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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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reality，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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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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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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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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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éng shì qì chē de shù liàng xùn sù zēng zhǎng ，zuì chū hái bèi shì wéi shì shèhuì fā zhǎn 、jīng jì fán róng de tǐ xiàn 。Dàn hěn kuài rén men jiù fā

xiàn le wèn tí 。 Suí zhe chē liú liàng de zēng jiā ， dào lù biàn dé gé wài yōng jǐ ， dǔ chē zài dà chéng shì zhōng yǐ jīng chéng le jiā cháng biàn fàn 。Jiě jué

jiāo tōng yōng dǔ de wèn tí jiù yào jiǎn shǎo dān wèi miàn jī dào lù nèi de qì chē shù liàng ，xīn jiàn huò jiā kuān dào lù bèi gōng rèn wéi zuì jī běn de fāng fǎ 。

dàn shìshí zhèngmíng zhè zhǐshì wǒmen měihǎo de zhǔ guān yuànwàng ，dàolù kuòjiàn de sùdù yuǎnyuǎn gēn bú shàng chēliú liàng zēngjiā de sùdù ，miànjī

de zēng jiā bìng wèi shǐ dào lù kōng chū kōng jiān lái ，shèn zhì hái huì wú xíng zhī zhōng gǔ lì gèng duō sī jī kāi chē shàng lù ，shǐ dé shì zhōng xīn de dào lù

gèng jiā yōng j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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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后选择正确答案

回答问题-1

zēng zhǎng 

fán róng yōng dǔ

yōng dǔjiě jué 

tuò kuān suō xiǎo 

tuò k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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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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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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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àme ， rúhé gēn zhì jiāotōng yōngdǔ ne ？zhè lǐ wǒ men bú fáng tīng tīng pèi .zhān sēn de gù shì 。

Zhānsēn yī dào ōuzhōu huánjìng bǎohù shǔ jiāotōng bù gōng zuò ，jiù jiēdào le yán jiū rú hé jiě jué chéng shì yōng dǔ wèn tí de rèn wù 。Yú shì ，

tā kāi shǐ zhǎn kāi diào chá ，yán jiū shōu jí shàng lái de shù jù ，guī nà wèn tí tè diǎn ，bìng xū xīn zī xún le yǒu guān zhuān jiā 。

Jiǔ yuè zhōngxún de yī tiān zǎochén ，zhānsēn zhàocháng tíqián chūmén gǎn zàizǎogāo fēng zhī qián qù jiāotōngbù 。Tā kàndào yī gè jiànshēn de rén

mànpǎo tōng guò yī gè yǒu guòjiē tiān qiáo de lùkǒu shí ，wéi tú shěng shì méi shàng tiān qiáo ，ér shì héngchuānmǎlù 。Jié guǒ，tā bèi yī liàng chē zhuàngdǎo

zài dì ，suī rán zuì hòu tā zhī shì shòu le diǎn qīng shāng ，ér qiě yǒu bǎo xiǎn kě yǐ péi cháng ，dàn sī jī hái shì bèi xià dé bú qī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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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回答问题

Zhānsēn

shǔ jiāo tōng

Zhānsēn

huán jìng wū rǎn yōng dǔ 

Zhānsēn

héng ch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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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èi zhān sēn rèn zhí rèn wù 

zhuàngjiàn shēn 

jiāo tōng shì gù jiāo xùn

jiàn shē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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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ght as well; there is no harm in; it would be well if .

pursue; seek; covet; hanker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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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ùfáng tú chāo cháng

bàn chéng pǐn 

yíng 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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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ún luàn de jiāo tōng

jiāo tōng zhuàng kuàng

jiàn yì

lǐ xiǎng

bì miǎn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