

3.朗读词语，给词语分类。参考答案： 

（1）快  快递  赶快（这里的“快”表示速度高，与“慢”相对） 

（2）快乐  凉快 愉快（这里的“快”跟心情有关系，表示高兴、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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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9 不敢说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第一次，因为嗓子疼，小李去了医院看病。 

（2）大夫认真检查后说小李的扁桃体发炎了，最好切除。 

（3）听了大夫的话，小李做了手术，把扁桃体切掉了。 

（4）过了半年，小李肚子疼得受不了，所以又去找大夫。 

（5）大夫说小李的盲肠发炎了，必须切除。小李听了大夫的建议，把盲肠也切掉了。 

（6）又过了半年，小李因为头疼，又去找大夫。 

（7）大夫问小李怎么了。 

（8）小李回答：“我不敢跟您说”。 

（9）小李头疼。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小李嗓子疼，到医院看病，大夫认真检查后说：“扁桃体发炎了，最好切除。”小李听

了大夫的建议，做了手术，把扁桃体切掉了。 

（2）小李肚子疼得受不了，又去找大夫。大夫说是盲肠发炎了，必须切除。小李听了大夫

的建议，把盲肠也切掉了。 

（3）小李又去找大夫，大夫问他：“你又怎么了？”小李小声说：“我不敢跟您说。”大夫

问他到底怎么了，小李说自己头疼。 

 

学习语法 

（一）必须 

     做练习 1：画出“必须”或“不必”后面的动词或短语。参考答案： 

（1）盲肠发炎了，必须切除！  

（2）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 

（3）最近我又长了五斤，必须减肥了。  

（4）今天的考试很简单，不必紧张。 

（5）离登机时间还早呢，你不必着急。 

 

做练习 2：根据图片，用“必须/不必+v.”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已经 12点了，我必须睡觉了。 

（2）你发烧了，必须去医院/必须吃药。 

（3）坐飞机的时候，手机必须关机。 

（4）我们很快就到火车站了，你不必着急。 

（5）明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你不必难过。 

 

（二）跟 

做练习 1：画出“跟”后面的名词或代词。参考答案： 

www.aolifo.de

http://www.blcup.com/Res


（1）我不敢跟您说。 

（2）这件小事小刘跟我说过，可是我忘了。 

（3）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得跟你们解释一下。 

（4）你跟大家介绍介绍网上购物的经验吧。 

（5）我们去跟那位新来的同事打个招呼吧。 

 

     做练习 2：把“跟”放入句中正确的位置。参考答案： 

（1）快跟我说说你学汉语的好方法吧。（b） 

（2）跟大家说说你回国后的打算吧。（a） 

（3）老师跟同学们讲了讲怎么查汉语词典。（b） 

（4）你有时间？我想跟你说件事。（c） 

（5）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王律师。（b） 

 

 做词汇练习 

1.朗读下列词语，然后为它们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1）i （2）l （3）f （4）d （5）g （6）e 

（7）a （8）j （9）c （10）k （11）b （12）h 

 

3.朗读词语，各组“机”前面的词有什么共同点。参考答案： 

（1）“机”前面的词语是身体器官名词  

（2）“机”前面的词语是动宾词组 

（3）“机”前面的词语是动作行为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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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20 数字中国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中国在亚洲东部。 

（2）中国的陆地面积有 960万平方公里。 

（3）长江长 6397 公里。 

（4）黄河长 5464 公里。 

（5）珠穆朗玛峰高 8844.43米。 

（6）到 2010年 11月 1日，中国总人口达 13.7 亿。 

（7）中国有 56个民族。 

（8）中国汉族人口最多，占全国总人口的 90%以上。 

（9）中国珞巴族人口最少，还不到 3000人。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中国在亚洲东部，陆地面积 960万平方公里。 

（2）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长 6397公里。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世界第

五大河，长 5464 公里。 

（3）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有 56个民族。汉族人口最多，占全国总人口的 90%以上，珞巴

族人口最少，还不到 3000人。 

 

学习语法 

（一）“百”以上的数字和小数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数字。参考答案： 

（1）珠穆朗玛峰高 8844.43米。 

（2）青岛胶州湾大桥长 41.58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桥。 

（3）全世界每年要用 1.2万亿个塑料袋，每分钟要用 100万个。 

（4）1500多年前，祖冲之就把圆周率计算到 3.1415926到 3.1415927之间。 

（5）到 2012年，中国的网民已经达到 5.64亿。 

 

     做练习 2：根据图表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中国的面积有九百六十三万三千平方公里，有十三点七亿人口。 

（2）美国的面积有九百六十二万九千零九十一平方公里，有三点一亿人口。 

（3）俄罗斯的面积有一千七百零七万五千二百平方公里，有一点四三亿人口。 

（4）法国的面积有五十五万一千六百零二平方公里，有六千三百八十六万人口。 

（5）英国的面积有二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平方公里，有六千二百二十六万人口。 

 

 

（二）百分数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百分数。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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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国，汉族人口最多，占全国总人口的 90%以上。 

（2）40%的中国网民有网上购物的经历。 

（3）地球总面积 3.6 亿平方公里，71%是海洋。 

（4）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说汉语的人占世界人口的 23%。 

（5）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做练习 2：根据图表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说汉语的人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 

（2）说西班牙语的人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一。 

（3）说英语的人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点七。 

（4）说阿拉伯语的人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点一。 

 

 做词汇练习 

把词语填到图中相应的位置。参考答案： 

（1）a （2）h （3）b （4）f （5）c 

（6）e （7）i （8）j （9）d （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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