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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2
Ch3diǎnr Bèi Qìchē Zhuàngle Yíxià

差点儿 被 汽车   撞了一下
I Was Nearly Hit by a Car

练习一

1. 朗读下列词语，并试着用关键词造一个短语 

Read aloud the following words and try to form a phrase with the key words. 

扫一下
4 4

码    给他
4 4

扫码      扫他的
4 4

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钱够
4

了 钱还不够
4

 够
4

好的 够
4

忙的 够
4

倒霉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糟透了
4 4

 坏透了
4 4

 忙透了
4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东西掉
4

了 掉
4

下来 掉
4

在地上 吃掉
4

 卖掉
4

 送掉
4

 砍掉
4

 烧掉
4

_______

变
4

大了
4

 变
4

老了
4

 变
4

瘦了
4

 变
4

漂亮了
4

 变
4

得我不认识了
4

_______________

又
4

来了
4

 又
4

下雨了
4

 又
4

工作了
4

 又
4

干净了
4

 又
4

可以了
4

_________________

2. 替换练习    
Substitution drills.

（1）文件没丢就好。

没出事故

没摔伤

没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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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刚才我差点儿让汽车撞了一下。

叫 被

（3）路两边的树都被砍倒了。

刮 撞

（4）河里的鱼都被毒死了。

院子里的花儿

天上的鸟

家里的狗

（5）那些旧房子早就被拆掉了。

苹果 吃掉

钱 花掉

书 借走

3. 用所给的词填空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given words.

 变 换    

（1） 一美元   多少人民币？

（2） 天气   得越来越热了。

 打 发 送

（3）我马上把东西给你们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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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刚才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不认识的人   来的。

（5）他   给我们的电子邮件有病毒，别打开。

4. 选择合适的句子
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

（1） A. 他把汽车撞了一下，差点儿撞死。

 B. 他被汽车撞了一下，差点儿撞死。

（2） A. 今天的票卖完了，你明天再来买吧。

 B. 今天的票被卖完了，你明天再来买吧。

（3） A. 这本书你看过吗？

 B. 这本书被你看过吗？

（4） A. 刚才小王被小李打了一顿。

 B. 刚才小王小李打了一顿。

5. 把下列句子翻译成中文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into Chinese.

（1）I had such bad luck today!

（2）I opened my bag, only to find the cell phone was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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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was riding too fast to notice the traffic lights and was nearly hit by a car.

（4）These trees were planted one or two years ago, right?

（5）Those old houses have already been torn down.

练习二

1. 听句子，圈出你听到的词语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and circle the words or phrases you hear.

（1）A. 钱够了  B. 够忙的  C. 够倒霉的

（2）A. 糟透了  B. 坏透了  C. 忙透了

（3）A. 又工作了 B. 又干净了 C. 又可以了

2. 听对话，选出正确答案
Listen to each conversation, then choose an appropriate answer to each question.

（1）A. 看不懂汉字

 B. 电脑中毒了

 C. 没装中文软件

（2）A. 他不想喝东西     

 B. 他不知道喝什么     

 C. 喝茶或咖啡都可以

（3） A. 能发                 

 B. 有时候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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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不能发   

（4）A. 污染很严重      

 B. 污染没有以前那么严重       

 C. 一点儿污染也没有了

（5）A. 他的自行车被人偷走了

 B. 警察把自行车还给了他

 C. 他在市场上买了一辆新的

（6）A. 男的不是一个好司机  

 B. 男的不喜欢警察

 C. 男的眼睛不好

（7）A. 机场    

 B. 车站   

 C. 路上

练习三

互相问答
Question and answer drill with your classmates.

你觉得你居住的地方现在有哪些污染？我们应该为保护环境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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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四

Read the passag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杰克这次来，发现这儿有了很大的变化。上次来的时候，污染很严重，

河水发臭，河里的鱼被毒死了，空气也不好，绿地很少，路两边的树被砍倒了。

这次来，河水变清了，河里又有鱼了，天比以前蓝了，地比以前绿了。另

外，他还发现，马路比以前干净了，交通也比以前方便了，商店里更热闹了，

服务员更客气了。人们穿得比以前更漂亮了。这些都让他觉得高兴。不过，

他也看到，高楼造得越来越多了，汽车开得越来越慢了，孩子变得越来越

胖了。这些不能不让他有点儿担心。

回答问题

Answer the questions.

1. 这个城市的环境有什么变化？

What are the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in the city in terms of the environment?

2. 杰克为什么觉得高兴？

Why is Jack happy?

3. 杰克为什么有点儿担心？

What causes Jack to w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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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五

写一段话，说一说你遇到过的最幸运或最糟糕的情况
Write a short paragraph about the luckiest event or the worst situation that you have 

ever experienced.

练习六

你觉得地球上的环境问题主要有哪些？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应该做些什么来
保护环境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maj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earth? What should we 
do in our daily lif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Supplementary Words

收 (V.) shōu to receive

人民币  Rénmínbì the official name of Chinese currency

人民 (N.) rénmín people

臭 (Adj.) chòu smelly, foul

蓝 (Adj.) lán blue

绿 (Adj.) lǜ green

另外 (Pron., Adv.) lìngwài what’s more; as well

服务员 (N.) fúwùyuán waiter

造 (V.) zào to build

胖 (Adj.) pàng fat, chubby, pl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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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一、 3．(1) 张 (2) 件 (3) 个 (4) 只

 (5) 办 (6) 拍 (7) 登 (8) 熟悉

一、 4. (1) 没在那儿吃过 (2) 没学过  

  (3) 没给我打过电话 没给我发过电子

邮件

一、 5. (1) 会(说中文) 了

 (2) 贵了

 (3) 不爱(她) 了

 (4) 有(地铁) 了

一、 6. (1) 看来您很喜欢狗。

  (2) 我以前没养过狗。

  (3) 有的(人) 喜欢养狗，有的喜欢养

鸟，有的喜欢养鱼。

 (4) 有空我给你介绍介绍。

  (5) 听说他下个月要去北京(了)。

二、 1. (1) C (2) A (3) B

二、 2. (1) A (2) C (3) A (4) C (5) B

 (6) A (7) C (8) B

Unit 2

一、 3.(1) 干净 (2) 着急 (3) 疼 (4) 舒服 

 (5) 新鲜  

一、 4. (1) 她肯定已经起床了。

 (2) 我还没说完。  

 (3) 你是不是在进出口公司工作？

                                            Liànx! Cānkǎo Dá’àn
 练习参考答案

Key to the Exercises

 (4) 他每天在学校旁边的饭店吃晚饭。

  (5) 我昨天给我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昨

天我给我朋友打了一个电话。

一、 5. (1) 他 (现在) 正在吃早饭。

  (2) 她大概还在睡觉呢。

 (3) 昨天晚上朋友请我们吃生鱼片。

 (4) 你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5) 她有点儿不舒服。

二、 1. (1) C (2) B (3) C

二、 2. (1) A (2) C (3) C (4) B (5) B

 (6) A (7) C

Unit 3

一、 3. (1) 漂亮 (2) 先 (3) 拿 (4) 会 

 (5) 恐怕      (6) 应该  

一、 4. (1) 了   的    的 

 (2) 了   了   的   的   

一、 5. (1) 他去过的地方很多。

 (2) 他在北京拍的照片很有意思。

 (3) 你吃的东西是不是不干净？

 (4) 昨天我们去的地方很远。

一、 6. (参考答案) 

 (1) 这是一张照片。

 这是我的一张照片。  

 这是我拍的一张照片。    

 这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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