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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  （上、下）  （以下简称《桥梁》）1996 年出版第一版，2000

年进行修订、出版第二版，至今已有十几年的时间。十几年来，《桥梁》以其编排的科学性、

实用性，成为国内对外汉语课堂上广为使用的一套中级汉语主干教材，同时也走进了新疆少

数民族地区和国外的汉语课堂。作为我社的精品教材，自出版至今，《桥梁》发行量已逾 18

万套，为 18 万人搭起了通往高级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桥梁”!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材中的某些内容及包装形式已显过时，在对使用者广泛调研的基础

上，我们启动了第三版的修订工作。编者对过时内容进行了修订，用适合当下话题的内容更

换了过时的课文和相关内容；针对原版的主、副课文的使用情况，调整教材的体例，将原来

的上、下册各一分为二：课本和扩展学习手册，以便于师生灵活选择使用和携带；重新进行

设计包装，新的版面美观、清晰，录音 MP3 随书包装，更方便使用。

第三版《桥梁》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我们希望将一个保留了原版特色、优势，同时又

崭新、亮丽的《桥梁》呈现给广大师生，愿它为更多的学习者架起汉语学习的桥梁，架起联

通世界与中国的桥梁！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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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修订说明

《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  （以下简称《桥梁》）于 1996 年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第一版，距今已有 16 年之久。这期间，世界和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外汉

语教育事业更有了长足的发展。为适应发展变化的形势，并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之邀，我

们对《桥梁》进行了本次修订。

为了保持《桥梁》的特色、优势以及稳定性，修订版的编写理念、原则、指导思想不变

（请参阅第一版的“编写说明”），与此同时，对基本框架做了部分调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调整、撤换了部分课文

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课文的内容略显过时，因此，我们将其中的 7 篇删去，增加 7 篇

适合当下话题的新课文及语法、词汇、练习等相关内容。

二、调整体例

修订版《桥梁》仍分上、下册，30 篇课文总数不变，但在形式、体例上有所调整：将

上、下册各分为“课本”和“扩展学习手册”两部分。

● 1. 课本

“课本”包括课文、生词、词语搭配与扩展、语法例释及与课文相关的练习及交际性综

合练习，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

● 2. 扩展学习手册

原版中的阅读课文、会话课文、听力课文及相关练习，构成“扩展学习手册”，教师可

根据教学实际选择使用。

这种体例的调整，一方面是为了使课堂学习重点突出，另一方面，可以更灵活机动地实

施当初设置副课文的目的——引导学生在学习完正课文的内容，并对其所列的词汇、语法结

构等项目进行理解、操练后，进一步围绕限定的结构、功能、文化等项目进行听说读写的扩

展练习与综合训练。因此，扩展学习手册是对主要学习内容的重现、补充、拓展和深化，它

提供的语言环境、创造的语言氛围，是一种语言学习的熏陶，利于学生“习得”语言。 

三、重新标注词汇等级

在“加强科学性、系统性”方面，修订版《桥梁》汲取最新科研成果，以《汉语国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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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文字委员会发布，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出版）为重要依据和参照，控制生词量和教材的难易度，确定词汇、

语法的讲练重点。根据统计，一级（初级）词汇占 9.1%，二级（中级）词汇占 28.7%，三级

（高级）词汇占 27.2%，附录词汇占 5%，生词上纲率为 70%。

四、 努力处理好结构、功能、文化三者的结合

在文化教学方面，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介绍，如增加了儒家文化以及汉字文化（“网”、

“和”、“名”等）的内容。同时，也注重关注当下话题，如博客、手机、低碳等。

五、加强练习

根据多方面调查以及专家、同行的意见，增减了部分练习方式。为方便教师和学生使

用，上下册将各配练习册一册，课本中练习的答案将附在练习册书后。

《桥梁》的此次修订，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在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刘珣教授结合教

学实践，给教材提出了宝贵意见，责任编辑刘艳芬对修订版的框架设计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谢意！

关于教材中所采用文章，我们已设法征得大多数作者的同意，但由于诸多原因，仍有个

别作者未能取得联系，我们除表示歉意和感谢外，还希望原文章作者能与我们联系，以便商

议支付使用费等事宜。

编　者

2012 年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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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编写说明

《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是为学习汉语言专业二年级的留学生编写的，是“中级

汉语”主干课的教材，被列为国家汉办规划教材。也可供学完现代汉语基本语法并已掌握

2500 个左右汉语词的其他汉语学习者使用。

一、编写原则

● 1. 注意交际性原则

本教材从主课文的选篇、副课文的匹配，到练习题的设计，都是以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

力为目标，结合功能、文化项目，围绕教育、职业、婚姻家庭、经济、法律、道德、文化、

交通、健康、环境等 10 个题材范围进行编写的。

本教材的构思、总体框架设计，吸取了功能教学法圆周式安排教学内容的精神，但在编

写过程中，考虑到教材整体的纵横关系和难易程度，根据学习者需求和教学实际，有的题材

循环了两次，有的循环了三次（小循环四到五次）。

● 2. 加强科学性和系统性

（1）汲取最新科研成果。本教材以《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国家对外汉语教

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1992 年）、《汉语水平等级

标准和等级大纲》  （试行）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汉语水平等级标准研究小组编，北京语言

学院出版社出版，1988 年）和《中高级对外汉语教学等级大纲》  （孙瑞珍主编，北京大学出

版社出版，1995 年）为重要依据和参照，控制生词量和难易程度。

（2）紧扣上述三个大纲筛选词汇和语法的讲练重点。以丙级词汇和语法项目为主，有目

的有计划地重现、扩展、深化部分甲、乙级词汇和语法项目的内容，并根据话题范围，吸收

一定比例的丁级词、超纲词和相关的语法点进入训练系统。

（3）力求提高重现率。重现是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原则。本教材对重点讲练词汇、结

构、常用句式、功能项目以及话题内容等，都根据交际训练的需要，安排了多个方面、多种

类型的重现，并贯穿于教程的始终。

二、内容构成与教学建议

● 1. 内容构成

本教材分上下两册，共 30 课。每册书后附有生词总表。

每课书由正课文、生词、词语搭配与扩展、语法例释、副课文、练习六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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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课文　在力求题材广泛、体裁多样的同时，注意到时代感与稳定性的统一，科学

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结合，中外文化的对比与交流。

（2）生词　注有词性、汉语拼音、词汇等级；并配有英文翻译。

（3）词语搭配与扩展　根据词汇的词性、义项的不同，设置了不同的搭配框架，以帮助

学习者掌握汉语词汇的搭配规律的特点。

（4）语法例释　语法内容的编排，以教学要求和学习者的难点为出发点，兼顾语法体系

和语言知识的系统完整，注重实用性和针对性。讲练的语法内容，根据课文的需要以“点”

的形式出现。对于较难较复杂的语法项目，采取化整为零、细水长流的方式，分别解决。例

如，“把”字句（1）、（2）、（3），“被动句”  （1）、（2）、（3）、（4），等等。

（5）副课文　副课文是对正课文的重现、补充、阐述、拓宽和深化。每课都配有阅读、

会话、听力副课文各一篇。目的是便于直接围绕限定的结构与功能、文化项目进行听说读写

的综合训练。使用时一定要有别于听力、口语、阅读的单项技能训练课。例如，本教材的听

力课文配有录音，主要是为学习者课下“听”而设计的。教师可通过让学生“写”或课上回

答问题，检查“听”的效果。

（6）练习　语言能力、语言交际能力是通过操练、实践获得的。为此，我们在练习的模

式设计上，注意了启发性、交际性的原则，采用了一些汉语水平考试的题型。练习内容分为

三类：一类是理解性、记忆性的机械性训练；一类是半机械性、半交际性训练；第三类是交

际性训练。机械性训练是前提、基础；交际性训练是练习系统的核心，是沟通课堂教学与真

实交际的桥梁。本教材中，每篇课文所设计的交际训练，都是从示例、提示的作用出发，以

期引发学生结合现实生活进行活用，从而顺利地到达自由交际的彼岸。

● 2. 教学建议

一般的进度，一周（6 课时）一课书；较长的课文，三周学习两课。上下两册一学年学

完。本教材内容信息量大，覆盖面广，具有一定的弹性，便于使用者根据教学实际灵活掌

握。本书配有录音，为自学者提供了方便。

三、祝你成功

《桥梁》的作用在于过渡、沟通。本教材为学习者架起了一座从基础阶段过渡到高级阶

段的桥梁。我们希望它能帮助你克服重重困难，达到理想的目标。我们也希望本教材在沟通

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方面起到一点作用。祝你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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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继承、吸收了众多汉语中级教材，特别是《中级汉语教程》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7

年）的长处和经验，同时，我们在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框架设计、选材、训练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新

的探索，做出了努力。但由于水平、时间所限，肯定会有需要探讨和进一步提高、完善之处，欢迎

使用本书的教师、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编写和出版过程中，曾得到国家汉办，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学院汉语学院、文化学

院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各级领导及同行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中级汉语教研室的老师们积

极试讲、研讨。系领导王晓澎副教授、孙德金老师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并给予我们极大的

鼓励。鲁健骥教授（前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审稿过程中，对“词语搭配与扩展”等项提出了宝

贵的修改意见。李杨教授自始至终关心本书的编写，并对部分初稿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在此，我们

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本教材的课文大多选自报刊或电视广播，根据教学需要，对原文进行了删改，并在文后注上作

者的姓名。关于版权，我们已设法征得了绝大多数作者的同意。但其中部分文章或段落，由于诸多

原因，如转载转录、作者不详，我们未能与作者取得联系，在此表示歉意和感谢。

编　者

1995 年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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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交加
1

话手机

课  文  

手机的闹钟 2 响了。贵平打开手机，信息便一个接一个地响了起来，这些

短信，只有一条是急等答复 3 的。但贵平也来不及回复，赶紧去开会。

开了一上午的会，总算午饭抓得紧一点儿，饭后才有二十分钟休息时间。

回到办公室，身体往沙发上一横，刚想闭一闭眼睛，又来了两条短信和三个电

话。贵平接了最后一个电话，是一个老熟人打来的，孩子入学要托他找教育局 4

领导。这是既为难又给自己找麻烦的事，就说：“我要开会了，一会儿再说吧。”

他厌烦 5 透了，一看只剩五分钟了，就关了手机。还没闭上眼睛，就听到秘书

小赵边敲门边喊：“贵主任，你的手机怎么不通？要开会了！”贵平生气地说：

“知道了！”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贵平抓起手机，朝桌上扔过去。

曾经有一次会议，因保密 6 不允许带手机。那半天，他毫无牵挂 7，心里好

轻松！自打开了这个会以后，他心烦的时候，也关过手机，结果立刻招 8 来各

种不满和批评。上级说：“你又出国啦，怎么老是关机啊？”下级说：“贵主任，

你老关机，请示 9 不到你，你还要不要我们做事啦？”贵平很快败下阵来，老

老实实恢复原样 10。

小赵建议贵平索性 11 别怕麻烦，把必须接的、可接可不接的电话都储

存 12 起来，来电话时一看就知道是谁。贵平接受了小赵的建议。这样过了一段

日子，果然减少了许多麻烦，托他办事的人也少了。

可省心 13 的日子并不长。有一天去开会，忽然有人拍他的肩，回头一看，

竟是组织部的副部长，笑眯眯 14 地说：“贵主任，忙啊？”贵平先是心里一热，

但随即就犯嘀咕 15，部长跟他的关系，并没有熟悉到打哈哈 16 的地步 17。就赶

紧说：“还好，瞎忙，部长才忙呢。”部长说：“不管你是瞎忙还是白忙，反正知

道你很忙，要不然怎么连我的电话都不接呢？”贵平吓了一跳，都语无伦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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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说：“部、部长，你给我打过电话？”部长道：“打你办公室你不在，打你手

机你不接，我就知道找不到你了。”贵平更慌了，说：“部长，我不知道你给我

打电话。”部长看出来贵平紧张，就说：“你别慌，我本来只是想请你关照一个

人而已 18，现在也不用你关照了，前两天他调走了。”

贵平懊恼极了，送上门来的机会，被自己给关在了门外。现在看起来，他

所严格执行的陌生号码一概 19 不接是错误的。知错就改，他把有关领导的电话，

全都输进手机。

过了些日子，贵平大学同学聚会 20，在同一座城市的同班同学几乎全到了。

贵平坐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搁在桌上。大家边吃喝

边聊天，说着说着，话题 21 集中到手机短信，说不少手机短信特 22 有意思，有

人提议 23 互相看看。贵平的手机被一个叫李山的男同学拿到手里，先翻看他的

短信，失望了，又翻看他的储存电话。看着看着，李山脸都涨红了，高喊：“贵

平，你真厉害，连大老板的手机号你都有？这可全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啊！”

惊得一帮 24 同学一个个朝着贵平瞪眼，说：“嗬 25，好狡猾，这么厉害的背景，

从来不告诉我们。”贵平想解释也解释不清，只好一笑了之 26。

第二天，李山就找到他办公室来了，提着贵重 27 的礼物，请贵平帮忙联系

一位副市长。他正要办一个全市最大的电玩城 28，没有那位副市长签字 29 就办

不成。他已经找过那位副市长，碰了钉子 30。

贵平知道自己的手机引 31 鬼上门了，只得老老实实说，自己其实并不认识

那位副市长，李山一听就恼 32 了，说：“你的手机里有他的电话，怎么会不认

识？”贵平知道，怎么说李山也不会相信他，就说，反正你怎么想都无所谓，

这件事我帮不了你。李山一气之下，走了。

贵平想，本来同学间是很和睦 33 融洽 34 的，现在美好的感觉都被手机里

的一个储存电话破坏了。左思右想，也觉得将这么多领导的手机号码都输进手

机，确实不妥 35；但左看右看，又不知道哪些是该删 36 的哪些是不该删的，烦

心哪……

哪知李山虽然被得罪 37 了，却不甘心，过了几天又来了。这次他换了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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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办公室的沙发上一坐，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走了。”贵平说：“我要办公的，

你坐在这里不方便。”李山说：“你办你的公，我听到了什么也不会传出去。”可

是，就算贵平能够不当回事，来的人还会觉得拘束 38，该直说的话就不好直说

了。半天班上下来，贵平吃不消 39 了，跟李山说：“你先坐着，我去一下卫生

间。”李山说：“你溜 40 不掉的。”

过了一会儿，贵平硬着头皮回到办公室，哪曾想到，李山已经喜笑颜开 41

地站在门口迎候 42 他了，说：“行了，我用你的手机给市长 43 打过电话了，市长

叫我等通知。”贵平急得跳起来，说：“你跟市长怎么说的？”李山说：“我告诉

他我是贵平，我有个亲戚，有重要工作想当面 44 向他汇报 45。”贵平说：“你是

我的亲戚吗？”李山说：“同学和亲戚也差不多嘛，干吗这么计较？市长已经让

秘书安排一下见面时间，尽快 46 答复。”话音未落，贵平的手机响了，真是那

位副市长的秘书打来的，说市长明天下午四点有时间。贵平无可奈何，只好答

应明天下午到市长办公室见面。

贵平下班回到家，心里仍然闷 47 闷的，长叹 48 了几声。正在这时候，手机

响了，是李山打来的。贵平正想骂他几句，李山却抢先道：“贵平啊，明天不用

麻烦你了，刚接到上级通知，电玩城电玩店一律 49 暂 50 停。”贵平说：“人家市

长已经安排了时间，难道要我通知市长，不见面了？”李山笑道：“那你另外找

个事情去一趟吧。”贵平气得差点儿喷出血来。

贵平经历了这场虚惊 51，立刻让秘书小赵给他换了手机号码。只告诉了少

数亲戚朋友和工作上有来往 52 的人，结果给自己给大家都带来了很多麻烦。但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都咬牙坚持住，他要把手机带来的烦恼彻底丢开。

现在手机终于安安静静地躺在办公桌上，但贵平却浑身 53 不自在 54，手机

不干扰 55 他，他却去干扰手机了。他拿手机拨自己办公室的座机 56，通的，又

用座机打手机，也是通的。又发一条短信给老婆 57，说：“你好吗？”老婆很快

打来电话，带着火药味儿说：“你干什么？”贵平说：“奇怪了，今天大半天居然

没一个电话和一条短信。”老婆说：“你才怪呢，老是抱怨电话多，今天难得 58

歇歇，你又火烧屁股。”贵平仍然坐不住，给一个同事打电话，问：“你今天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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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我手机吗？”又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问：“你今天给我发过短信吗？”

一天下午，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给他打手机电话的人忽然多起来，发来

的短信也多起来，其中许多人，明明没告诉他们换了手机号码，也都打来了。

贵平说：“奇怪了，他们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小赵说：“我帮你办的是停机留

号。因为我估计你多半还用得着，果然我见你这几天非常不安，所以原来的号

码又给你恢复过来了。”

贵平又恢复了从前的生活，手机从早到晚忙个不停。那才是贵平的正常生

活，他早已适应了这样的生活。他照例抱怨手机烦人，但也照例人不离机，机

不离人。

（作者：范小青。有删改）

生  词

1 交加 jiāojiā （动）
(of two things) to accompany each other, 
to occur simultaneously

2 闹钟 nàozhōng （名） alarm clock 二

3 答复 dáfu （动） to answer, to reply 二

4 局 jú （名） bureau 二

5 厌烦 yànfán （动） to be fed up with 三

6 保密 bǎo mì （动） to keep sth. secret 二

7 牵挂 qiānguà （动）
to worry about, to keep thinking about, 
to be concerned about

三

8 招 zhāo （动） to incur, to provoke 二

9 请示 qǐngshì （动） to request (ask for) instructions

10 原样 yuányàng  （名） original state, previous condition 

11 索性 suǒxìng （副） might just as well 三

12 储存 chǔcún （动） to store up, to keep in reserve 二

13 省心 shěng xīn （动） to save w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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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笑眯眯 xiàomīmī （形） with a smile on one’s face

15 嘀咕 dígu （动） to have misgivings about sth.

16 打哈哈 dǎ hāhɑ to make fun, to crack a joke

17 地步 dìbù （名） extent, degree 三

18 而已 éryǐ （助） that is all, nothing more 三

19 一概 yígài （副） totally, one and all, without exception 附

20 聚会 jùhuì （动、名） to get together; party 二

21 话题 huàtí （名） subject of a talk, topic of conversation 一③

22 特 tè （副） especially, particularly 二

23 提议 tíyì （动、名） to propose; proposal 三

24 帮 bāng （量） (a measure word) group

25 嗬 hē （叹） an interjection

26 一笑了之 yí xiào liǎo zhī to laugh off

27 贵重 guìzhòng （形） valuable, precious 三

28 电玩城 diànwánchéng （名） video game center

29 签字 qiān zì （动） to sign 二

30 碰钉子 pèng dīngzi to meet with a rebuff, to run into snags 附

31 引 yǐn （动） to cause 二

32 恼 nǎo （动） to be annoyed, to be irritated

33 和睦 hémù （形） harmonious 附

34 融洽 róngqià （形） harmonious 三

35 妥 tuǒ （形） appropriate, proper 附

36 删 shān （动） to delete 三

37 得罪 dézuì （动） to offend, to displease 三

38 拘束 jūshù  （形、动） constrained; to restrict 三

39 吃不消 chībuxiāo （动） to be unable to stand (exertion, fatigue, etc.)

40 溜 liū （动） to sneak off, to slip away 三

41 喜笑颜开 xǐ xiào yán kāi to light up with pleasure, to smile happily

42 迎候 yínghòu （动） to await the arrival of, to g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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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市长 shìzhǎng （名） mayor 一②

44 当面 dāngmiàn （副） to sb.’s face, in sb.’s presence 三

45 汇报 huìbào （动） to report, to give an account of 二

46 尽快 jǐnkuài （副） as soon as  possible 二

47 闷 mèn （形） depressed, gloomy 三

48 叹 tàn （动） to sign

49 一律 yílǜ （副） all, without exception 二

50 暂停 zàntíng （动） pause 二

51 虚惊 xūjīng （名） false alarm

52 来往 láiwǎng （动） to come and go, to contact 二

53 浑身 húnshēn （名） whole body, from head to foot, all over 三

54 自在 zìzai （形） comfortable, at ease 二

55 干扰 gānrǎo （动） to disturb, to interfere 二

56 座机 zuòjī （名） telephone, fixed-line telephone

57 老婆 lǎopo （名） wife 二

58 难得 nándé （形） rare, seldom 二

专有名词

1 贵平 Guì Píng name of a person

2 李山 Lǐ Shān name of a person

词语搭配与扩展

一  答复

［动～］要求～｜作出～｜拒绝～｜同意～

［～宾］～问题｜～读者｜～对方｜～媒体

［定～］满意的～｜明确的～｜领导的～｜上级的～

［状～］必须～｜不得不～｜难以～｜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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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不了｜～完了｜～得及时｜～了三次｜～起来（很难）

［～中］～的内容｜～的方法｜～的时间｜～的效果

（1）请你耐心等待，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你提出的问题，等领导研究后再答复你。

二  请示

［动～］需要～｜同意～｜决定～｜想～

［～宾］～上级｜～有关部门｜～经理｜～领导

［状～］必须～｜尽快～｜多～｜向……～｜没～

［～中］～的内容｜～的原因｜～的目的｜～的结果

（1）这件事必须请示上级后才能决定。

（2）这么重要的问题，你怎么不向领导请示就自己决定了呢？

三  储存

［主～］图片～（起来了）｜饲料～（很多）｜食品～（够了）

［动～］决定～｜赞成～｜停止～｜重视～

［～宾］～粮食｜～资料｜～图书｜～物资

 ［状～］可以～｜要～｜值得～｜集中～

［～补］～充足｜把……～（起来）｜～一点儿｜～了一年

［～中］～的数量｜～的日期｜～的地点｜～的质量

（1）这个图片库储存了很多图片。

（2）这间房子专门储存图书。

四  聚会

［动～］想～｜决定～｜希望～｜要求～

［状～］经常～｜总～｜难～｜不～

［～补］～在一起｜～了三次｜～了一个小时｜～不了

［～中］～的时间｜～的地点｜～的目的｜～的次数

（1）我们这些老同学经常聚会。

（2）我们决定今年春节期间组织一次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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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得罪

［动～］怕～（人）｜担心～（他）｜避免～｜不顾～

［～宾］～朋友｜～老板｜～经理｜～人

［状～］  （不）敢～｜常～｜总～｜把……～了

［～补］  （得罪人）～得太多｜～过（他）两次｜～不起

［～中］～的人｜～的后果｜～的对象｜～的原因

（1）做这个工作，他得罪了不少人。

（2）孩子，那些人你可得罪不起呀！

六  当面

［～动］～批评｜～汇报｜～道歉｜～说（清楚）

［状～］别～（批评他）｜不～批评（别人）｜经常～批评（别人）｜不得不～（问清楚）

［当……面］当着面｜当着他的面（做某事）｜当着孩子的面｜当着大家的面

（1）这件事你要当面向他问清楚。

（2）他是当着我的面把我的电脑拿走的。

七  汇报

［动～］开始～｜继续～｜听～｜停止～

［～动］～结束了｜～完毕｜～（刚）开始

［～宾］～（处理）结果｜～（公司的）情况｜～（群众的）意见

［定～］详细的～｜认真的～｜你的～

［状～］向（领导）～｜已经～了｜不～｜正在～｜严肃地～

［～补］～完了｜～得及时｜～了三次｜～了一个小时｜～一下｜～起来

（1）明天上午我要向领导汇报调查的情况。

（2）这件事，我已经向上级作了详细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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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 例 释

一  小赵建议贵平索性别怕麻烦

“索性”，副词。表示直截了当，相当于口语里的“干脆”。多做状语。多用于后一分句，

前一分句一般表示原因或条件。例如：

（1）既然你来了，索性在我家多住几天再走吧。

（2）今天下午太热了，咱们索性明天上午再去吧。

（3）这种事你要是不想管，就索性躲远一些。

（4）他外语怎么学也学不好，后来索性就放弃了。

（5）老田一生气，索性把电话挂上了。

（6）文章涂改太多，看不清楚，我索性重抄一遍。

二  不管你是瞎忙还是白忙……

“不管”，连词。有“不论”的意思。表示某种情况或行为的出现，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

或影响。在使用上有两种格式。

1.“不管”与“多么”、“怎么样”、“谁”等疑问代词连用，后边与“总”、“都”、“也”

等呼应，构成条件复句。例如：

（1）不管情况多么复杂，你都要想办法跟我们取得联系。

（2）不管条件多么困难，你也要想办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3）她不管心里多么痛苦，脸上还总是带着笑容。

（4）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克服困难参加比赛。

（5）这个实验是秘密的，不管是谁，你都不要告诉。

2.“不管”与选择式的并列结构连用，有些并列结构的各项之间有连词“还是”、“或

者”、“和”等，后面也常与“总”、“都”、“也”呼应，构成条件复句。例如：

（6）这是工作，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应该努力去完成。

（7）不管冬天还是夏天，他都用凉水洗澡。

（8）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工人，都应该按规定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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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本来只是想请你关照一个人而已

“而已”，助词。用在陈述句末尾。意思和用法与口语中的“罢了”基本一样。有把事情

往小里说的意味，对整个句子的意思起减轻的作用。它前面常与“不过”、“仅仅”、“无非”、

“只”等连用。例如：

（1）我不认为他是什么天才，他只不过比别人更肯钻研而已。

（2）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点儿看法而已，谈不上什么指导。

（3）他们仅仅是一般接触而已，并没有更深的了解。

（4）我们无非是想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而已。

（5）张先生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而已，并没有做详细的说明。

（6）老人学电脑只是操作起来慢一点儿而已，熟练了就好了。

四  陌生号码一概不接是错误的

“一概”，副词。表示适用于全体，没有例外。在动词前做状语。例如：

（1）这些杂志一概放在阅览室。

（2）改进工作的建议，我们一概欢迎。

（3）她整天忙于工作，所有的家务事一概不过问。

（4）电影票过期，一概作废。

（5）家中无论大事小事，一概由他妻子说了算。

（6）于先生对各种娱乐活动，一概不感兴趣。

“一概”偶尔用于形容词前做状语。例如：

（7）那天发生的事，我一概不清楚。

（8）所有程序的运行一概正常。

五  ……，碰了钉子

“碰钉子”，惯用语。比喻遭到拒绝或受到斥责。常用于口语。例如：

（1）干推销工作，碰钉子是常有的事。

（2）我怕碰钉子，所以不敢去求他。

（3）你去找他借钱，肯定碰钉子。

（4）工作没经验，免不了碰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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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去向他查询，保证碰不了钉子。

（6）为这事，我已经碰过三回钉子了。

六  ……尽快答复

“尽快”，副词。表示尽量加快。在主语后、动词前做状语。例如：

（1）这件事你要尽快做出决定，不要拖拖拉拉。

（2）请尽快开通你的电话漫游。

（3）这本词典我自己也要用，你尽快还给我。

（4）你借给我的这本书，我一定尽快看完。

（5）我们提出的意见，请你尽快答复。

（6）这些粮食要尽快储存起来。

七  但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都咬牙坚持住

“无论”，连词。表示在任何条件下结果或结论都不会改变。常与“也”、“总”、“都”等

副词搭配，构成条件复句。“无论”后边要有“哪、什么、怎么”等疑问代词，或可供选择

的两项或几项并列成分。例如：

（1）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失去信心。

（2）无论出了什么事，你都要保持镇静。

（3）无论我怎么安慰她，她还是感到不安。

（4）无论负担怎么重，他也没叫过苦。

（5）国家无论大小，都各有特点，人也如此。

（6）无论她做得怎么样，总应该给她一个机会。

（7）他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你都要马上告诉我。

八  ……，明明没告诉他们换了手机号码

“明明”，副词。表示显然如此或确实，下文的意思往往转折。“明明”既可在主语前，

也可在主语后，在句子中做状语，多修饰动词。例如：

（1）刚才我明明看见他上车了，怎么会没有他呢？

（2）她明明报了名，怎么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

（3）班长明明通知他了，他却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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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明明不懂，却要装懂。

（5）明明他说过这句话，却不承认。

“明明”也可以修饰形容词。例如：

（6）屋里明明很干净，他还嫌脏。

（7）我们的关系明明很融洽，他却说有问题。

（8）这件衣服明明很漂亮，她非说特难看。

练  习

一  按要求进行词语搭配。

1. 请示　　　  　（宾）      2. （状）　　　　　汇报

3. 当面　　　　　（动）      4. 答复　　　　　 （补）

5. （主）　　　　　储存      6. （动）　　　　　来往

7. （状）　　　　　难得      8. （定）　　　　　座机

9. （动）　　　　　聚会    10. （状）　　　　　得罪

11. （定）　　　　　虚惊    12. 删　　　    　　 （补）

13. （主）　　　　　签字    14. （状）　　　　　省心

15. （动）　　　　　地步    16. 牵挂　　　　　 （宾）

二  选择适当的词语填空。

1. 回复　回答        2. 请示　请求

　　　　问题           　　　　帮忙

3. 报告　汇报        4. 储备　储存

　　　　上级           　　　　人才

5. 聚会　集中        6. 面前　当面

　　　　起来           　　　　答复

7. 提议　提出        8. 保密　秘密

　　　　建议           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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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厌烦　烦恼　　　　　　　　　　10. 招　惹

　　　　（那里的）生活　　　　　　　　　　不起（他）

三  选择一个最恰当的词语填在句中横线上。

1. 这条街堵车堵得厉害，咱们　　　　绕路走吧。

A. 只管  B. 宁可  C. 或许  D. 索性

2. 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　　　　过一个人。

A. 嘀咕  B. 得罪  C. 遭遇  D. 较量

3. 那个学开车的　　　　似的把车开跑了。

A. 行驶  B. 溜   C. 一溜烟  D. 马拉松

4. 这个问题应当　　　　得到解决。

A. 尽快  B. 高速  C. 早晚  D. 拼命

5. 你的意见等我　　　　领导之后再答复你。

A. 请求  B. 请示  C. 恳求  D. 要求

6. 不管你怎么问他，他　　　　不回答。

A. 一心  B. 一时  C. 一概  D. 一旦

7. 你穿的这件衣服　　　　漂亮，哪儿买的？

A. 太   B. 怪   C. 颇   D. 特

8. 她不应该放弃这次　　　　的机会。

A. 难得  B. 难以  C. 难怪  D. 难言

四  把下列词语整理成正确的句子。

1. 是　呢　的　不　明明　为什么　你　错误　你　承认 

2. 朋友　办　我　碰　不少　开始　过　公司　钉子　时

3. 说　对　什么　你　意见　我　请　当面　有　你

4. 一次　同学　回　我们　老　聚会　每年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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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　张教授　用不着　储存　的　家里　卡片　了　一时　很

6. 俩　已经　我们　没有　多　十　了　年　来往

7. 朋友　时　结婚　市长　了　送　贵重　一份　礼物　的

8. 一律　中　课文　健康　掉　不　内容　删　的

9. 她　负担　重　工作　太　身体　了　吃不消　已经

10. 喜笑颜开　了　她　通过　说　毕业　地　论文　的　她

11. 在　总　拘束　面前　特　他　领导　说话　显得

12. 的　已经　小高　了　错误　严重　到　很　地步　的

五  把所给词语放在句中 A、B、C、D 一个最恰当的位置上。

（　　）  1. A 家里的事情 B 无论大小，C 由父亲 D 决定。 （一概）

（　　）  2. 从 A 小云到国外留学那天起，母亲 B 一直 C 心里 D 着她。 （牵挂）

（　　）  3. A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 B 怎么没 C 向部长 D 就自己做了呢？ （请示）

（　　）  4. 时间 A 来不及了，B 你 C 要 D 把论文交上去。 （尽快）

（　　）  5. A 明天上午八点，我 B 去向领导 C 这个案件 D 发生的经过。 （汇报）

（　　）  6. A 不管哪个单位的司机一旦 B 闯红灯 C 都要受到 D 惩罚。 （一概）

（　　）  7. 他 A 帮了我很大的忙，我 B 一定要 C 向他表示 D 感谢。 （当面）

（　　）  8. A 是他 B 开车时 C 横冲直撞出的车祸，他却 D 说不是他的责任。（明明）

六  用指定词语回答问题。

1. 这件事你不是说不告诉他吗？怎么又对他说了？（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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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不是说以后不跟小伟来往了吗？为什么又给他发短信了？（而已）

3. 都到冬天了，你怎么还去游泳？（不管……还是……）

4. 你怎么不求你认识的那位局领导办事了？（碰钉子）

5. 你为什么不把你那辆豪华汽车停在老地方？（一概）

6. 博客和微博两种博文，你对哪种更感兴趣？（无论……都……）

7. 李贵说没人通知他开会，是吗？（明明）

8. 我家的空调想换个地方，你哪天来帮我重新安装一下？（尽快）

9 .《汉英词典》我还得用几天再还给你，行吗？（索性）

10. 这次去上海开会，你打算坐飞机还是坐火车？（无论……都……）

11. 小平整天上网玩游戏，没人批评他吗？（不管……还是……  一概）

12. 你这个文学评论家，每天都写文章吗？（谈不上  而已）

七  用指定词语完成句子。

1. 既然你胃疼得厉害，　　 　　　。（索性）

2. 　　 　　　，不会真的惩罚他。（而已）

3. 这件事要求保密，　　 　　　。（无论……都……）

4. 　　 　　　，他都喜欢欣赏。（不管……还是……）

5. 　　 　　　，我再也不找她办事了。（碰……钉子）

6 . 我爷爷特别喜欢读书，　　 　　　。（无论……都……）

7. 　　 　　　，我都去上课。（不管……怎么样）

8. 　　 　　　，否则会出事的。（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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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都要坚持下去 。（不管……多大）

10. 至于家务事，　　 　　　。（一概）

11. 　　 　　　，怎么不见了呢？（明明）

12. 　　 　　　，并不想在国外定居。（而已）

13. 　　 　　　，并不想真的下海经商。（而已）

14. 　　 　　　，我再也不去他的办公室查询了。（碰钉子）

八  指出下列句子中画线词语的句子成分（主、谓、宾、定、状、补）。

1. 因为他要求严格，常常得罪人。 （　　）

2. 讨论的情况，我一会儿向领导汇报。 （　　）

3. 我们决定在中山公园聚会。 （　　）

4. 你的汇报非常及时。 （　　）

5. 这件事怎么处理，我得请示一下上级。 （　　）

6. 粮食储存完了。 （　　）

7. 这个问题很复杂，得由你来答复。 （　　）

8. 你应该当面向他道歉。 （　　）

9. 我们之间没什么来往。 （　　）

10. 她回答问题时显得十分拘束。 （　　）

11. 对他这个人，大家厌烦透了。 （　　）

12. 这篇文章被老师删了一段。 （　　）

九  指出课文中下列加点词语所表达的意思。

1.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4 4 4 4 4 4

。

2. 贵平很快败下阵来
4 4 4 4

。

3. 贵平先是心里一热
4 4 4 4

……

4. 不管你是瞎忙
4 4

还是白忙……

5. 送上门来
4 4 4 4

的机会，被自己给关在了门外
4 4 4 4 4

。

6. 这可全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4 4 4 4 4 4 4 4

啊！

7. 贵平知道自己的手机引鬼上门
4 4 4 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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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贵平气得差点儿喷出血
4 4 4

来。

9. ……他都咬牙
4 4

坚持住。

10.……带着火药味
4 4 4

儿说……

11. ……你又火烧屁股
4 4 4 4

。

12. 但也照例人不离机
4 4 4 4

，机不离人
4 4 4 4

。

十  根据课文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1. 开了一上午的会，在办公室休息时，贵平为什么生气？

2. 贵平关闭过手机，可是为什么又恢复原样了？

3. 贵平跟组织部副部长说话时为什么那么紧张？

4. 老同学聚会时，李山在贵平的手机里发现了什么？李山为什么那么兴奋？

5. 李山找贵平帮他什么忙？贵平肯帮他吗？

6. 为了使贵平帮忙，李山是怎样做的？

7. 李山为什么又不用贵平帮忙了？

8. 换了手机号码以后，贵平感到轻松吗？

十一  交际训练。

1. 给亲友发一条手机短信（不少于 150 字）：

下面的词语可以帮助你表达：

聚会　特　贵重　引　和睦　融洽　拘束　喜笑颜开  

难得　来往　信息　尤其　无论……都……　不管……

还是……　或……或……　不知……好　把……（看成）……

2. 讨论：

（1）手机给你带来过烦恼吗？有的话，请讲一讲。

（2）讲一讲手机给你带来的方便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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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语言游戏。

（1）请几位同学到黑板上写手机的功能，如上网、拍照，等等。然后大家评一评，谁

写得最好。评论者可以到前面修改、补充。

（2）你知道“软磨硬泡”这个成语吗？想想看，这篇课文中的哪个人物的行为适合这

个成语。

4. 看一看，说一说，写一写。

一天到晚，被手机牵着。

一生到老，被名利累着。

——郑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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