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 CONCEPT CHINESE TEXTBOOK 4 
 

新概念汉语 4  课本参考答案 

 

Lesson1 孔子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孔子的名字是孔丘。 

（2）孔子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3）“子”的意思是“有学问的人”，“孔子”是人们对他的尊称。 

（4）孔子是中国第一位在民间开办学校的人。 

（5）孔子有三千多个学生。 

（6）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温故知新”等教育思想。 

（7）《论语》是由孔子的学生编纂的，记载了孔子主张的儒家思想。 

（8）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孔子姓孔，名丘，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第一位在民间开办学校的人。

“孔子”是人们对他的尊称，“子”的意思是“有学问的人”。 

（2）孔子有三千多个学生，其中最有名的有 72 个。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温故知新”

等教育思想。 

（3）《论语》是由孔子的学生编纂的，记载了孔子主张的儒家思想。 

（4）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习语法 

（一）由 

 做练习 1：画出“由”后面的名词短语或代词。参考答案： 

（1）由孔子的学生编纂的《论语》一书，记载了孔子主张的儒家思想。 

（2）2008 年的奥运会是由北京举办的。 

（3）现在的很多疾病都是由环境问题引起的。 

（4）网站的问题由他们来解决，你就放心吧。 

（5）我的婚姻由我自己做主。 

 

做练习 2：把“由”放入句中正确的位置。参考答案： 

（1）b  （2）a  （3）a  （4）b  （5）b 

 

（二）X 对 Y 产生影响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 X 和 Y。参考答案： 

（1）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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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 

（3）家庭环境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很大影响。 

（4）文化交流对两个国家的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5）他最近感觉很郁闷，这对他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做练习 2：根据图片，用“X 对 Y 产生影响”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学汉语对本杰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2）不好的生活习惯会对健康产生很大影响。 

（3）大雪天气对交通产生了很大影响。 

（4）不同的颜色会对人的心情产生不同的影响。 

（5）手机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1. 为词语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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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朗读词语，想想每组有什么共同点。参考答案： 

（1）“子”轻声，名词后缀，“裤子”“裙子”是一种服装的名称。 

（2）“子”轻声，名词后缀，“筷子”“扇子”是物品的名称。 

（3）“子”轻声，名词后缀，“包子”“饺子”是食物的名称。 

（4）“子”轻声，名词后缀，“肚子”“嗓子”是人体部位的名称。 

（5）“子”轻声，名词后缀，“孩子”“小伙子”是一类人的名称。 

（6）“子”读第三声，“～（姓）+子”是古代人对有学问的人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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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2 手机短信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中国人平均每天发 3 亿多条短信。 

（2）手机短信的功能很多。 

（3）如果有些话当面不方便说，可以通过短信来说。 

（4）如果担心别人不方便接电话，可以通过短信告诉对方。 

（5）节日里，人们发短信表达问候。 

（6）另外，人们还可以通过互相转发幽默短信，分享快乐。 

（7）短信对中国人越来越重要。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天发送 3 亿多条短信，短信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

部分。 

（2）一些当面不方便说的话，可以通过短信来说；担心别人不方便接电话，可以通过短信

告诉对方；节日里，人们可以通过短信表达问候；另外，人们还常常通过互相转发幽

默短信，分享快乐。 

 

学习语法 

（一）通过 

     做练习 1：画出句子的主语。参考答案： 

（1）节日里，人们可以通过短信表达问候。 

（2）今后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3）通过调查，政府终于了解了这家公司倒闭的原因。 

（4）通过多次讨论，大家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5）现在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很多信息。 

 

 做练习 2：连线成句。参考答案： 

（1）通过看中文电影，大卫的听力提高得很快。 

（2）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 

（3）通过采访，我对那位作家有了更多的了解。 

（4）通过自己的努力，他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5）通过研究，人们发现汽车的颜色和安全关系很大。 

 

（二）越来越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越来越”后面的形容词或动词。参考答案： 

（1）在中国，手机短信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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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明长得越来越高，人也越来越帅了。 

                      adj.           adj. 

（3）城市里的汽车越来越多，城市交通也越来越拥挤了。 

                          adj.                  adj. 

（4）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了解他了。 

                             v. 

（5）最近经济不景气，公司经营越来越困难。 

                                        adj. 

 

做练习 2：根据图片，用“越来越”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妹妹长得越来越漂亮了。 

（2）本杰明越来越瘦了。 

（3）世界的人口越来越多，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 

（4）大卫以前不爱吃饺子，现在却越来越爱吃了。 

（5）公司的事越来越多，她越来越忙。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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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k f c e 

右边从上到下依次是：d h b i a g 

 

3.根据“面”的意思给词语分类。参考答案： 

（1）a h j（跟方位有关）  

（2）b e（跟物体上层、外表有关） 

（3）c g（跟脸有关）  

（4）d f i（跟食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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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3 空马车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黑格尔和父亲在树林中散步。 

（2）父亲问黑格尔，除了小鸟的叫声以外，他还听到了什么。 

（3）除了小鸟的叫声以外，黑格尔还听到了马车的声音。 

（4）父亲说那是一辆空马车。 

（5）因为父亲没看到马车，就知道是空马车。 

（6）父亲是从声音分辨出来的：马车越空，噪声就越大。 

（7）空马车是指没有学问的人，有些人越没有学问，就越愿意显示自己；越有学问的人，

越低调。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那天阳光明媚，年轻的黑格尔陪父亲在树林中悠闲地散步。 

（2）父亲问黑格尔除了小鸟的叫声以外，还能听到什么。黑格尔说还听到了马车的声音。 

（3）黑格尔感觉很惊讶，因为父亲没看到马车，就知道那是一辆空马车。 

（4）父亲是从声音分辨出来的：马车越空，噪声就越大。 

 

学习语法 

（一）除了 X 以外，还 Y 

 做练习 1：画出 X 和 Y。参考答案： 

（1）除了小鸟的叫声以外，你还听到了什么？ 

（2）除了喜欢游泳以外，我还喜欢打网球。 

（3）她除了做过服务员以外，还做过售货员。 

（4）这家工厂，除了生产洗衣机以外，还生产冰箱。 

（5）过中秋节的时候，中国人除了吃月饼以外，还要赏月。 

 

做练习 2：根据提示词语，用“除了……还……”描述图片。参考答案： 

（1）安妮除了会说法语以外，还会说德语。 

（2）这次旅游，他除了去上海以外，还要去杭州。 

（3）这次生病，她除了嗓子发炎以外，还头疼。 

（4）周末他除了打扫房间以外，还洗车。 

（5）他除了是歌星以外，还是大学教授。 

 

（二）越 X 越 Y 

     做练习 1：画出句子的主语。参考答案： 

（1）马车越空，噪声就越大。 

（2）雨越下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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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持好的心态，就能越活越年轻。（无主语） 

（4）汉语越学越有意思，越有意思我就越想学。 

（5）“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所以朋友越多越好。 

 

做练习 2：用“越 X 越 Y”组句。参考答案： 

（1）她越跑越快。  

（2）方方和姑妈越聊越开心。  

（3）这首歌我越听越喜欢。 

（4）风越刮越大。  

（5）妻子越说，丈夫就越生气。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1.朗读下列词语，然后为它们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1）f  （2）e  （3）c  （4）d  （5）a  （6）b 

 

3.朗读汉字，给汉字分类，想想共同部分的意思。参考答案： 

（1）a i l m      相同的部分是“ ”，提示汉字的发音与 shang 相同或相近。 

（2）b e f h o q  相同的部分是“穴”，意思是洞穴。 

（3）c g k n p    相同的部分是“宀”，意思是房屋。 

（4）d r          相同的部分是“ ”，提示汉字的发音与 xue 相同或相近。 

（5）j            相同的部分是“冖”，意思是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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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4 海洋馆的广告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王经理在内陆城市开了一家海洋馆。 

（2）由于门票太贵，参观的人很少，海洋馆眼看就要倒闭了。 

（3）王经理到处征求好点子，想让海洋馆的生意好起来。 

（4）一个女教师说她有好点子。 

（5）一个月后，海洋馆天天爆满。 

（6）三个月后，海洋馆开始赢利了。 

（7）海洋馆的广告是“儿童参观免费”。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王经理在内陆城市开了一家海洋馆，可是由于门票太贵，参观的人很少，海洋馆眼看 

         就要倒闭了。 

（2）王经理到处征求好点子，想让海洋馆的生意好起来。不久，一个女教师出现在王经理 

         的办公室，说她有一个好点子。 

（3）王经理登出了新广告。一个月后，海洋馆天天爆满，三分之一是儿童，三分之二是家 

         长。三个月后，海洋馆开始赢利了。 

 

学习语法 

（一）眼看 

     做练习 1：画出“眼看”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海洋馆眼看就要倒闭了。 

（2）演出眼看就要开始了，突然停电了。 

（3）眼看就要天亮了，陈大夫的手术还没做完。 

（4）足球比赛眼看就要结束了，比分还是零比零。 

（5）眼看就要毕业了，可是他的论文还没写完呢。 

 

 做练习 2：根据图片连线成句。参考答案： 

（1）客人眼看就要到了，妈妈还没有准备好晚饭。 

（2）手机眼看就要没电了，你有话快说吧。 

（3）眼看要下雨了，别忘了带伞。 

（4）天眼看就黑了，快回家吧。 

（5）眼看就要下班了，会议还没结束。 

 

（二）到处 

     做练习 1：画出“到处”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王经理到处征求好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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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车快没油了，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加油站。 

（3）我想买他的专辑，可是到处都买不到。 

（4）李秘书的桌上有束花儿，不知道谁送的，她到处打听。 

（5）这种植物在中国的南方到处都可以看到。 

 

     做练习 2：连线成句。参考答案： 

（1）眼看要毕业了，姐姐到处找工作。 

（2）为了能租到一个好房子，他到处找朋友帮忙。 

（3）今天妈妈不在家，家里到处乱七八糟的。 

（4）姐姐打电话到处找你，你快给她回个电话吧。 

（5）下班时间，地铁站里到处都是人。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把词语填到相应的位置。参考答案： 

左边从上到下依次是：g e a c f 

右边从上到下依次是：i b 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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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5 筷子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这是四千多年前的故事。 

（2）禹带领人们治理黄河洪水。 

（3）大家每天都紧张地工作，非常辛苦。 

（4）那天大家工作了很长时间，所以都饿极了。 

（5）饿了以后，大家就煮肉吃。 

（6）因为很烫，所以不能用手拿着吃。 

（7）禹想出来一个好办法，找来两根小树枝夹肉吃。 

（8）用筷子吃肉，既方便又不烫手。 

（9）从这以后，人们逐渐开始用筷子吃饭。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禹是四千多年前的人，他带领人们治理黄河洪水。 

（2）那天，他们饿极了，就煮肉吃。因为很烫，所以不能用手拿着吃。 

（3）禹找来两根小树枝夹肉吃，既方便又不烫手，大家纷纷按照他的方法吃起肉来。 

（4）后来，人们逐渐开始用这种方法吃饭，筷子就这么诞生了。 

 

学习语法 

（一）v. + 出来 

 做练习 1：画出“出来”前的动词。参考答案： 

（1）禹想出来一个好办法。  

（2）老李想了半天，才叫出来我的名字。  

（3）小王，请把这个文件打印出来。 

（4）照片上的人你都能认出来吗？ 

（5）这个谜语我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 

 

做练习 2：根据图片和提示词语，用“出来”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我说不出来这个词的中文意思。 

（2）我实在想不出来给女朋友买什么礼物。 

（3）小刘看出来经理今天有点儿不高兴。 

（4）一个小时后，小明终于把这道题做出来了。 

（5）没想到本杰明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中国菜。 

 

（二）按照 

 做练习 1：画出“按照”的宾语。参考答案： 

（1）大家都纷纷按照他的方法吃起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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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图书馆的规定，每人最多能借十本书。 

（3）按照比赛规则，红队被罚了一个球。 

（4）按照中国的传统，过春节的时候要说吉利的话。 

（5）姐姐回国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农村当了小学老师。 

 

做练习 2：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参考答案： 

（1）b （2）c （3）e （4）a （5）d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1.为词语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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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上面的动词后面加上宾语。参考答案： 

（1）按铃  （2）打苍蝇  （3）开灯   （4）关灯   （5）挂衣服 

（6）划纸  （7）贴照片  （8）切蛋糕 （9）擦黑板 （10）抓苹果 

 

3.朗读下列词语，然后根据“生”的意思给词语分类。参考答案： 

（1）a d e（产生、发生） （3）g k c（与生存有关） 

（2）h b i（生育、出生） （4）j f l（与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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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6 慢生活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2）有人提出“慢生活”的主张。 

（3）“慢生活”的意思是，生活不只是紧张的工作，还应该有放松的时间；不能只有快节

奏，还需要慢节奏。 

（4）抽空儿跟家人一起好好儿吃顿饭，聊聊天儿；或者逛逛书店，读读感兴趣的书；或者

泡杯茶，听听音乐。 

（5）“慢生活”能使你的生活更有趣、更丰富。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于是，有人提出“慢生活”的理念。 

（2）“慢生活”的意思是，生活不只是紧张的工作，还应该有放松的时间；不能只有快节 

     奏，还需要慢节奏。比如，忙碌地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抽空儿跟家人一起好好儿吃 

     顿饭，聊聊天儿；或者逛逛书店，读读感兴趣的书；或者泡杯茶，听听音乐。 

（3）“慢生活”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使你的生活更有趣、更丰富。 

 

学习语法 

（一）应该 

 做练习 1：画出“应该”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生活不只是紧张的工作，还应该有放松的时间。 

（2）太晚了，我们不应该再打扰他。 

（3）年轻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 

（4）他已经跟你道歉了，你应该原谅他。 

（5）我们应该尊重各国不同的文化和习俗。 

  

做练习 2：用“应该”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你太瘦了，应该多吃点儿。  

（2）圣诞节快到了，我应该去买礼物。  

（3）你感冒了，应该去医院。 

（4）放假了，我们应该出去旅行。 

（5）你如果想吃炸酱面，就应该去“北京楼”。 

 

（二）不只 X，还 Y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 X 和 Y。参考答案： 

（1）生活不只是紧张的工作，还应该有放松的时间。 

（2）我不只爱他又高又帅，还爱他诚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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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动不只是锻炼身体，还可以放松心情，释放压力。 

（4）孔子不只是著名的思想家，还是著名的教育家。 

（5）语言不只是一种交流工具，还是一种文化。 

 

做练习 2：根据图片和提示词语，用“不只……还……”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吸烟不只对自己有害，还对别人有害。 

（2）这个地方不只有漂亮的风景，还有各种美食。 

（3）大卫不只喜欢吃中国菜，还喜欢做中国菜。 

（4）手机不只可以打电话，还可以上网、看书、玩儿游戏。 

（5）我住的房子不只环境好，交通还很方便。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1.朗读下列词语，然后为它们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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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说说去上面的地方做什么。参考答案： 

（1）去电影院看电影。（2）去博物馆参观。（3）去医院看病。（4）去加油站加油。 

（5）去超市买东西。 （6）去邮局寄信。 （7）去银行换钱。（8）去书店买书。 

 

3.朗读下列汉字，然后根据共同部分给汉字分类，说说共同部分是什么意思。参考答案： 

（1）a c f g j（都有“廴”）  （2）b d e h i k l m（都有“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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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7 剪裤子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为了参加明天的毕业典礼，小东买了条新裤子。 

（2）这条新裤子长两寸。 

（3）晚饭的时候，小东说起了这件事。 

（4）妈妈临睡前悄悄地把裤子剪了两寸。 

（5）姐姐半夜里把裤子剪了两寸。 

（6）奶奶第二天一大早把裤子剪了两寸。 

（7）结果，小东只好穿着短四寸的裤子去参加毕业典礼了。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为了参加明天的毕业典礼，小东买了条新裤子。回家试了试，发现裤子长两寸。 

（2）小东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没说话。 

（3）妈妈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临睡前悄悄地把裤子剪了两寸；半夜里，姐姐在睡梦中猛然 

     想起这件事，又剪了两寸；奶奶也一直惦记着这条裤子，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又把 

     裤子剪了两寸。 

（4）结果，小东只好穿着短四寸的裤子去参加毕业典礼了。 

 

学习语法 

（一）为了 

做练习 1：画出“为了”后面的短语或句子。参考答案： 

（1）为了参加明天的毕业典礼，小东买了条新裤子。 

（2）为了多挣点儿钱，她每天打两份工。 

（3）为了节约时间，我们还是打车去那儿吧。 

（4）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她辞掉了工作。 

（5）为了给奶奶过八十岁生日，儿孙们都从外地赶了回来。 

 

做练习 2：连线成句。参考答案： 

（1）为了上下班方便，吴明玉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 

（2）为了考上理想的大学，弟弟每天学到很晚才睡觉。 

（3）为了放松一下，丁律师决定一个人出去旅行。 

（4）为了买到那场足球赛的票，小双排了半天的队。 

（5）为了能赶上飞机，孙中平早上五点就起床了。 

 

（二） v. + 起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起”前面的动词。参考答案： 

（1）晚饭的时候，小东说起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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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到中秋节，我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 

（3）回忆起大学生活，我们都对老师充满了感激。 

（4）在火车上，女朋友跟我说起刚认识的时候她并不喜欢我。 

（5）她兴奋地跟我谈起自己的梦想：“我要在纽约开一所中文学校！” 

 

做练习 2：根据图片和提示词语，用“起”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同学们一见面就聊起学汉语的经验。 

（2）晚上，我突然想起应该给妈妈打个电话。 

（3）聚会时，同学们回忆起在伦敦的生活。 

（4）朋友在电话中问起了我在北京的工作情况。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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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d （4）b （5）h （6）a （7）g （8）f 

 

3.根据共同部分给汉字分类，说说共同部分是什么意思。参考答案： 

（1）a c f g j k n（共同部分是“心 ”） 

（2）b d e h i l m（共同部分是“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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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8 吐鲁番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吐鲁番夏天非常热，所以被称为“火洲”。 

（2）吐鲁番最热时沙土的表面温度是 82℃。 

（3）最热的时候要是把生鸡蛋放进沙土里，一会儿就能熟。 

（4）吐鲁番春天和秋天，白天和晚上温差特别大。 

（5）吐鲁番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6）吐鲁番盛产葡萄和哈密瓜。 

（7）吐鲁番的水果又香又甜。 

（8）每到水果熟了的时候，各地的人们都喜欢来这里旅游。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吐鲁番的夏天非常热，被称为“火洲”。最热的时候，这里沙土的表面温度达到 82℃。

假如你把一个生鸡蛋放进沙土里，一会儿就能熟。 

（2）春天和秋天，这里白天和晚上温差又特别大，所以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早穿皮袄

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3）吐鲁番盛产水果，尤其是葡萄和哈密瓜，又香又甜。所以每到夏天，当水果熟了的时

候，各地的人们都喜欢来这里旅游。 

 

学习语法 

（一）称为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称为”前面和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新疆吐鲁番夏天非常热，所以被称为“火洲”。 

（2）汉语里，孩子们习惯把年长的女性称为“阿姨”。 

（3）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电子计算机称为“电脑”。 

（4）孔子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人们把他称为“圣人”。 

（5）人们把“0”到“9”这十个数字称为“阿拉伯数字”。 

 

做练习 2：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用“称为”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中国人把黄河称为“母亲河”。  

（2）珠穆朗玛峰被称为“世界屋脊”。  

（3）袁隆平被大家称为“杂交水稻之父”。 

（4）熊猫被称为“中国的国宝”。 

 

（二）当……的时候 

做练习 1：画出“当……的时候”中间的词语。参考答案： 

（1）当水果熟了的时候，各地的人们都喜欢来这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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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你恋爱的时候，你就会理解我的心情了。 

（3）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冷静。 

（4）朋友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总会出现在你身边的人。 

（5）当下个世纪到来的时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 

 

做练习 2：根据图片和提示词语，用“当……的时候”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当他八岁的时候，父母就带他来到了中国。 

（2）当妈妈回来的时候，儿子已经睡着了。 

（3）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去逛街。 

（4）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听一会儿音乐或者看一会儿书。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朗读下列词语，然后为它们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1）j （2）c （3）b （4）h （5）e （6）i （7）d （8）f （9）g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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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9 坐电梯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我”昨天下午自习后，在图书馆等电梯。 

（2）“我”等电梯的时候，来了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3）男生对女生说：“晚上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4）女生说：“除非你走楼梯比我先到 8 层，我才去。” 

（5）电梯来了以后，男生拔腿就往楼上跑。 

（6）进电梯以后，“我”默默地把 2 层到 7 层的电梯按钮全摁了一遍。 

（7）“我”坐到 7 层就出来了。 

（8）“我”一直不敢回头看那女生的眼神。 

（9）“我”想帮那个男生。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昨天下午“我”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在图书馆等电梯。 

（2）那个男生悄悄地问女生，晚上能不能请她喝杯咖啡；女生害羞地看了他一眼说，除非

男生走楼梯先到 8 层，她才答应。 

（3）电梯来了以后，男生拔腿就往楼上跑。“我”默默地把 2 层到 7 层的电梯按钮全摁

了一遍。 

（4）从电梯里出来以后，“我”一直没敢回头看女生的眼神，心里对那个男生说：学长只

能帮你这些了。 

 

学习语法 

（一）除非……才…… 

做练习 1：画出“除非”和“才”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除非你走楼梯比我先到 8层，我才去。 

（2）除非做手术，你的病才能好。 

（3）除非热极了，我才开一会儿空调。 

（4）除非老板去跟他谈，他才可能跟我们合作。 

（5）除非赢了上海队，北京队才有可能进决赛。 

 

做练习 2：连线成句。参考答案： 

（1）星期天除非饿极了，李华才会做饭。 

（2）除非扁桃体疼得厉害，大夫才会给他做手术。 

（3）除非戴上眼镜，奶奶才能看清楚报纸上的字。 

（4）除非有人帮助我，我才能搬走这个箱子。 

（5）除非电视剧特别精彩，我才会看。 

 

www.aolifo.de

http://www.blcup.com/Res


 

（二）只 

 做练习 1：画出“只”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学长只能帮你这些了。  

（2）中国菜我只会吃，不会做。  

（3）我的钱包里只剩下五块钱了。 

（4）今年这家外企只招聘一个人。 

（5）一个人不能只考虑自己，还要为他人着想。 

 

做练习 2：根据图片，用“只”完成句子，然后朗读。参考答案： 

（1）教室里只有一个人。 

（2）我只想吃炸酱面，不想吃别的。 

（3）昨天晚上看球赛，大双只睡了四个小时。 

（4）阿里只学了三个月汉语，就说得这么好。 

（5）来中国以后，金美英只去过天安门，没去过别的地方。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1.为词语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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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共同部分给汉字分类，说说共同部分是什么意思。参考答案： 

（1） a f h i l（共同部分是“士”） 

（2） b c d e g j k（共同部分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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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0 有趣的谐音词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汉语的谐音词很多。 

（2）谐音词的使用反映出一些有趣的中国文化现象。 

（3）春节的时候，中国人喜欢吃鸡、吃鱼，因为“鸡”和“吉”谐音，表示“吉利”，“鱼”

和“余”谐音，表示“年年有余”。 

（4）因为“分梨”和“分离”谐音。 

（5）因为“送钟”和“送终”谐音。 

（6）因为“4”和“死”谐音。 

（7）谐音词的使用使汉语的表达丰富而有趣。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谐音词的使用可以反映出一些有趣的中国文化现象，使汉语的表达丰富而有趣。 

（2）中国人喜欢吃鸡、吃鱼，因为“鸡”和“吉”谐音，表示“吉利”，“鱼”和“余”

谐音，表示“年年有余”。家人和朋友之间不能分梨吃，因为“分梨”和“分离”谐

音。 

（3）人们不喜欢有“4”的车牌和电话号码，因为“4”和“死”谐音。 

 

学习语法 

（一）使 

做练习 1：画出“使”后面的 X和 Y。参考答案： 

（1）谐音词的使用使汉语的表达丰富而有趣。 

（2）他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很伤心。 

（3）这部电视剧使她很快就出了名。 

（4）气候变暖使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很重要。 

（5）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做练习 2：连词成句，然后朗读。参考答案： 

（1）儿子的想法使爸爸非常生气。 

（2）这个好消息使大家都很兴奋。 

（3）忙碌的生活使我们感到很充实。 

（4）同事们的关心使我很感动。 

（5）音乐可以使生活变得更快乐。 

 

（二）而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而”前面和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谐音词的使用使汉语的表达丰富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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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里的人们热情而友好。 

（3）吐鲁番是个神秘而美丽的地方。 

（4）这个地方的气候温暖而湿润。 

（5）伦敦跟北京一样，都是古老而现代的城市。 

 

做练习 2：根据图片和提示词语，用“而”造句。参考答案： 

（1）新疆的姑娘美丽而热情。  

（2）他说得清楚而流利。  

（3）他的回答简单而幽默。 

（4）这条裙子便宜而好看。 

（5）她的房间整齐而干净。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1.为词语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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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为上面的词语加上数词和量词。参考答案： 

两双筷子、三个碗、一个钟、四把扇子、一个钱包、五个盘子、一盏（zhǎn）灯、 

一支蜡烛、一个火炉、一个塑料袋 

 

3.根据共同部分给汉字分类，说说共同部分是什么意思。参考答案： 

（1） a d f i k m（“礻”跟祭祀有关） 

（2） b c e g h j l（“衤”跟衣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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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1 海豚和鲨鱼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爸爸带着女儿在海里游泳。 

（2）突然游过来几条海豚。 

（3）海豚把他们紧紧地围在中间，不让他们出去。 

（4）爸爸突然看到一条大鲨鱼朝他们游过来。 

（5）大鲨鱼游过来的时候，海豚就用力地拍打水面，不让它靠近。 

（6）大鲨鱼尝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最后只好失望地离开了。 

（7）等大鲨鱼游得很远了，海豚才让爸爸和女儿游出去。 

（8）他们游出去以后，海豚一直跟在后面，把他们送到岸边。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爸爸带着女儿在海里游泳，正游得高兴，突然游过来几条海豚，把他们紧紧地围在中

间，不让他们出去。 

（2）一条大鲨鱼朝他们游过来，所以海豚用力地拍打水面，不让它靠近。 

（3）大鲨鱼尝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最后只好失望地离开了。 

（4）等大鲨鱼游得很远了，海豚才让爸爸和女儿游出去，并且一直跟在后面，把他们送 

     到岸边。 

 

学习语法 

（一）朝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朝”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一条大鲨鱼朝他们游过来。 

（2）警察微笑着朝我招招手，让我把车停下。 

（3）他看了看手表，焦急地朝门口望去。 

（4）您朝南走一百米，就有一个地铁站。 

（5）他尴尬地朝我笑了笑，说：“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做练习 2：根据图片和提示词语，用“朝”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他们走出商场，朝咖啡馆儿走去。 

（2）他听到有人喊他，就朝后面看去。 

（3）要上课了，同学们朝教室跑去。 

（4）幼儿园门一开，孩子们就朝自己的爸爸妈妈跑去。 

（5）朝北走，第一个路口左拐，就是学院路邮局。 

 

（二）只要 X，就 Y 

 做练习 1：画出 X 和 Y。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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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只要大鲨鱼游过来，海豚们就用力地拍打水面。 

（2）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去孤儿院做义工。 

（3）只要是去过杭州的人，就一定会喜欢上西湖。 

（4）只要是金子就会发光。 

（5）只要我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做到。 

     

    做练习 2：用“只要……就”组句。参考答案： 

（1）只要有一份好工作，她就很满足。 

（2）只要明天不下雨，我们就去爬山。 

（3）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感到很幸福。 

（4）只要去找他，他就会帮忙。 

（5）只要有一点儿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2.为上面的词语加上数词和量词。参考答案： 

a.两只狗  b.一只猫    c.三只熊猫 d.十只鸡    e.一条鱼   f.几条/ 只海豚 

g.四只鸟  h.一条鲨鱼  i.一只母鸡 j.二十只羊  k.十五头牛 

 

3.根据共同部分给汉字分类，说说共同部分是什么意思。参考答案： 

（1）a d e g i l n（共同部分是“灬”） 

（2）b c f h j k m（共同部分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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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2 什么也没做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丈夫下班回家发现家里实在太乱了。 

（2）孩子们脸上、身上都很脏。 

（3）厨房里，连碗都没有洗。 

（4）妻子正悠闲地躺在床上翻相册。 

（5）丈夫每天下班问妻子“今天你在家里做了什么”。 

（6）妻子每天都照顾孩子，收拾房间。 

（7）妻子今天什么都没做。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丈夫下班回家，吃惊地发现，家里实在太乱了！孩子们脸上、身上都很脏；地毯上堆

满了脏衣服；厨房里，连碗都没有洗。 

（2）丈夫想知道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急忙奔向卧室，看见妻子正悠闲地躺在床上翻

相册。 

（3）丈夫惊奇地问：“今天家里怎么了？”妻子得意地回答说：“你每天下班，总是问‘今 

     天你在家里做了什么’，现在你看到了，今天我什么也没做。” 

 

学习语法 

（一）连……都/ 也…… 

 做练习 1：画出“连”和“都/ 也”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厨房里，连碗都没有洗。 

（2）爸爸连饭也没吃就走了。 

（3）她嗓子疼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4）水星虽然被称为“水星”，实际上那里连一滴水都没有。 

（5）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竟然会在海外相遇。 

 

 做练习 2：用“连……都/ 也……”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小刘什么都不喜欢，连电影都不看。 

（2）姐姐回到家，发现家里连一个人都没有。 

（3）她忙了一天，连饭都没吃。 

（4）小王在北京住了十年了，连长城都没去过。 

（5）本杰明刚到中国的时候，连“你好”都不会说。 

 

（二）总是 

 做练习 1：画出“总是”后面的动词或短语。参考答案： 

（1）丈夫总是问妻子：“今天你在家做了什么？” 

www.aolifo.de

http://www.blcup.com/Res


 

（2）小张出门的时候总是背着那个黑色的背包。 

（3）每天上课他总是坐在第一排。 

（4）我一直想认识她，但总是没有机会。 

（5）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做练习 2：连线成句。参考答案： 

（1）丁山每天不做别的，总是上网。  

（2）最近工作压力太大，我总是睡不着。  

（3）小王的想法总是跟大家不一样。      

（4）他每天起得很早，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 

（5）姐姐在新疆半年了，总是不习惯那里的生活。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1.为词语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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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说说与衣着搭配的动词和它们的颜色。参考答案： 

穿蓝色的毛衣，戴黑色的帽子，穿灰色的运动鞋，穿白色的衬衣，穿黄色的裤子， 

戴黑色的眼镜，戴白色的手表，戴绿色的项链，戴蓝色的领带，背红色的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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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3 老年人的休闲生活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中国老年人的休闲方式丰富多彩。 

（2）早上，老人们在公园里活动，有的打太极拳，有的唱京剧，有的练书法。 

（3）老人们去老年大学学习绘画、书法、摄影、戏曲等。 

（4）老人们经常围在一起下象棋、打麻将。 

（5）晚上，很多老人在家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和家人聊天儿；也有一部分老人去广场跳舞。 

（6）周末，老人们常常和儿孙们在一起，吃饭、逛公园、郊游，或者去看演出、听相声，

享受天伦之乐。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早上，老年人在公园里活动，有的打太极拳，有的唱京剧，有的练书法。 

（2）白天，老年人喜欢去老年大学学习绘画、书法、摄影、戏曲等，还有一些老年人经常 

     围在一起下象棋、打麻将。 

（3）晚上，很多老年人在家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和家人聊天儿；也有一部分老年人去广场 

     跳舞。 

（4）周末，老年人常常和儿孙们在一起，吃饭、逛公园、郊游，或者去看演出、听相声， 

     享受天伦之乐。 

 

学习语法 

（一）有的……有的…… 

 做练习 1：画出“有的”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他们喜欢在公园里活动，有的打太极拳，有的唱京剧，有的练书法。 

（2）我的朋友们性格都不一样，有的内向，有的外向。 

（3）对这个计划，同事们有的同意，有的反对。 

（4）春节期间，中国人用各种方法拜年，有的打电话，有的发短信，有的去家里拜年。 

（5）每个人的生活态度都不一样，有的认为家庭最重要，有的认为事业最重要，有的认为

财富最重要。 

 

 做练习 2：根据提示词语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教室里，学生们有的在写字，有的在听录音，有的在睡觉。 

（2）地铁上，人们有的玩儿手机，有的听音乐，有的看报纸。 

（3）假期到了，同学们有的打工，有的旅游，有的准备考试。 

（4）这个电影，观众们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 

 

（二）一边……一边……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一边”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www.aolifo.de

http://www.blcup.com/Res


 

（1）很多老人在家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和家人聊天儿。 

（2）张新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一下子撞到了树上。 

（3）在老舍茶馆儿，人们一边喝茶一边听相声。 

（4）有些人喜欢一边吃饭一边谈生意。 

（5）听中文讲座的时候，一边听一边记能提高汉语水平。 

 

做练习 2：根据图片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大卫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2）老李一边开车一边唱歌。    

（3）马经理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 

（4）火车上，于华一边听音乐一边望着窗外。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1.朗读下列词语，然后为它们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1）h j k   （2）a c d g （3）l n     （4）e i m   （5）b h j k 

（6）a c d g （7）l n     （8）e f i m （9）a c d g 

 

3.根据“老”的意思给词语分类。参考答案： 

（1）c h（“老”是前缀，无词汇意义） 

（2）a b d e f g（“老”表示年纪大、时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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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4 青藏铁路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最长、最高的铁路。 

（2）青藏铁路长 1956 公里，最高的地方海拔 5072 米。 

（3）青藏铁路沿线的风景非常漂亮。 

（4）人们坐在火车上，可以看到美丽的玉珠峰，也可以看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

措那湖，要是幸运的话，甚至可以看到珍稀的藏羚羊。 

（5）青藏铁路加强了西藏与其他省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的发展。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最长、最高的铁路，它东起青海西宁市，南到西藏拉萨市，长 1956 

公里，最高的地方海拔 5072 米。 

（2）青藏铁路沿线的风景非常漂亮。人们坐在火车上，可以看到美丽的玉珠峰，也可以看

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措那湖，要是幸运的话，甚至可以看到珍稀的藏羚羊。 

（3）青藏铁路加强了西藏与其他省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的发展。 

 

学习语法 

（一）……的话 

 做练习 1：画出“的话”前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要是幸运的话，甚至可以看到珍稀的藏羚羊。 

（2）要是怕后悔的话，你再考虑一下。 

（3）你要是能和刘教授见面的话，请替我问候他。 

（4）你如果想刷卡的话，请去 3号收银台。 

（5）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再提醒他一下吧。 

 

 做练习 2：连线成句。参考答案： 

（1）要是你不忙的话，咱们再聊一会儿。 

（2）你要是嗓子一直疼的话，最好去医院看看。 

（3）要是你喜欢这张 CD 的话，我就送给你吧。 

（4）如果怕堵车的话，我们就坐地铁去吧。 

（5）如果你到北京的话，一定要跟我联系啊。 

 

（二）甚至 

 做练习 1：画出“甚至”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要是幸运的话，甚至可以看到珍稀的藏羚羊。 

（2）因为刮台风，今天上午的船可能推迟到下午，甚至明天。 

（3）这几年这里的经济不但没有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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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了来中国学习中文，他甚至放弃了国内的工作。 

（5）南极非常冷，最低温度甚至达到零下九十四点二摄氏度。 

 

 做练习 2：把“甚至”放入句中正确的位置。参考答案： 

（1）c （2）c （3）b （4）b （5）c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1.朗读下列词语，然后为它们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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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年”的意思给词语分类。参考答案： 

（1） a f h j（跟时间有关） 

（2） b c d g i（跟年龄有关） 

（3） e k（跟节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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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5 地球一小时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地球一小时”是 2007 年开始的一项活动。 

（2）为了减少碳排放，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了“地球一小时”活动。 

（3）每年进行一次“地球一小时”活动。 

（4）“地球一小时”活动在每年 3 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半。 

（5）因为熄灯一小时，所以叫“地球一小时”。 

（6）我们可以享受烛光晚餐；或者和孩子们一起游戏；或者和朋友一起谈心，讲故事；或

者到公园里聚餐；或者出门散步。 

（7）（让学生自由回答。）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为了减少碳排放，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了“地球一小时”活动，这是一项全球性环境

保护活动。 

（2）“地球一小时”活动倡议人们在每年 3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半，熄灯

一个小时。 

（3）在熄灯的这段时间里，人们或者在家里享受烛光晚餐；或者和孩子们一起游戏；或者

和朋友一起谈心，讲故事；或者到公园里聚餐；或者出门散步。 

 

学习语法 

（一）或者 A 或者 B 

 做练习 1：朗读下列句子，画出“或者”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我们或者和孩子们一起游戏，度过亲子时光；或者和朋友们一起谈心，讲故事。 

（2）我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上午去办签证。 

（3）汉语的音节，声调不同意思就不同，比如“qi”，可以是“七”“骑”“起”或者“ 气”。 

（4）我们或者去吃中餐，或者去吃西餐，都可以。 

（5）或者我们去你那儿，或者你来我们这儿，由你决定吧。 

 

做练习 2：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参考答案： 

（1）e （2）c （3）b （4）a （5）d 

 

（二） v. + 上 

 做练习 1：画出“上”前面的动词。参考答案： 

（1）我们还可以带上食品、饮料到公园里聚餐。 

（2）天气很冷，你出门前戴上帽子吧。 

（3）她喜欢在办公室摆上花瓶，插上一些花儿。 

（4）工作人员让他填上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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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她穿上婚纱更漂亮了。 

 

做练习 2：用“v. + 上”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请写上你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2）请在这里填上护照号码。  

（3）奶奶让孙子把伞带上。 

（4）妻子把大衣给丈夫穿上。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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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说说你或家人、朋友的爱好。参考答案： 

下象棋、听京剧、弹钢琴、放风筝、听/ 说相声、看话剧、拉小提琴、看电影、写书法、

听音乐…… 

 

3. 画出各组汉字中笔画不同的地方。参考答案： 

（1）甲（jiǎ）   电（diàn）  由（yóu）  

（2）天（tiān）  夫（fū）    无（wú）  失（shī） 

（3）方（fāng）  万（wàn）  

（4）只（zhī/zhǐ） 兄（xiō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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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6 母亲水窖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中国西部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方之一。 

（2）这些年，这里的男人大都去大城市打工了，家里只剩下妇女劳动。 

（3）为了取得生活用水，妇女们不得不每天走几十公里山路，非常辛苦。 

（4）中国 2001 年开始实施“母亲水窖”工程。 

（5）实施“母亲水窖”工程是为了减轻妇女取水的负担。 

（6）“母亲水窖”就是在地下修建的水窖，收集雨水，供生活使用。 

（7）到 2011 年，共修建了 12.8 万个水窖。 

（8）解决了 180 万人的生活用水问题。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中国西部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方之一。这些年，这里的男人大都去大城市打工了，家 

里只剩下妇女劳动。 

（2）为了取得生活用水，妇女们不得不每天走几十公里山路，非常辛苦。为了减轻妇女取 

水的负担，2001 年中国开始实施“母亲水窖”工程。 

（3）到 2011 年，共修建了 12.8 万个水窖，解决了 180 万人的生活用水问题。 

 

学习语法 

（一）大都 

 做练习 1：画出“大都”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这里的男人大都去大城市打工了。 

（2）中国北方人大都爱吃饺子。 

（3）这里卖的水果大都是进口的。 

（4）人们大都不知道垃圾是陆地污染的最大问题。 

（5）中国人大都喜欢在节假日结婚，这样亲戚、朋友就有时间参加婚礼了。 

做练习 2：把“大都”放入句中正确的位置。参考答案： 

（1）c  （2）c  （3）b  （4）c  （5）b 

 

（二）不得不 

 做练习 1：画出“不得不”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为了取得生活用水，她们不得不每天走几十公里山路。 

（2）这个运动员受伤了，他不得不放弃这次比赛。 

（3）飞机晚点了，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推迟。 

（4）这件事太难办了，我不得不来麻烦你。 

（5）我有点儿急事，不得不先走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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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练习 2：根据图片和提示词语，用“不得不”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停电了，她不得不点上蜡烛。 

（2）小李的扁桃体经常发炎，他不得不把它切掉。 

（3）今天爸爸的车坏了，他不得不坐地铁上班。 

（4）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我们不得出不去吃饭。 

（5）王记者实在跑不动了，他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为下列反义词连线。参考答案： 

容易—难 一样—不同 满—空 粗心—细心 简单—复杂 

年长—年轻 忙碌—悠闲 内向—外向 开心—郁闷 安静—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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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7 月光族 

 

课文 

 听录音回答题。参考答案： 

（1）“月光族”就是每个月的工资基本花光一族。 

（2）“月光族”普遍认为，钱，只有花出去，才是自己的。 

（3）李小姐是两年前毕业的。 

（4）现在李小姐每个月的工资是 6500 元。 

（5）李小姐每个月的工资不仅要支付房租、生活费，还要购物、偶尔跟朋友聚会等。 

（6）每到月底，李小姐都两手空空地盼望着下个月的工资。 

（7）北京的“月光族”大约占大学毕业生的百分之三十。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 月光族”就是每个月的工资基本花光一族。在北京，“月光族”大约占大学毕业

生的 30%。 

（2）“ 月光族”普遍认为，钱，只有花出去，才是自己的。 

（3）李小姐的工资跟北京的平均工资相比，其实不算低，但是她每个月不仅要支付房租、

生活费，还要购物、偶尔跟朋友聚会等。 

（4）李小姐感觉很无奈，因为每到月底，她就两手空空地盼望着下个月的工资。 

 

学习语法 

（一）只有 X，才 Y 

 做练习 1：画出 X 和 Y。参考答案： 

（1）钱，只有花出去，才是自己的。 

（2）只有把心里话都说出来才会痛快。 

（3）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他说的话。 

（4）只有跟中国人接触，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 

（5）鞋，只有穿上试试，才知道舒服不舒服。 

 

做练习 2：用“只有 X，才 Y”组句。参考答案： 

（1）只有到了夏天，才会有这种水果。 

（2）只有你请，他才来。 

（3）只有多听、多说、多写，才能学好中文。 

（4）只有戴眼镜，奶奶才能看清楚报纸。 

（5）只有安妮才能理解我的想法。 

 

（二）不仅 X，还 Y 

 做练习 1：画出 X 和 Y。参考答案： 

（1）每个月她不仅要支付房租、生活费，还要购物、偶尔跟朋友聚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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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还是一位出色的导演。 

（3）绿色植物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还可以改善心情。 

（4）我们的产品不仅在中国销售，还出口到世界各地。 

（5）看一个人，不仅要看他怎么说，还要看他怎么做。 

 

做练习 2：根据图片和提示词语，用“不仅 X，还 Y”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她不仅会弹钢琴，还会拉小提琴。 

（2）下班以后，我不仅要做饭，还要打扫房间。 

（3）吐鲁番不仅盛产哈密瓜，还盛产葡萄。 

（4）那个超市的菜不仅新鲜，还很便宜。 

（5）孔子学院不仅教汉语，还介绍中国文化。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1.给下列量词分类。参考答案： 

（1）a （2）d （3）p （4）h （5）l （6）e （7）j （8）b （9）o （10）g 

（11）r （12）m （13）k （14）c/q （15）i/q （16）e/f/q （17）n （18）f 

ⅰ.a d e h j l n p （普通量词，属于名量词，后边要搭配名词使用） 

ⅱ.b g k m o r （度量衡单位，属于名量词，后边要搭配名词使用） 

ⅲ.c f i n q （动量词，前边要搭配动词使用） 

 

 3.根据汉字结构特点给汉字分类。参考答案： 

（1）a f i n （汉字分为左右两部分，由两个相同部件构成） 

（2）b l （汉字分为上下两部分，由两个相同部件构成） 

（3）c g h j k m （汉字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中上部由两个相同部件构成） 

（4）d e （汉字分为上、左下、右下三部分，由三个相同部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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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8 细心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我”去年去应聘一家跨国公司的会计。 

（2）第一轮面试后，主考官给“我”一张 100 元钱，让“我”买第二轮考试用的耳机。 

（3）“我”发现这 100元钱是假币。 

（4）最后一次面试，主考官问“我”人民币背面都是什么风景。 

（5）100元的背面是人民大会堂，50 元的是布达拉宫，20元的是桂林山水。 

（6）“我”被录用了，因为“我”很细心。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去年“我”去应聘一家跨国公司的会计，最后“我”顺利地通过了面试，被正式录用

了。 

（2）第一轮面试后，主考官给“我”一张 100 元钱，让“我”买第二轮考试用的耳机。

但“我”发现是假币，他们马上就换了一张。 

（3）最后一次面试，主考官问“我”：“你能说说人民币背面都是什么风景吗？”“我”

说：“100 元的背面是人民大会堂，50 元的是布达拉宫，20 元的是桂林山水。”主

考官满意地说：“很好！对会计来说，细心就是最好的能力。” 

 

学习语法 

（一）都 

 做练习 1：画出“都”后面的疑问词。参考答案： 

（1）你能说说人民币背面都是什么风景吗？ 

（2）来中国以后，你都去过哪儿？ 

（3）这学期的课表都增加了哪些课程？ 

（4）今天报纸上都有什么新闻？ 

（5）对当前的国际形势，你们都有什么看法？ 

 

 做练习 2：把“都”放入句中正确的位置。参考答案： 

（1）c （2）b （3）b （4）b （5）b 

 

（二）对……来说 

 做练习 1：画出“对”和“来说”之间的词语。参考答案： 

（1）对会计来说，细心就是最好的能力！ 

（2）对年轻人来说，多读点儿历史书是有好处的。 

（3）做这种手术，对医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4）参加这次国际会议，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5）对学习语言来说，语言知识很重要，语言运用能力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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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练习 2：用“对……来说”组句。参考答案： 

（1）对她来说，这次考试太容易了。 

（2）对每个人来说，身体健康都是最重要的。 

（3）对喜欢安静的人来说，住在这里最好。 

（4）对爱好音乐的人来说，听音乐是一种享受。 

（5）对姐姐来说，去年是非常忙碌的一年。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1.朗读下列词语，然后为它们选择相应的图片。参考答案： 

（1）g （2）c （3）b （4）a （5）f （6）e （7）d 

 

3.根据“会”的意思给词语分类。参考答案： 

（1）一会儿（跟时间有关） 

（2）约会（见面） 

（3）音乐会：a c g e（跟活动有关） 

（4）会计（跟计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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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9 丝绸之路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一条贸易之路。 

（2）丝绸之路起于中国的西安，经过中亚、西亚，最后到达非洲和欧洲。 

（3）德国人李希霍芬把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4）从汉朝以后，世界各地的商人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运送各种货物。 

（5）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通过这条路传到了世界各地。 

（6）西方的许多物品也传到了中国。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丝绸之路东起中国的西安，经过中亚、西亚，最远到非洲和欧洲，它是古代中国和西

方之间的一条贸易之路。 

（2）因为这条路运送过很多丝绸，1877 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把它命名为“丝绸之路”。 

（3）丝绸之路很热闹，从汉朝以后，世界各地的商人沿着这条丝绸之路，来来往往，运送

各种货物。 

（4）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传到了世界各地，西方的许多物品也传到

了中国。 

 

学习语法 

（一）把 + X + v. + 为 + Y 

 做练习 1：画出 X 和 Y。参考答案： 

（1） 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把它命名为“ 丝绸之路”。 

（2）为了表达对教师的尊重，中国把 9 月 10 日定为教师节。 

（3）中国人常常把妻子或丈夫称为“ 爱人”。 

（4）我们经理经常说，要把顾客视为上帝。 

（5）把电脑屏幕改为淡绿色对眼睛比较好。 

 

做练习 2：选择合适的词语，用“把 + X + v. + 为 + Y”说句子。参考答案： 

（1）人们把每年的 6 月 5 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2）他打算把这部小说改编为电视剧。 

（3）人们把袁隆平称为“杂交水稻之父”。 

（4）大家都希望把每周工作五天改为四天。 

（5）汉语里有的时候可以把“1（yī）”读为“yāo”，比如 119。 

 

（二）几乎 

 做练习 1：画出“几乎”后面的动词。参考答案： 

（1）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几乎都是通过这条路传到了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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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里来中国两个月，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 

（3）这位歌星的演唱会几乎场场爆满。 

（4）现代人的生活几乎离不开手机。 

（5）他几乎查遍了所有的资料，才找到了需要的信息。 

 

做练习 2：组词成句。参考答案： 

（1）我的朋友们几乎都会打乒乓球。  

（2）世界的大城市几乎都有中国餐馆儿。  

（3）他们几乎十年没有见面。 

（4）他说话的声音太小了，我们几乎听不见。 

（5）我几乎等了一个小时，主考官才来。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1.把词语填到图中相应的位置。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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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写出下列词语的拼音并朗读。参考答案： 

（1）a.休假（xiūjià）     b.假日（jiàrì）    c.假如（jiǎrú）   d.假币（jiǎbì） 

（2）a.怎么了（zěnmele）b.为了（wèile）    c.了解（liǎojiě）  d.受不了（shòubuliǎo） 

（3）a.着急（zháojí）    b.睡着（shuìzháo） c.随着（suízhe） d.沿着（yán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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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20 汉语和唐人街 

 

课文 

 听录音回答问题。参考答案： 

（1）中国人认为，炎帝和黄帝是自己的祖先。 

（2）炎帝和黄帝是 4000 多年前的人。 

（3）中国人把自己称为“炎黄子孙”。 

（4）英语的“China”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中“秦”的发音。 

（5）公元前 206 年，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朝人被称为“汉人”，他们所说的语言是 “汉

语”，所写的文字是“汉字”。 

（6）公元 618年，李渊建立了唐朝，唐朝人自称“唐人”，因此，国外中国人聚集的地方

被称为“唐人街”。 

 

 成段表达练习 1 

根据提示词回答。参考答案： 

（1）中国人认为，生活在 4000 多年前的炎帝和黄帝是自己的祖先，所以中国人把自己称

为“炎黄子孙”。 

（2）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了国家，建立了秦朝。有人认为，英语的“China”来自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中“秦”的发音。 

（3）公元前 206年，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朝人被称为“汉人”，他们所说的语言是“汉语”，

所写的文字是“汉字”。 

（4）公元 618年，李渊建立了唐朝。唐朝人自称“唐人”，因此，国外中国人聚集的地方

被称为“唐人街”。 

 

学习语法 

（一）来自 

 做练习 1：画出“来自”后面的词语。参考答案： 

（1）有人认为，英语的“China”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中“ 秦”的发音。 

（2）我们球队是个小联合国，队员来自中国、英国、美国等国家。 

（3）汉语里有很多词来自外语，例如“沙发”来自英语的“sofa”。 

（4）研究发现，一个人的性格，有一半来自父母。 

（5）经验来自生活。 

 

做练习 2：选择合适的词语，用“来自”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这些水果来自新疆吐鲁番，好吃极了。 

（2）经理正在跟一位来自美国的商人谈生意。 

（3）这些统计数字来自中国报纸。 

（4）参加这次比赛的运动员来自世界各地。 

（5）我们班的同学有的来自欧洲，有的来自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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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 v.+ 的 

 做练习 1：画出“所……的”中间的词语。参考答案： 

（1）他们所说的语言是“汉语”。 

（2）这是我所经历的最寒冷的冬天。 

（3）每个人都应该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4）大家都为今年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 

（5）我们所希望的就是能把汉语学好。 

 

做练习 2：选择合适的动词，用“所……的”完成句子。参考答案： 

（1）别忘了你所说过的话。（b） 

（2）我所认识的律师都很忙。（e） 

（3）您现在所看到的湖叫措那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a） 

（4）回过头来看我们所走过的路，多么不容易啊。（c） 

（5）这本书所讲的内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d） 

 

 做词汇和汉字练习 

1.把下列人物填到他们所在的朝代。参考答案： 

周朝：f 秦朝：d 汉朝：e 晋朝：b南北朝：g 唐朝：a c 

 

2. 说说上面的每个人所在的朝代。参考答案： 

李白所在的朝代是唐朝；王羲之所在的朝代是晋朝；李渊所在的朝代是唐朝； 

秦始皇所在的朝代是秦朝；刘邦所在的朝代是汉朝；孔子所在的朝代是周朝； 

祖冲之所在的朝代是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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