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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Cultural Note

“有的放矢”和目标的重要性

坐井观天

将军善于 不要紧 忽然 全神贯注

忽然VS突然

一箭双雕



导入 Warm-up

看图，你能说一说图中的故事吗？



生词

将军

连续

全神贯注

n. (military rank) general

to concentration, 

to be absorbed in

v. to be continuous, 
to be in succession

支 m. used for long, thin, 
inflexible objects

杆 n. pole, shaft

金属 n. metal
金银铜铁

箭杆 枪杆

练习射击

一支箭一支笔

唉

哎

int. sighing sound indicating sadness
or regret

int. used to express surprise
or dissatisfaction



善于

姿势

尽（力）

反应

不要紧

v. to be good at

it doesn’t matter

n. pose, posture

v. to try one’s best 

v./n. to react; response

忽然 adv. suddenly

确定 v. to confirm, to make sure

打猎 v. to go hunting

生词

善于沟通 善于合作

摆好姿势 姿势优美

反应迅速

无法确定 确定无误



1.每天我一回家，可爱的小狗就 着尾巴

冲我跑过来。

2. 对我们提出的意见，老板还没有做出 。

3. 我真的需要休息了，我已经 工作

20个小时了。

4.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们看看行不行。

A. 反应

A. 摸 B. 摇

B. 反映

A. 继续 B. 连续

A. 唉 B. 哎

练习 1 

选词填空



Words

碎

全神贯注

善于

摆

连续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西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将军叫李广，他善于骑马射箭，作战勇

敢，被称为“飞将军”。一天傍晚，他正带着士兵们在山中打猎，忽

然发现远处蹲着一只大老虎。士兵们都紧张地围了上来，想要保护

他。李广摇摇头，表示不要紧。只见他从箭袋里取出一支箭，摆好姿

势，全神贯注，用尽全力向老虎射去。

重点词语：将军、善于、打猎、蹲、不要紧、全神贯注

课文-1



过了一会儿，老虎没什么反应，士兵们小心地走上前去，想确定它是不

是死了。没想到仔细一看，被射中的竟不是老虎，而是一块形状很像老虎的

大石头，而且一整支箭几乎全都射到石头中去了！大家都很吃惊，连李广自

己都不相信他能有这么大的力气，于是他想再试试。可是，这次他连续换了

几根箭，都没能再射进去，有的箭头碎了，有的箭杆断了，而大石头一点儿

变化也没有。“哎，怎么会这样？”士兵奇怪地你看我，我看你。“唉！大

概是我不够用心了吧！”李广也无奈地说。

重点词语：反应、确定、竟不是、吃惊、连续、无奈

课文-2



听课文，判断下列句子正误

1. 东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将军叫李广。

2. 李广打猎时用箭射死了一只老虎。

问题

4. 李广射的箭非常有力，无人能比。

5. 李广射的箭已经进入石头里面了。

3. 一只老虎躲在石头后面。



人们对这件事情感到很不解，就去问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扬

雄。扬雄回答说：“如果诚心实意，即使像金属和石头那样硬的东西

也会被打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成语也便由此流传下

来。

你明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是什么意思了吗？

课文-3



根

名词——植物在土里向下生长的部分

1、这棵树的根又粗又长。

2、这种植物的根下雨时会大量吸水，从而满足自身的需要。

语言点 1



根

名词——事物的基础

1、你这颗牙连牙根都坏了，平时难道不疼吗？

2、这件事还是得从根上解决，只解决表面问题是不行的。



根

量词——用于细长的东西

1、摸到尾巴的盲人说大象像一根绳子。

2、可是，这次他换了几根箭，都没能再射进去。



便

副词——就，常用于书面语

1、楼上新买了一架钢琴，我们家便多了一些不安静.

2、我老公一回家便什么事都不做，倒头就睡。

语言点 2



1. 植物靠 。

3. A：你今天去超市主要想买什么？

B： ？

2. 第一次用筷子的时候， 。

根—名词

根—量词

根—量词

练习 2 



1.他刚出门，发现没带钥匙，就转身回去拿。

他刚出门，发现没带钥匙， 。

3. 如果我们坚持原来的想法，这个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如果我们坚持原来的想法， 。

2. 朋友不停地给她介绍男朋友，但是每次不是她不喜欢别人，

就是别人不喜欢她。

朋友不停地给她介绍男朋友，但是每次 。

用“便”改写句子



HSK 真题—阅读
选出与试题内容一致的选项

1.    我逛街顶多二十分钟就累得不行，逛书店五六个小时也不觉得疲劳。年轻

的时候我常去的是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儿，现在已经找不到那样的旧书摊了。常

去那儿倒不是因为它书价便宜，而是它经常会给我一些惊喜，在那儿我能发现

一些意想不到的好书。

A 我很喜欢逛商场

B 旧书摊儿的书很贵

C 买书是我的一大爱好

D 最近我常去旧书摊

1. 在文中寻找和答案相关文字信息并匹配



HSK 真题—阅读
选出与试题内容一致的选项

1.    我逛街顶多二十分钟就累得不行，逛书店五六个小时也不觉得疲劳。年轻

的时候我常去的是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儿，现在已经找不到那样的旧书摊了。常

去那儿倒不是因为它书价便宜，而是它经常会给我一些惊喜，在那儿我能发现

一些意想不到的好书。

A 我很喜欢逛商场

B 旧书摊儿的书很贵

C 买书是我的一大爱好

D 最近我常去旧书摊

1. 在文中寻找和答案相关文字信息并匹配

① ④

②



HSK 真题—阅读
选出与试题内容一致的选项

1.    就像公司大了不好管理一样，城市太大，就会带来一大堆问题，比如说交

通拥堵、热岛效应……另外，大城市人口密度太高，容易引发高犯罪率，公共

服务设施也很难被人们很方便地享受到。

A 城市的规模不宜过大

B 大城市里生活很方便

C 大城市的犯罪率都很高

D 城市大有好处也有坏处

②



HSK 真题—阅读
选出与试题内容一致的选项

2.    就像公司大了不好管理一样，城市太大，就会带来一大堆问题，比如说交

通拥堵、热岛效应……另外，大城市人口密度太高，容易引发高犯罪率，公共

服务设施也很难被人们很方便地享受到。

A 城市的规模不宜过大

B 大城市里生活很方便

C 大城市的犯罪率都很高

D 城市大有好处也有坏处

2. 关注绝对性词语

②
③

④

3. 整体理解



HSK 真题—阅读
选出与试题内容一致的选项

3.    生活里，有很多场景转瞬即逝，就像在机场的告别，刚刚还相互拥抱，转

眼已各自天涯。很多时候，你不懂，我也不懂，就这样，说着说着就变了，听

着听着就倦了，看着看着就厌了，跟着跟着就慢了，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

着就淡了，想着想着就算了。

A 人应该学会适应环境

B 生活的步伐应该加快些

C 生活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

D 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和人



HSK 真题—阅读
选出与试题内容一致的选项

3.    生活里，有很多场景转瞬即逝，就像在机场的告别，刚刚还相互拥抱，转

眼已各自天涯。很多时候，你不懂，我也不懂，就这样，说着说着就变了，听

着听着就倦了，看着看着就厌了，跟着跟着就慢了，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

着就淡了，想着想着就算了。

A 人应该学会适应环境

B 生活的步伐应该加快些

C 生活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

D 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和人

4. 核心关键词: 重复性最高的一组意思相近的词。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