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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Cultural Note

中秋食品

迎面 打量 番 迟疑 饱经沧桑 朴实 操劳
欺骗 小心翼翼 隐约 点击 炫耀 辜负

如何烹饪大闸蟹

稻花香 蟹膏肥



导入 Warm-up

图中是什么食品，中国什么节日，有什么活动和意义。



模样

番

迟疑

拜托

饱经沧桑

múyàng

fān

chíyí

bàituō

bǎojīngcāngsāng

他今天穿得一副商务人士的模样。

今年的西瓜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

结果这个礼物，他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了声谢谢。

我拜托我姐姐从巴黎带回来了很多化妆品。

看到父亲饱经沧桑的手，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打量 dǎliang 小丽的父母上下打量了一番她的男朋友。

流露 liúlù 这次他没有得奖，虽然嘴上没有说，但是脸上还是流露出一丝不快。

朴实 pǔshí 独立生活曾经对我具有巨大的诱惑。

生词 1



操劳

原先

斯文

cāoláo

yuánxiān

sīwén

他因过于操劳，终于病倒了。

原先他是个裁缝，现在他当司机了。

看他的穿着挺斯文的，但却做出这么丢脸的事。

起码 qǐmǎ 你起码是个大学生，不像我，我一点英语都不会。

一流

喜悦

小心翼翼

心眼儿 xīnyǎnr

yīliú

xǐyuè

xiǎoxīnyìyì

商场如战场，我们对任何人都要多一个心眼儿。

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流的大学。

听到我被伦敦大学录取了，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我家的猫小心翼翼地跑到厨房，偷吃了一条鱼。

生词 2



番

动词——表示费时较多，动作较大，过程长的动作。意思是：“遍、回”

1、他打量了我一番，到嘴边的话又不说了。

2、那只小鸟做了一番最后的挣扎，慢慢地躺在那里不动了。

语言点



番

用于动词“翻”后面，意思是“倍”

1、和五年前比，多数人的工资已经翻番了。

2、“翻番”的意思是在技术上增长一倍。比如“一个”翻一番是“两个”，

在“一”的基础上增长一倍；再翻一番是“四个”，在“二”的基数上增长

一倍；在翻一番是“八个”，在“四”的基数上增长一倍；再翻一番就是

“八个”，在“四”的基数上增长一倍，以此类推。

语言点



番

动词——表示心思、言语、过程等，表示次数。数词只能是“一，几”

1、父母的话常在他耳边回响，他总在提醒自己不要辜负了父母的一番期望。

2、那只小鸟做了一番最后的挣扎，慢慢地躺在那里不动了。

语言点



1. 经理说，如今确定下来的改革方向，是经过长时间认真考虑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他把我从上到下好好打量了一阵子，还是有些疑惑，仿佛不敢

确定就是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他汉字写得好，也是经过好长时间艰苦付出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番”改写句子

练一练



听课文，判断下列句子正误

1. 我被一个女生拦住了，她想要我送她月饼。

2. 他是一个农民工，工作很累，是南方人。

3.他工作很忙，在港口没有具体的地址，所以让我帮他代收月饼。

听力

4.他对他的女儿很欣慰，觉得她很有本事，是他的骄傲。

5.他女儿是博士毕业，在国外的一个大公司工作，有很多下属。



清晨上班，走到公司楼下，迎面站着一位农民工模样的男人，他

打量了我一番，到嘴边的话有不说了。我停住脚步，疑惑的问：“你

有什么事吗？”他搓着手，迟疑地说：“有件事想拜托你。”

“您说吧，只要能帮的，我一定帮。”这回轮到我打量他了：饱经

沧桑的脸上流露出朴实，一双过于操劳的大手；胡须起码一个星期没

刮了；南方口音。

课文-1



果然，他来自南方的一个乡镇，原先是裁缝，现在在我们旁边的

港口干活。他女儿在上海，中秋节快到了，要给他寄盒月饼，可他白

天在工地，地址没法写，想请我帮他代收一下。

“这个忙好帮，您不怕我吧收到的月饼给吃了？”我半开玩笑地

说。他笑着说：“不会，你和我女儿一样，斯斯文文的，一看就读过

书，心眼儿好，守信誉，怎么会欺骗我呢？”他说女儿念了硕士，有

学位，在一家一流的公司工作，是个主管，还有助手，怎么也算得上

是公司的骨干。”说起女儿，他满脸的骄傲。

课文-2



“我”在公司楼下遇到的那个男
人是什么样的？

1. ……模样 2.脸：
3.手 4.胡须：
5.口音

这个男人想拜托“我”做什么？

1. 女儿在……工作，……节快到了，女儿想
给……寄……

2. 可……白天在……,地址……
3. ……请我代收……

简述

这个男人想拜托“我”做什么？

他为什么找到“我”帮忙 斯斯文文、心眼儿、信誉



复述

早晨上班，我被____拦下了，他______我,想_____我帮
他 。

“你说吧，我一定帮你”，我也_____了一会儿他, 他脸
上____,一双手_____。胡须_____。

说一说：
你有拜托别人或被别人拜托事情的经历吗？

参考词汇： 拜托 帮忙 方便 迟疑 模样 守信 差错

他来自_____，以前是_____，现在在_____上班，女儿
在_____，给他寄月饼没有地址，想请我 _____。



拨

隐约

浑身

馅儿

惦记

仍旧

bō

réngjiù

yǐnyuē

húnshēn

xiànr

diànjì

拨通了这个电话，终于听到了爱人的声音。

他仍旧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孩子在肚子里踢我。

听了这个鬼故事，她一晚上都觉得浑身不自在。

妈妈最喜欢红豆馅儿的月饼。

女朋友在国外还惦记着我，给我带回来了很多礼物。

生词 3



丢人

面子

炫耀

期望

diuren

mianzi

xuanyao

qiwang

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很多游客不喜欢排队，这是很丢人的事。

死要面子会让你很要强，不容许一点伤害。

李明经常炫耀自己的财富，终于有一天他被抢了。

我期望我的孩子健康成长，越来越漂亮。

生词 4



模仿例子，写出更多的词语

例：口音： 声音 录音 拼音 音乐

朴实：

过于：

一流：

惦记：

练习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练习

最近我的朋友小李有些 每天都 的，他以

前可是非常开朗的啊。我 担心起他来。于是我找了个机会

跟他说：“如果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千万别 ，告诉我，我

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吧！”听了我的话，小李感动得 。

最近我的朋友小李有些 每天都 的，他以

前可是非常开朗的啊。我 担心起他来。于是我找了个机会

跟他说：“如果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千万别 ，告诉我，我

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吧！”听了我的话，小李感动得 。

无精打采 隐瞒 热泪盈眶 不由得反常



课文-3

我记下了他的电话，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他小心翼翼的收起

来，满怀喜悦地走了。

第三天中午，我收到一个重重的包裹，发件人叫“张心悦”。我

马上拨打张师傅的电话，却无人接听，给他发短信，他也不回，直到

下班，人就没有音信

我心里隐约有些不安，抱着包裹就往工地跑，找到一位工人，请

他帮忙找张师傅。一会儿，浑身汗水的张师傅来了。



他见了我又是道歉又是感谢，说今天特别忙，手机没电了都不知道。

说着就要拆包裹，非要请我吃月饼不可。我说家里什么馅儿的月饼都有

，还是赶快给女儿打个电话吧。

电话通了，张师傅满脸慈爱，笑得别提多灿烂了：“心心，月饼爸爸收

到了，……我身体好着呢，别惦记，好好工作，别给爸爸丢人啊……”

讲完电话，张师傅还没完了向我炫耀他的女儿，“要面子着呢，从来没

有辜负过我的期望”

看得出，女儿是他的幸福。

课文- 4



他的女儿工作怎么样？ 硕士、学位、一流、主管、骨干

“我”收到包裹后，做了什么？ 拨打、发短信、不安、往工地上跑、找到

他跟“我”见面后，做了什么？ 又是……又是……,非……不可、给女儿打电话

简述



语法点
过于

表超过一定的限度：“过于+形容词/副词”表超过一定的限度：“过于+形容词/副词”

1）他出来得过于匆忙，居然忘了带手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没

有手机的日子，一天也是难熬的。

2）进了山才发现，这里人烟过于稀少了，车开上好一阵子都见不到一个人。

着呢

表程度深，带有夸张的语气。用语口语表程度深，带有夸张的语气。用语口语

1）别看我已经年过七旬，我身体好着呢。

2）他肯定发烧了，身上烫着呢。

3）（我女儿）要面子着呢，从来没有辜负过我的期望。



练一练

1）有的登山爱好者遇险，是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不要______________，世间有很多东西比金钱更宝贵。

3) 你把他看得___________,其实他是个又简单又纯朴的人。

用“过于”完成句子

用“着呢” 改写句子

1）不行了，干不动了，今天不干了，我太累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天天上下班的时候，公共汽车特别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注意点儿，最近感冒的人多，医院里都是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辨析

起码 至少

相
同
点

都表示最低限度。
如：小孩子每天起码/至少要谁九个小时。

不
同
点

形容词，可以作为定语出现在名词前。

如：按时上课，这是对学生的起码要求。

副词，不能在名词前面作定语

如：这是至少的要求。（×）

前面可以加“最”修饰 前面不可以加“最”等词强调

如：我一个月的电话费最起码也要100
块钱。

如：最至少要100元。（×）



正 误

1）我们一个星期起码要上16个小时的课。

2）记住每天学过的生词，这是对学生至少的要求。

3）人家帮了这么多忙，你最起码要说声谢谢吧。

4）我看那箱苹果最至少也有十公斤。



练一练

1）有的登山爱好者遇险，是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不要______________，世间有很多东西比金钱更宝贵。

3) 你把他看得___________,其实他是个又简单又纯朴的人。

用“过于”完成句子

用“着呢” 改写句子

1）不行了，干不动了，今天不干了，我太累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天天上下班的时候，公共汽车特别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注意点儿，最近感冒的人多，医院里都是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所给定的词语或者结构改写句子

1）我花了三天时间，把那篇文章从头到尾研究了一番。（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那个好心人修好了我的自行车。（把……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他在北京居住了40多年，可以说是个地道的北京人了。(算得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晚餐会上，有中餐，有西餐，丰盛极了。（又是……又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要学好汉语，一定得努力，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好办法。（非……不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化角

“稻花香 蟹膏肥”--- 大闸蟹



作业
缩写成150字的短文





作业

农民工模样的人。
中秋 女儿 有学历
打不通 手机



HSK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