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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职场环境/加入新团体的感受？

资深 风气 唯独 指标 等级 欺负 展示
计较 怠慢 敷衍 凑合 飞跃 兢兢业业

滥竽充数

HSK 训练 —— 改错



导入 Warm-up

你刚到一个新环境（新工作岗位，新学校，新球队等）受到

热情欢迎还是冷淡对待？谈谈你当时的感受。

你刚到一个新环境（新工作岗位，新学校，新球队等）受到

热情欢迎还是冷淡对待？谈谈你当时的感受。



上任

沏

唯独

边缘

指标

shàngrèn

qī

wéidú

biānyuán

zhǐbiāo

我们公司新上任的总经理看起来很严肃。

他的生活很悠闲惬意，每天都会约几个朋友沏功夫茶。

他的能力非常全面，唯独在外语能力上有很大不足。

小林的公司濒临破产的边缘，但是他依然干劲十足。

公司给他的业务指标太高了，以他的能力根本无法完成。

资深 zīshēn 老林已经在这个公司待了有五年多了，是一位资深员工了。

吹牛 chuīniú 我们都不太相信李明，他非常喜欢吹牛，十句话有八句是假的。

等级 děngjí 汉语水平考试六级是外国人汉语水平的最高等级。

生词 1



忍耐

策划

缓和

rěnnài

cèhuà

huǎnhé

每个人的忍耐都是有极限的！

上周他们策划的活动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经过一年的不断努力，两国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

着想 zhuóxiǎng 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也要多为他人着想。

而已

设置

随意 suíyì

éryǐ

shèzhì

在建筑物墙上随意涂鸦是一种令人不齿的行为。

我们只想逛逛街而已，想不到最后却买了这么多东西。

我们的班都是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设置的。

生词 2



模仿组词

例：就职： 辞职 兼职 职业 职务

职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唯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才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敬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唯独

副词——意思是“只是、单单”，与上文有对比意思。

1、那次旅行大家都去了，唯独你没有去成。

2、中国的传统节日都是喜气洋洋的，唯独清明节，庄重而伤感。

语言点

（一）

3、正想着，赵姐已经坐在那儿开始自己享受了，唯独剩下我和我的、

搭档——与我同一天就职的小林。



练一练：完成句子

（1）我上学的时候，哪门功课都好，______________。

（2）说理、鼓励、引导、表扬，什么样的教育方式都可以尝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他对什么都不在意，____________，他格外用心。



听课文，判断正误

1. 这家公司的老员工非常多，我是一名咨询师。

2. 这家公司的同事对我很友好，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们经常给我一些帮助。

3. 赵姐要给我泡了一杯咖啡，交代我说明天轮到我给大家倒茶。

听力

4. 我和小林的业务很难做，件件都很头疼，有时候还完成不了。

5. 老板分配业务的时候，是不公平的，老员工挑走了容易的，难的给了我们。



这是我到这家公司上任的第一天，我的职位是咨询师。早就听说这里老手多

，新手少，不少资深员工在公司创立之初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了。

清早上班，和新同事一一认识后，我以为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始了，没想到赵

姐工作的第一件事是忙着沏茶和咖啡，给张哥端一晚，给孙姐送一杯…… 我想这

单位风气真好，明天这事我来做。正想着，赵姐已经坐在那儿开始自己享受，唯

独剩下我和我的搭档——与我同一天就职的小林。顿时小林的脸色变了，我也有

被边缘化的感觉，不过我还是向小林使了个眼色，屋子里鸦雀无声，第一天就这

样开始了。

课文-1



我和小林的业务很难做，件件都让人头疼，有时还没有完成指标

，可别人的工作很快就完了，几乎成天聊天儿、上网、吹牛，还有人

溜出去逛街。我和小林虽然是新来的，可我们之前在别的公司也是好

手呀。

后来我发现，领导分配业务时，总是让资深员工先挑，他们挑剩

下的才是我和小林的。我们的工作从难度上讲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

等级。

课文-2



说说“我”在这家公司的职位以
及公司的人员构成情况：

咨询师、老手、新手、资深员工

简述

上班第一天，其他老员工对“我”
和小林的态度如何？

1）给……沏茶/咖啡
2）唯独剩下
3）边缘化

“我”和小林的在公司的工作与
别人有何不同？为什么？

1）“我”和小林的业务……,件件……,有时
候……
2）别人的工作……，成天……，还有人……
3）我发现，领导分配业务时……



复述

这是____ ，我的职位是_______,公司的员工______，新员工少，不少____。

早上，一一认识后，我以为______ 。 没想到_____。我想明天我来做，赵姐已

经开始享受了，我感觉到______,我给小林一个______眼色。

我和小林的业务______,有时______,可是别人________,几乎天天_______。我和

小林是新来的，可是我们也_______。

后来发现，领导______，他们先挑,剩下的_________,难度上根本___________。

说一说：
我们分享分享你第一天上班时候的情形？

参考词汇： 职位 介绍认识 分配 指标 客气 友好 融洽 边缘



手

色

化

式

Warm-up



手
老手、新手、对手、帮手、高手、巧手、人手、生手、歌手、

好手、快手、能手、多面手

色
脸色、面色、气色、神色、喜色、眼色、变色、

不动声色、大惊失色、眉飞色舞

化
边缘化、丑化、美化、弱化、淡化、强化、软化、硬化、绿化

、多样化、大众化、现代化

式
旧式、老式、新式、中式、西式、欧式、美式、飞跃式、花园

式、家庭式

Warm-up



公道

明明

大不了

怠慢

全力以赴

gōngdao

dàbuliǎo

dàimàn

quánlìyǐfù

说句公道话,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对的。

生词 3

敷衍 fūyǎn

想方设法 xiǎngfāng-shèfǎ

不像话 búxiànghuà 在电影院里打电话，她也太不像话了。

míngmíng 你明明知道今天降温，为什么不多穿点衣服？

感冒没什么大不了的，吃点药就好了。

这是你的工作，怎么可以怠慢你的重要客户？

做事喜欢敷衍是个不好的习惯。

要干好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有困难不怕，只要我们想方设法克服就行了。



凑合

考核

敬业

忙碌

兢兢业业

传授

生词 4

施展

我们老师一天到晚总是忙忙碌碌的。

这件大衣，还能凑合穿两年。

年度考核中，我和同事们受到了表扬。

老师毫不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他的敬业精神让人感动。

她工作兢兢业业，因而取得了成功。

激情 jīqíng 她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到音乐事业中。

còuhe

mánglù

jìngyè

kǎohé

chuánshòu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要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shīzhǎn

jīngjīngyèyè



Words

大不了

不像话

敷衍

全力以赴

兢兢业业

忙碌

Use given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改写句子

（1）别的事情可以放一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唯独)                 

（2）爸爸________________,从来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成天）

（3）失业了也没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不了）

（4）我的笔_________________,怎么一转眼不见了呢？ （明明）

（5）没有床，只有一张沙发，你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凑合）

（6）每当我遇到困难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想方设法）



明明

副词——表示很明显，情况就是这样。

用“明明”的小句前或后常有反问或表示转折的小句。多用于口语。

1. 他你唱的明明是流行歌曲，哪里是京剧啊？

2. 明明是你把书弄丢了，还说不知道，真不像话！

3. 哼，太不像话了，明明是在欺负人。

语言点



完成句子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却不承认，真不讲理！

（2）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样做不对，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怎么非说没看见？



大不了

副词——“最坏也不过”表示虽然出现了困难，但最终是可以解决的。用于口语

1、小林要去找领导讨公道：“哼，太不像话了，

明明是在欺负人，大不了辞职。”

2、失败了不要紧，大不了从头再来。

3、别难过了，不就是衣服丢了吗，大不了再买一件。

语言点



改写句子

1. 坐错车没关系，最多就是坐回去。

。

2. 别难过了，不过就是画儿湿了，我再给你画一张就完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少了一个座位？没关系，最多就是少去一个人。

。



课文-3

小林要去找领导讨公道：“哼，太不像话了，明明是在欺负人，大不了辞职

。”我也觉得不像话，可静下来，也觉得没什么不好，应该说这反而是我们可以

展示自己才干的好机会。我和小林决定不和他们计较，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不怠

慢、不敷衍每一位客户，想方设法做好每一单业务，多忙都不凑合。

忙碌中，时光过得飞快，我们的业务能力得到了飞跃式的提高，点名找我们

的客户越来越多。有时领导会说，服务对象对张哥不满意，活儿你们接手吧；客

户投诉赵姐了，你们处理一下吧。我们每天都充满激情地工作，享受着工作的快

乐。



课文-4

年度考核，我和小林的敬业精神、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受到了表扬，经济

上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当初对我们不友好的资深前辈们也变得热情起来。再

后来，公司来了新人，领导让我带他们，我把工作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他们，毫

无保留。

其实，进入新单位，作为一个职场插班生，这个过程，正是展示你人格魅

力的时候，遇到困难，也是你施展才能的时机。



阅读回答问题

（1）小林生气了，去找领导讨公道去了。

（2）因为感觉到不公平，我和小林越来越没有干劲了。

（3）我们工作非常卖力，也做的非常好，年终考核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4）新人来，我们带他们成长，把经验传授给他们 。

（5）职场里，遇到困难，是展示才能的最好时机。



简述

“我”和小林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
不计较、全力以赴、不怠慢、不敷衍、想方设法、不
凑合

“我们”在公司的处境有了什么变化？
1. 业务能力...... 2. 客户......
3. 接手 4. 年度考核……
5. ……热情起来 6. 新人......

通过“职场插班生”的经历，“我”有什么
收获？

1. 展示……魅力
2. 施展才能



创立 创办

这所女子职业学校于1958年创立/创办。

（动词，都有初次、开始做的意思。）

这个组织创立于1942年。

（侧重于“开创、成立”的意思）

他们几个人一起创办了一家民营企业。

（侧重于“创设、经营”的意思。）

① 这个政党刚创立时，参加人员并不多。

② 创立一个新的学术体系是个复杂的过程。

（可以用于政党、国家或学说、理论等。）

不能用于政党、国家、学说、理论等。

辨析



“创立”

1. 他们夫妻俩一手 起这家汽车修理厂。1. 他们夫妻俩一手 起这家汽车修理厂。

2. 这个学说 于18世纪中期，开始时遭到许多质疑。2. 这个学说 于18世纪中期，开始时遭到许多质疑。

3. 近年来，一些地方相继 了各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服务中心。3. 近年来，一些地方相继 了各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服务中心。

4. 新理论 初期，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4. 新理论 初期，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

填空

“创办”



判断正误

（1）他专程研究中国文学，发表了一些方面的论文。 （ ）

（2）他们为了国家培养了很多相关学科的专门人才。 （ ）

（3）今天是我的生日，妈妈专程做了我喜欢的饭菜。 （ ）

（4）昨天同事们专门举行了一个晚会欢迎我。 （ ）



选词填空

上个星期，我加入了学校篮球队，跟球队的 们一一认识之

后，我的训练生活就此开始。张教练在球队 之初就在这儿了，

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 篮球教练。我们球队的 非常好，大

家互相帮助，训练刻苦认真，没人喊累，没人抱怨，训练中受点儿伤

都不 ，我很喜欢这个集体。

计较 搭档 资深 创立风气



选词填空

同事小张非常敬业，他对待工作充满 ，总是 出

色完成每一项任务，从来不 。最近，他接到一个新任务，

为一个新项目做前期准备。小张带领他们部门的员工 投入工

作，虽然很 ，却享受到了工作的快乐。

激情 全力以赴 忙碌 凑合想方设法



模仿造句

清早上班，和新同事一一认识后，我以为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始，

没想到赵姐工作的第一件事是忙着沏茶和咖啡，给张哥端一碗，给孙

姐送一杯……我想这单位风气真好，明天这事我来做。

今天在办公室，我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手机了，我以为______,

没想到______，我想_________________。



拓展阅读

春秋时，蔡国有个著名的医生。他周游各国，热心为百姓看病。大家都很敬重他。

有一次，他来到一个国家，见一家死了人，尸首已放了好几天，便问明病人临死前的情

况，断定这是假死，还能救活。他先给病人扎了针，然后灌下药，等了一会儿，死人居

然活过来了。全城的人都十分惊讶，称他是神医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扁鹊的名声从

此传遍了各国，他的真名反而人们不知道 。

蔡国国王听说自己的国中居然出了如此有名的人物，很想见见，便命人布告去找。

扁鹊见到布告，忙回国，去见桓公。他小步入厅，来到国王面前站了片刻，对桓公

说：“国王有病，病在皮肤，若不及时医治，恐怕要严重起来。”国王一听，便有些不

快，摇头说到：“我身体很好，没有病。”

扁鹊走后，国王对左右冷笑道：“做医生的，都想赚钱，只会给没病的人看病，这

才容易显示自己医术高明。”



拓展阅读

过了十天，扁鹊带着药去见桓公。国王正坐在花园中玩赏。扁鹊来到国王面前，

看着他的脸色，忧郁地说：“国王有病，病在血脉，若不抓紧医治，将会更加严重。”

桓公心里十分不乐，扭转头，就是不理他。扁鹊只好退了出来。

过了十天，扁鹊又去见国王，心情沉重地说：“主公有病，病在肠胃，再不医治

，将更加严重！”桓公听后，勃然大怒。扁鹊十分惋惜， 长长地叹气，摇头而去。

又过了十天，扁鹊第四次来见桓公，一见桓公，二话不说，急转身而出。桓公见扁

鹊这次来得蹊跷，派人去问，扁鹊痛心地说：“病在皮肤，可用药水热敷，病到血脉，

可用针灸治疗，病入肠胃，可用汤药；现在病入骨髓，没有办法了。”说罢，扁鹊整理

行装，连夜向秦国逃去。

过了五天，讳疾忌医的国王浑身疼痛，果然病倒了。忙派人去找扁鹊，但是已经晚

了，国王就这样死去了。



拓展阅读

（1）扁鹊因为什么事件变得非常有名？

A 他到处给人看病。 B 他有一次治病，让死人再次活过来了。

C 他看病不收钱 。 D 他当医生赚了非常多钱。

（2）扁鹊为什么去见了蔡国国王 ？

A 他来给国王看病。 B 他做医生没有交税，国王让他交税。

C 国王听说他很有名，想见他。 D 有官员把扁鹊介绍给国王，让他做官。

（3）过了十天，国王在花园玩赏，为什么没有理扁鹊？

A 太忙 B 没看见 C 嫌弃他丑 D生气了

（4）国王的病，什么情况下是治不了的了？

A 病在皮肤 B 病在骨髓

C 病在肠胃 D 病在血脉



作业 缩写成400字的短文







有一个赚钱的高手， 他有一个花钱的儿子父亲很怕儿子是浪费他的生活。他

对儿子问 万一我破产， 你可怎么办呢？儿子从来没思想过这个情况。他只以为爸

爸去世的话 他自己会遗产爸爸的财富。理所当然有一天父亲破产了。这位儿子受

不了他新生活，没有钱玩， 真正的朋友都消失了. 儿子想自杀。他终于看清楚他的

生活错误, 他想帮助父亲。他问了爸爸 我该怎么做？儿子的父亲告诉他“我可以丢

面子去请求一林先生朋友给你职员工作 但是我怕你不能吃这样的苦“儿子回答 “

可以可以“不管做这么难的工作让儿子想念财富的生活 他坚持了接受林先生的教

养。几年过去了儿子提升能力和岗位 赚钱娶妻了。他的努力给他充满的生活。有

一天儿子的爸爸去世了，去世的时候他脸上有个美满的微笑。儿子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天一个律师过来给儿子一张封信。上面写的是他父亲的手字。告诉他， 其实

我不是破产的， 我用了这个方式来让你变化你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我现在要给你

一半的我的财产也给林先生一半 因为他养好了你。看到你现在的能力和态度给我

了充满的高兴。



HSK训练













作业 缩写成400字的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