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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 标准教程 5 下》课本相关练习参考答案
HSK Standard Course 5B Textbook – Answers

第 19 课 家乡的萝卜饼
词语例释 2
练一练

（1）用鼻子感知味道

（2）听见的事情

（3）听见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在国外工作的那段时间，他时时刻刻都在  想念  着家人。

（3）一阵清风送来桂花的清香，令我  怀念  起自己的家乡。

（4）在楼房里住了十多年后，老李却开始  怀念  起住在四合院里的生活。

练习 1
（1）也许是药物的作用，这一夜他    平安    地度过了。

（2）最后，我们用酱油、白糖、味精等做成汁，    均匀    地浇在鸡肉上就做好了。

（3）饭菜很    清淡    、很平常，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4）请你给我们推荐几个你们这儿的    特色    菜吧。

（5）研究发现，常吃胡萝卜能起到保护眼睛、  预防  近视的效果。

（6）此菜的特点是    色彩    美观，咸鲜滑嫩，味香可口，营养丰富。

练习 2
（1）A. 女儿安静地睡在她身旁，呼吸也很    均匀    。

（2）A. 尽管这话里感情    色彩    很重，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3）B.       等    我们从天津回来时，才听说她出国的事。

（4）B. 了解李阳的人都说，李阳最大的    特点    就是胆大、敢干。

练习 3

扩展

做一做

（1） 龙井茶是绿茶，冲泡三四遍后颜色和味道就都变    淡    了。

（2） 这种鲜牛奶保质期只有 4 天，这袋已经    过期    好几天了。 

（3） 你下班时顺路带点儿    零食    吧，明天去公园玩儿丽丽肯定会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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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湖南长沙当地有种用豆腐制作的美食，看上去黑黑的，闻着也有股    臭    味，但吃

起来味道棒极了。

第 20 课 小人书摊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小张呢？不是安排她来做会议  记录  吗？

（3）我很喜欢看新闻  纪录  片。

（4）甲骨文  记录  了 3000 多年以前中国人的活动。

练习 1
（1）我想     从事    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那样可以更好地成长。

（2）请 96号顾客到 2号窗口    办理    业务。

（3）这房子装修得太    粗糙    了！你看，地板都没铺平。

（4）窗外响起了一阵    整齐    的歌声。

（5）他觉得在中国的生活很    单调    ，我却觉得很丰富。

（6）最近几年，物价    涨    得很厉害。

练习 2
（1）B. 一般来说，一包香烟有二十    支    。

（2）A.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大家有什么    疑问    吗？

（3）B. 他    身材    高大，动作灵活，很适合打篮球。

（4）A. 这可以说是 20世纪 80    年代    最流行的歌曲。

练习 3
（1）C. 我的经验来自于    无数  错误的判断。

（2）A. 今天早上是谁打    翻  了桌子上的牛奶？

（3）A.     假如  你每天都能做好一件事，那么你每天都能得到一份快乐。

（4）C. 你的这个结论全    凭  经验和想象，我认为不科学。

扩展

做一做

（1）我想报名参加学校的射击    俱乐部    ，你有兴趣吗？

（2）我已经下飞机了，但还没出    海关    。

（3）世界上没有绝对的    公平    ，比如鸡吃虫子，对虫子就是不公平的。

（4）在这个国家，留学生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在校外打工，是不    合法    的。

第 21 课 汉字叔叔：一个美国人的汉字情缘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在昨天的训练中，他很  偶然  地和队友撞在了一起，受了伤。

（3）她们多半会到丽丽家玩，    偶尔    也会去吃饭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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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家都安静地吃着，只听到筷子碰到碗边儿的声音和    偶  尔  的几声咳嗽。

练习 1
（1）这点儿困难不算什么，我一定可以    克服    的。

（2）其实，林峰与刘医生的恋情，在医院里已经是    公开   的秘密了。

（3）我们是大学同学，那时候他就有了这个    收集    老报纸的爱好。

（4）你    抓紧    准备一下，争取下周把这个项目谈下来。

（5）她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很让人    佩服    。

（6）爸爸平时常提醒我，生活上不要过于    追求    享受。

练习 2
（1）B. 买车的事我还没想好，你让我再    考虑    几天。

（2）A. 令人    遗憾    的是，中国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国花。

（3）B. 什么？小明受伤了，那    赶快    送医院呀！ 

（4）A. 有文字学家指出，    最初    的文字就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

练习 3

扩展

做一做

（1）昨天我把电脑好好整理了一下，把没用的文件、照片都    删除    了。

（2）据调查，有 70%的网民经常在网上    搜索    信息、找资料。

（3）老年人喜欢读报，而年轻人现在大都是在网上    浏览    新闻了。

（4）你把他们送来的广告设计方案    复制    一份到移动硬盘里。

第 22 课 阅读与思考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这次比赛很  公平  ，没有什么问题。

（3）作为法官，你做事应该  公平  。

（4）人生来是  平等  的，人人都有权追求幸福和自由。

练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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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虽然这次的错误有点儿严重，但你应该勇敢地    承认    。

（2）人都是有感情甚至自私的，很难做到任何时候都很    客观    。

（3）你的这个建议很有    价值    ，我马上告诉总裁。

（4）他    主张    将会议地点改在上海，因为这次的合作伙伴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5）你这种做法太    过分    了，我不能接受！

（6）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好的    理由    ，解释清楚你为什么这么做。

练习 2
（1）B. 你可以试着    转变    一下思路，可能会快一点解决问题。

（2）A. 我不同意你的    观点    ，我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

（3）A. 这次新产品销售得不好的    原因    是宣传推广做得不够。

（4）B. 他太    单纯    了，这样很容易被人骗。

练习 3

扩展

做一做

（1）买书的时候我一般会先看看前面的    目录    ，这样可以了解书的大概内容。

（2）这不是一篇研究型的文章，算不上是一篇    论文    。

（3）这个地方的    标点     用错了，这是书的名字，应该用书名号。

（4）你现在完全是在说    废话    ，解决不了问题！

第 23 课 放手
词语例释 2
练一练

（1）知道名字而不说出

（2）不确定的事物

（3）一定的事物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他    独自  一人在体育馆里进行训练。

（3）教练为他    单独  安排了训练。

（4）我喜欢早起，  独自  去公园散步，顺便考虑一下一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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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1
（1）公司已与这家银行  建立  起了良好的业务关系。

（2）妈妈在电话那端  沉默  了一会儿说：“真抱歉！我差点儿忘了。”

（3）经过  刻苦  训练，她终于成为了我们的第一批女飞行员。

（4）喜欢篮球的观众对姚明这个名字一定不会  陌生  。

（5）你跟幼儿园的老师  沟通  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6）那个小姑娘既  能干  又漂亮。

练习 2
（1）A. 我儿子要是能这样懂  规矩  ，该有多么好啊！

（2）B.     多亏  了吴县长，咱不用出村就把苹果都卖了。

（3）B. 我给他打电话的  目的  是看他回来了没有。

（4）A. 他的建议一提出，就得到了大家的  一致  认可。

练习 3

扩展

做一做

（1）请你帮我看看这篇作文有什么毛病，给我提提  修改  意见。

（2）李教授是知名的历史学家，在  学术  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3）这是国内首部针对 HSK 考试编写的汉语  教材  ，分为 6级，共 9册。

（4）现在，我在一家出版社  实习  ，要是表现好的话，应该能留下工作。

第 24 课 支教行动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明天上课该轮到我    发言    了。

（3）总裁，这是明天会议的    发言    ，请您过目。

（4）她年纪虽小，已经在杂志上    发表    过几首诗了。

练习 1
（1）别怕困难，鼓起    勇气    ，你一定能成功！

（2）大家都很羡慕他有个    温柔    体贴的妻子。

（3）昨天开车时精力不集中，    闯    了红灯。

（4）父母为我们    操    了一辈子  心    ，现在该享福了。

（5）毕业后我希望回去    建设    我的国家。

（6）这次活动的费用将由学校统一    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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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2
（1）A. 该准备的我们都已经准备了，你这么做完全是    多余    的。

（2）B. 表面上弱小的人，很可能拥有你想象不到的巨大    力量    。

（3）B. 心理学家发现，性格    热情    的人的生活比其他人更丰富。

（4）B. 我觉得他这并不是对你好，只是    利用    你。

练习 3
（1）D.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别瞎    操心  了！

（2）C. 看了她的舞蹈，大家都鼓起    掌  来。

（3）B. 他    利用  下班后的时间参加专业培训。

（4）A. 我会    尽  最大的力量来帮助你。

扩展

做一做

（1）暑假时很多中小学生去外地或外国参加    夏令营    ，又可以旅游又可以交朋友。

（2）这是上次考试的    试卷    ，请大家认真看一看错在哪儿。

（3）我想请一个家教，下课后    辅导     我学习汉语。

（4）预习生词时，我会把不认识的字    抄    三遍。

第 25 课 给自己加满水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这是一个决定公司发展的重大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严肃  对待。

（3）实验过程中，温度、水分等条件都有  严格  地控制。

（4）每次读到这段历史都会让我  严肃  地思考。

练习 1
（1）对这种行为    恶劣    的队员只能让他离开球队。

（2）在人口压力面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受到了巨大    威胁    。

（3）这毕竟是高考择校，我们必须    谨慎    对待。

（4）初学骑自行车最重要的是注意保持    平衡    。

（5）你决定在海外投资，有没有考虑到    风险    ？

（6）昨晚的比赛太精彩了，林丹    简直    太厉害了！

练习 2
（1）B. 不是你努力得不够，    恐怕    是努力的方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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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李岩之所以那么    慌张    地返回北京，是因为得知了这个坏消息。

（3）A. 你的病好得不    彻底    ，还应该再休息几天。

（4）B. 我实在不敢    接受    这么贵重的礼物。

练习 3

扩展

做一做

（1）你这儿有    胶水    吗？报名表上要贴张照片。

（2）这些    文具    是寄到地震灾区给那里的孩子们用的。 

（3）新城的街区就像用    尺子    画出的格子一样的整齐。

（4）这个最小的房间只有 12 个    平方    ，我想当作书房。

第 26 课 你属于哪一种“忙”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可让我担心的事  终于  还是发生了。

（3）整整一个星期没出门，我  总算  /  终于  把这几本厚厚的书读完了。

（4）听了李阳这些话后，妈妈    总算    有点放心了。

练习 1
（1）现在饭馆都    提倡    节约，不浪费食物，“光盘”的意思就是把点的菜吃光。

（2）上次约刘经理见面，路上堵车，    耽误    了很长时间，这次可别再出问题了。

（3）按规定，小动物    一律    不准带上飞机。

（4）她有些    寂寞    ，想让我到她那儿陪她聊聊天。

（5）他顶住了压力，    出色   地发挥了自己的水平，打败了强敌。

（6）你们两口子吵架归吵架，不    至于   要闹离婚吧？

练习 2
（1）A. 为了保证病人的休息，午饭后   一律   不准探视。 

（2）A. 你怎么    搞    的？不是说好了周末和小丽见面的吗？怎么又不去了？

（3）A. 因为有大雾，飞机不能起飞。    耽误    了您的宝贵时间，非常抱歉！

（4）A. 马向阳在那儿当县长时，    出色    地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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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3

（1）C. 看到房间满是灰尘，他发起了愁，刚坐了十    来  个小时火车，实在没力气收拾了。

（2）D. 我找刘明天来当导演，其实是有点儿    冒险  的。

（3）C. 按学校规定，缺课 60节以上的学生    一律  不允许参加考试。

（4）A. 小丽    出色  地完成了比赛的各项动作，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扩展

做一做

（1）这是我的    名片    ，我们保持联系，希望将来有机会一起合作。

（2）明天，希望公司的总裁刘明先生来学校    演讲    ，你想去听听吗？

（3）老师，请问我报名时，都需要带什么     证件    啊？

（4）出席开幕式的    嘉宾    都联系好了。

第 27 课 下棋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因为一场病，他    失去    了记忆。

（3）要珍惜时间，因为    失去    的时间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4）这次火灾造成了巨大的    损失    。

练习 1
（1）吸取    教训    才能避免以后再次发生同样的问题。

（2）工作压力太大、不能兼顾工作和家庭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    因素    。

（3）希望你在比赛中    发挥    好，赛出好成绩！

（4）只有做好准备的人才能    把握    住机会。

（5）你就这样    眼睁睁    地看着他摔倒了？！

（6）仔细    观察    周围的大自然，你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练习 2
（1）A. 这几次考试我都考得不太好，觉得有点儿    灰心    。

（2）B. 在国外工作    期间    ，我一直很想念我的家乡和家人。

（3）B. 如果有变动，请    提前    24小时告诉我。

（4）A. 你要想清楚，这样做的    后果    很严重！

练习 3
（1）C. 你说得这么复杂，我觉得他    未必  能听懂。

8

http://www.aolifo.de/


www.aolifo.de

（2）C. 我看，老板没有糟糕的，关键    在于  你怎样去和他沟通。

（3）B. 在很多家庭中，夫妻    双方  同时工作并做家务。

（4）D. 开始学滑雪的时候，我花了很长时间学习怎么停    下来  。

扩展

做一做

（1）这份文件有好几页，拿个    夹子    夹一下吧，别丢了。

（2）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    。

（3）中国人吃饭习惯用筷子，西方人吃饭习惯用刀和    叉子    。

（4）周末的下午，坐在阳光下，喝    壶    茶，感觉很舒服。

第 28 课 最受欢迎的毕业生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他这么做，    反映    出他的思想还不太成熟。

（3）他脑子    反应    得很快，马上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4）小王，大家    反映    你最近常迟到。家里有什么问题吗？

练习 1
（1）因为天气影响，我们的活动推迟了，    具体    时间再等通知。

（2）会议快要开始了，代表们    陆续    走进了会场。

（3）这次比赛是在全国    范围    内举行的。

（4）前两局棋输给爸爸，他    显然    并不担心。

（5）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    乐观    地面对生活。

（6）这只是我个人意见，仅供你    参考    。

练习 2
（1）A. 这个玩具是我爸爸亲手为我    制作    的。

（2）A. 我们    假设    他明天 9 点能出发，那么 10 点可以到这儿。

（3）B. 我们已经安全地    到达    目的地了。 

（4）A. 来我们公司工作，你的前途一片    光明    ！

练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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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做一做

（1）你女儿的身材这么好，可以去当个    模特    。

（2）我要考注册    会计    师，报了个辅导班，每周末都要上课。

（3）平时我上课，周末我会到一个公司去做    兼职    。

（4）我们决定录用你，请你下周一到    人事    部办理    报到    手续。

第 29 课 培养对手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由于人群    拥挤    ，有人受了伤。

（3）他假装伤心，    挤    出了两滴眼泪。

（4）周末这家商场里虽然人很多，但并不    挤  /  拥挤    。

练习 1
（1）太晚了，我先走了，不    妨碍    您休息。

（2）我的手机    电池    不行了，得去换一块。

（3）让他们俩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吧，    培养    一下感情。

（4）我们这个是薄利多销，本来就没有多少    利润    。

（5）你们上次赢了，这次就肯定也能赢吗？我看    不见得    。

（6）这次活动，学校为我们提供了    资金    支持。

练习 2
（1）A. 她的汉语说得很好，我的发音    不如    她。

（2）B. 我建议你别去看那个演出，我已经看过了，很    糟糕    ！

（3）B. 最后老师的话    促使    他改变了主意。

（4）A. 阳台、卧室的整体感觉都不错。但是桌子摆这儿，明显不    合理    。

练习 3
（1）C. 听说展览馆最近有个小人书展，  

如  我们周末去看看吧。

（2）D. 他上周迟到，这周    干脆  不来了？！

（3）C. 你小心一点，    万一  受伤就麻烦了。

（4）B. 大家都选的    不见得  就是最好的。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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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做

（1）这是找您的钱，这是    发票    ，请拿好。

（2）交    税    是每个人的义务。

（3）我不喜欢在小商品市场买东西，因为我不会    讨价还价     。

（4）将军把自己的食品    分配    给了身边的每一个士兵。

第 30 课 竞争让市场更高效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的体温才接近    正常    。

（3）这项技术已  接近  世界先进水平。

（4）对于这个问题，几国的意见  接近  。

练习 1

（1）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会对任何人  构成  威胁。

（2）遇到困难不应该  逃避  ，应该积极地面对。

（3）由于报名的考生太多，学校决定适当  延长  报名时间。

（4）公司在产品包装、宣传推广和销售等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  实用  的经验。

（5）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中西部  落后  于东南沿海地区。

（6）参加本届运动会的运动员人数  接近  一万人。

练习 2

（1）B. 你听谁说刘方要结婚了？消息  确实  吗？

（2）B. 主任临时有点儿事，下午的会  推迟  到明天了。

（3）A. 让孩子  体会  到自己的意见受到尊重，这一点很重要。

（4）B. 他  根本  就看不见这些美丽的花呀。

练习 3 

扩展

做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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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从事对外    贸易   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     谈判    进行得还算顺利，最快下周就可以签合同了。

（3） 公司的项目挺不错，但资金出了点问题，目前面临    破产    危险。

（4） 买房的    贷款    还有三四年就可以还清了。

第 31 课 登门槛效应

词语例释 1
练一练

（1）嗯，我记住了，明天给你发邮件。

（2）嗯！小明怎么又忘了关灯啦？

（3）嗯？我的手机怎么不见了？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看完信后，  轻易  

动感情的父亲眼圈都红了。

（3）你这样做，不了解情况的人很    容易    误会。

（4）我们双方都没有    轻易    放弃自己的意愿。

练习 1

（1）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仔细记一些比赛线路周围的    标志    。

（2）大家都不    赞成    让刘研去负责上海的项目。

（3）平时很多问题都是他去    处理    的，别人根本不会。

（4）如果新工作有发展空间，工资低一点儿也    无所谓    。

（5）公司    迫切    需要开发出适合亚洲市场的新产品。

（6）不就是买了个新手机吗？有什么    了不起    的。

练习 2

（1）A. 没想到，主任的态度很    冷淡    ，不同意他去。 

（2）A. 当经理有什么    了不起    的。

（3）B. 你自己一个人去花园里玩儿，妈妈    同意    了吗？

（4）A. 挺好的工作为什么要辞职？你怎么这么    糊涂    啊？

练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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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做一做

（1）我把李阳、刘方调到你们部门，他们会全力    配合   你的工作。

（2）    信任    是对孩子最大的鼓励，也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3）在校长和师生们再三邀请下，刘先生    推辞    不过，只好走上讲台。

（4）听说你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啦？    恭喜    你啊！

第 32 课 身边的环保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在工作中，管理者多  鼓励  员工，也会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3）听了他们的发言，我挺受  鼓舞  的，对他们很有信心。

（4）感谢大家对我的肯定与  鼓励  。

练习 1

（1）小时候，他常    幻想    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一名导演。

（2）船翻了，他很    幸运    地抱住一根木头，游到一个小岛上。

（3）大赛的作品将被放在网上，由网友打分，比赛结果于四月十五日    公布    。

（4）谈判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    鼓舞    。

（5）接到电话，她感到有些    不安    ，急忙连夜赶回家中。

（6）记录、保存将要    消失    的事物是摄影非常重要的作用。

练习 2

（1）B. 虽然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还是  尊重  你的选择。

（2）A. 作品充分地表达了作者内心    真实    的情感。

（3）A. 那个城市的基础    设施    还不够完善。

（4）A. 这次考试能否通过，我实在没什么    把握    。

练习 3

扩展

做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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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管子是    金属    管，只是从表面上看像塑料。

（2）“中国大妈”一词的产生充分证明中国是    黄金    消费的大国。 

（3）豆腐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制作它的主要    原料    就是黄豆。

（4）从目前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来看，    煤炭    依然占主导地位。

第 33 课 以堵治堵——缓解交通有妙招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人们一直认为，哭是胆小、软弱的    表现    。

（3）丽丽是不会错过这个在大家面前  表现  自己的机会的。

（4）人生的价值不  体现  在你口袋里有多少钱，而在于你为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

练习 1

（1）每当体育馆有比赛举行，周围的交通就会出现    拥挤    情况。

（2）手术有风险，小明父母    咨询   了许多专家后，还是决定做。

（3）为了赢得顾客，双方一定会在服务方面    展开   竞争。

（4）小李办事太马虎，你派他去可不太    保险     。

（5）车的问题已经处理好了，保险公司正在办理    赔偿    手续。

（6）道路修通后，灾民饮水困难的问题得到了    缓解    。

练习 2

（1）A. 学校规定，旷课达到 60节以上的学生    取消    其考试的资格。

（2）A. 汽油明天要涨价了，    难怪    加油站又有车在排队加油呢。

（3）B. 一个好的领导能    虚心    听取不同的意见。 

（4）A. 调查发现，有 60%的人    明确    表示愿意选择公交出行。

练习 3

扩展

做一做

（1）列车长办公室在 9号    车厢    ，请到那儿办理补票手续。

（2）刚考下驾照时，他陪我到郊外练车，    拐弯    、倒车、停车，没一个月我就敢自己上

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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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亮    绕    地球一圈的真实时间是 27日 7小时 43分 11秒。

（4）这个交通标志表示禁止停车，在这儿停车是要    罚款    的。

第 34 课 鸟儿的护肤术

词语例释 2
练一练

（1）A
（2）A
（3）C

词语例释 3
练一练

（1）C
（2）A
（3）B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这个实验我已经    重复    过两次了。

（3）经过    反复    实验，他们终于成功了。

（4）他的病情出现了    反复    ，情况不太乐观。

练习 1

（1）那件事将是我一生中    唯一    的遗憾。

（2）李将军这次去北京的行动是    秘密    的。

（3）你好容易来一趟，我们今晚一定要喝个    痛快    ！

（4）有些    昆虫    和鸟类一样有翅膀。

（5）经常使用我们的肥皂，您的皮肤将变得更加    光滑    。

（6）这次会议的精神可以    概况    为三点。

练习 2

（1）A. 我们要    爱惜    粮食，不要浪费。

（2）B. 她总是    随身    带着伞，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3）B. 警察一把把小偷给    抓    住了。 

（4）A. 这个地区的动植物    种类    多，数量大

练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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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做一做

（1）    土地    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没有它，人类无法得到食物。

（2）他坐着自造的小船很轻松地就到达了对      岸    。

（3）    沙滩    排球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运动。

（4）孩子们在树林里玩儿，一个孩子不小心把裤子刮破了一个    洞    。

第 35 课 植物会出汗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这种情况比较    特殊    ，我原来没见过。

（3）我喜欢北京，    特别    是北京的秋天。

（4）夏天运动后在大树下坐一会儿，喝口凉开水，    特别    舒服。

练习 1

（1）有时候，睡觉并不一定能缓解    疲劳    。

（2）你的电脑太慢了，应该去给    系统    做一下升级。

（3）其实他是位盲人，    根本    看不见你的动作。

（4）楼下新装了一台    自动    售货机。

（5）一位心理学家找来两个 7岁的孩子进行一项心理    测验    。

（6）这是我们公司    内部    的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吧。

练习 2

（1）A. 这是你第几次错了？！怎么不    吸取    教训呢？

（2）B. 你太激动了，最好    控制    一下你的情绪。

（3）B. 是他    主动    提出要去参加这次比赛的。

（4）A. 今天的比赛    秩序    良好，没有球迷闹事。

练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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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做一做

（1）猫和    老鼠    是天敌。

（2）“蜂拥而至”这个成语是形容很多人像    蜜蜂    似的一拥而来。

（3）冬天，一位农夫在路边看到一条快要冻死的      蛇    ，觉得它很可怜。

（4）    小麦    是世界上产量第二的粮食，仅次于玉米。

第 36 课 老舍与养花

词语例释 2
练一练

（1）B
（2）A
（3）B
（4）A

词语辨析

做一做

（2）他实在说不出什么，只好随口说：“不怎么习惯。”总算  应付  过去了。

（3）放心吧，海关手续的事我一个人能  应付  /  处理  。

（4）我非常尊敬他，但同时也觉得他是个不好  应付  的人。

练习 1

（1）我们的产品改善了许多人的生活，这是我们非常  自豪  的事情。

（2）这项规定是  结合  了我校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

（3）老李对儿子面试没被录取的事显得满不  在乎  。

（4）国庆节期间，本市会举行大规模的  庆祝  活动。

（5）多亏了这条铁路，  不然   这么多煤炭怎么运出去？ 

（6）我觉得你们的动作好像还不太  熟练  ，还得多练习练习。

练习 2

（1）B. 一连取得两场胜利，李岩  骄傲  得不得了，以为冠军非他莫属了。

（2）A. 对于他们这种做法，我  保留  自己的意见。

（3）B. 看到五星红旗在赛场上升起，我的眼圈  湿润  了。

（4）B. 他是个工作狂，生活中  除了  工作还是工作。    

练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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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做一做

（1）知道李阳的困难后，同事们都为他  捐  款。

（2）产品自售出之日起 7日内，发生问题，消费者可以选择  退  货。

（3）这个袋子很结实，用手  撕  不开，去拿把剪刀。

（4）经过 4 年的植树造林，种草固沙，退化的草原又  披  上了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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