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堵治堵——缓解交通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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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Cultural Note

你所在的城市堵车吗？有什么治堵良方？

缓解 繁荣 拥挤 不妨 归纳 咨询 照常
赔偿 批准 取消 商务 难怪 与其 明确

出行方式

共享自行车



导入 Warm-up

你所在的城市堵车吗？有什么治堵良方？



缓解

招(儿)

繁荣

体现

拥挤

huǎnjiě

zhāo(r)

fánróng

tǐxiàn

yōngjǐ

v. to alleviate

n. trick

adj. prosperous

v. to manifest

adj. crowded

生词-1

家常

主观

扩(大)

jiācháng

zhǔguān

kuò(dà)

n. daily life 

adj. subjective

v. to enlarge

缓解压力缓解疼痛

绝招妙招没招

经济繁荣

交通拥挤 拥挤的人群

家常菜 家常便饭

主观愿望 客观现实

扩大影响力



根治

不妨

展开

归纳

v. to cure once and for all

adv. might as well

v. to launch

v. to infer

咨询

照常

图

v. to consult

adv. as usual

v. to covet

虚心 adj. modest

生词-2

展开调查

归纳总结

虚心接受虚心学习

咨询专家 咨询问题

照常上班

图方便 图省事

不妨试一试

根治问题



看图说话

咨询

缓解

拥挤

照常

根治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1、汽车数量的增长带来了___ 问题。

2、解决道路拥堵的问题是要___ 路面。

3、道路扩宽了之后___的司机开车上路了。

A. 经济繁荣 B. 道路拥堵

A. 扩宽 B. 缩小

A. 越来越少 B. 越来越多

听录音，选择正确答案

听力练习-1



课文-1

城市汽车的数量迅速增长，最初还被视为是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的

体现。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了问题。随着车流量的增加，道路变得格外

拥挤，堵车在大城市中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就要

减少单位面积道路内的汽车数量，新建或加宽道路被公认为最基本的

方法。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我们美好的主观愿望，道路扩建的速度远远

跟不上车流量增加的速度，面积的增加并未使道路空出空间来，甚至

还会无形之中鼓励更多司机开车上路，使得市中心的道路更加拥挤。



汽车数量的增长 交通拥堵

加宽路面 更多的司机开车上路

概述



听录音，选择正确答案

1、詹森在____工作。

A. 环境保护署 B. 中国交通部

2、詹森接到了_____的任务。

A. 解决环境污染 B. 解决城市拥堵

3、詹森看到一个慢跑的人____。

A. 走过街天桥过马路 B. 横穿马路

听力练习-1



那么，如何根治交通拥堵呢？这里我们不妨听听佩.詹森的故事。

詹森一到欧洲环境保护署交通部工作，就接到了研究如何解决城市

拥堵问题的任务。于是，他开始展开调查，研究收集上来的数据，归纳

问题特点，并虚心咨询了有关专家。

九月中旬的一天早晨，詹森照常提前出门赶在早高峰之前去交通部。

他看到一个健身的人慢跑通过一个有过街天桥的路口时，为图省事没上

天桥，而是横穿马路。结果，他被一辆车撞倒在地，虽然最后他只是受

了点轻伤，而且有保险可以赔偿，但司机还是被吓得不轻。

课文-2



问答练习

1、佩.詹森是在什么单位任职，有什么任务？

2、开始这个任务，他做了些什么工作？

3、健身的人为什么被车撞了？

4、最后健身的人怎么了？司机受伤了吗？

5、通过这个交通事故告诉我们什么教训？



不妨

例：如果你觉得做不了，不妨让大卫来试试。

图

例：很多人现在为了图方便都去饭店吃饭。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考虑一下这件事。

图方便 图省事

他为了图省事决定要横穿马路。

语言点



选词填空

不妨 图 照常

1、为了____快，好多菜都是从超市买回来的半成品。

2、春节期间很多商店都_____营业。

3、我要是你，我就_____先和他谈谈。

练习



批准

改革

取消

v. to ratify

v. to reform

v. to cancel

生词-2

批准文件

自愿

难怪

汽油

明确

期待

解放

adj. voluntary

v. to be reasonable

n. gasoline

adj. clear

v. to look forward to

v. to liberate

改革措施

汽油 柴油

明确要求

解放城市 解放生产力

取消订单取消活动



听录音，选择正确答案

1、行人的受伤不太严重，___ 吓得不轻。

A. 司机 B. 詹森

2、詹森决定要让城市___ 起来。

A. 堵 B. 宽

3、政府___ 了詹森的改革措施。

A. 否定 B. 批准

听力练习-3



不过这件事倒是给了詹森启发：开车出行是为了省时省力，

但如果情况相反呢？他决定要改变市民出行的观念，反其道而行

之——让城市先堵起来，给司机制造麻烦，以堵治堵。经过多次

努力，政府批准了他提出的改革措施，比如，增设红绿灯，让车

辆不得不走走停停；在主要十字路口取消地下通道，让行人从地

下重返地面；

课文-3



听录音，完成短文

半年过去了，虽然市民们有些____，但

效果非常明显，____放弃开私家车出门的人

越来越多。这也____，与其堵在路上浪费时

间和汽油，污染环境，倒____改成公交出行。

这样一来，道路拥堵____缓解。

听力练习-3



课文-3

在购物广场、商务大厦的附近不建停车场等措施。同时，大力发

展公共交通。半年过去了，虽然市民们有些抱怨，但效果非常明显，

自愿放弃开私家车出门的人越来越多。这也难怪，与其堵在路上浪

费时间和汽油，污染环境，倒不如改成公交出行。这样一来，道路

拥堵大为缓解。

城市本是为人而建，如今却被汽车占有，詹森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期待能够解放城市，使之更适合人类生活。



反其道而行之

正常的想法

例：大家都这么做，但是我要反其道而行之，偏偏那么做。

语言点

冬天大家都不去游泳，但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喜欢在冬天游泳。



难怪 怪不得

例：难怪/怪不得你的汉语这么好？原来你的爷爷是中国人。

例：这也难怪，他每天这么忙，哪有时间操心孩子的事啊。

语言点

动词(V.)，“不应当批评或抱怨”，带有理解和原谅的语气。

这也难怪，与其堵在路上浪费时间和汽油，污染环境，
倒不如改乘公交出行。

副词（adv.），明白了原因，不再感到奇怪了。

你的抽屉真乱，难怪/怪不得总是找不到东西。

他都18岁了，还不敢一个人走夜路，难怪/怪不得大家都叫他胆小鬼。



（1）这也难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说一说

（2）你一点也不理解他的想法，______________。（难怪）

（3）A：李岩和我是小学同学，我们认识快20年了。

B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难怪）



与其......不如......

例：与其堵在路上不能动，不如改成骑自行车方便。

与其坐在这里等，不如先去银行办别的事情吧。

语言点

连词(conj.)，比较两个选择，放弃其中一个“与其…”，后面常与
“不如”“宁可”等搭配使用。

与其找个不认真的小时工，我宁可自己扫。



说一说

（1）那些赶时髦的消费者，_____________，不如说是买牌子。（与其）

（2）____________，我宁可说是运气好。（与其）

（3）A：我们在这儿等公交车吧，下一站就是物美超市。

B:  这么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与其）



辨一辨

表现 体现

共
同
点

动词。“显示出来”的意思

如：这部电影表现/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不
同
点

1、侧重反映人或事物的某种风格、感情、
态度等

1、强调某种现象、性质或思想、精神
等通过某人或事物具体表现出来。

如：他总是笑呵呵的，对什么事情都
表现得很乐观。

如：不同文化的差异在语言特别是
词语上体现得最突出。

2、故意现实自己的优点、长处。多含贬
义。

如：为了得到领导的欣赏，他拼命地
表现自己。

3、可以做名词，指言语行动的状况。

如：我们对你的表现很满意，你下周
一能来上班吗？



选一选

（1）用表格来说明问题是一种有条理的思考方法的______。

（2）人们一直以为，哭是胆小、软弱的_______。

（3）丽丽是不会错过这个在大家面前_______自己的机会的。

（4）人生的价值不______在你口袋里有多少钱，

而在于你为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

表现 体现



连一连

展开 影响

扩大 方案

归纳 辩论

批准 观点

缓解 胜利

取消 矛盾

赔偿 限制

期待 损失



扩展

话题 分类词语

交通

卡车 列车（ 摩托车 行人

车厢 车库 拐弯 饶

长途 运输 汽油（ ）罚款（

做一做：选词填空

（1）列车长办公室在9号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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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倒车、停车，每一个

月我就敢自己上路了。

（3）月亮_____地球一圈的真实事件是27日7小时43分11秒。

（4）这个交通标志表示禁止停车，在这停车是要被_______的！



运用

背景分析：

当今世界各大城市的交通状况都不容乐观，道路拥挤是各国普遍存

在的城市病。各国交通部门为缓解交通压力，想出的办法可畏多种多样

：英国伦敦向车辆收取“交通拥堵费”；中国上海维控制新增车辆的数

量，采取了号牌拍卖（ ）的方式，价高者得；北京

则采用摇号购车的方式，并执行（ ）了限号上路的

规定；由于出租车或私家车的使用费用较高，东京市民普遍选择公交出

行。

1）你们国家道路出行状况怎么样？

2）你平时出行一般采用何种方式？你家有私家车吗？使用情况如何？

3）你认为造成交通拥堵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

话题讨论：交往之道——接受和拒绝



运用

混乱的交通

1）左图的交通状况怎么样？

2）你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3）你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一状况的建议？

4）你认为的最理想的交通状况是怎么样？

怎么样的交通行为有利于避免堵车？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