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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5——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Role play: * 在医院看 bìng 

               * 在医院做 shēntǐ jiǎnchá 

              * 在医院看 yá 

              * 叫朋友不要再 chōuyān、喝 jiǔ了 

              * 课本里的 gù事   

              * 打电话叫 jiùhù车 

2．Tǎolùn：日常生活中，什么对 shēntǐ好，什么对 shēntǐ不好。 

3．在你的国家，老人怎么 zhù意自己的 shēntǐ jiànkāng？ 

4．在你的国家，怎么 jiějué zhàogù老人的问题？ 

5．比较中国和你自己的国家：人们怎么看 bìng和 jiǎnchá shēntǐ. 

6．在中国你生过比较 yán重的 bìng吗？住过院吗？ 

7．问中国朋友对什么过mǐn？   

8．问中国朋友如果 pà wàng了什么事情，用什么办法 tíxǐng自己？你呢？ 

9．问中国朋友住院需要办什么 shǒuxù？ 

10．父母对孩子应该 guǎn得很 yáng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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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atch the explanations on the right with the words on the left 

词义搭配   

__ 1. tíxǐng           a. 一定、必 xū。 

__ 2. 门 zhěn          b. tiē在外面的 guǎng告。 

__ 3. yán重          c. 过去的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__ 4. 过mǐn           d. shēntǐ对 yào、对一些东西有 tè别 gǎn觉。 

__ 5. 可 lián           e. 医院里医生给 bìng人看 bìng的地方。 

__ 6. dāng时          f. 问题很大 huòzhě bìng很 lìhai。 

__ 7. 千万            g. ràng 别人不要 wàng记。 

__ 8. hǎi报          h. 情 kuàng很 zāogāo，ràng人觉得难过。 

 

三. Circle the word which doesn’t fit      划出意思不相关的词   

1. 这些地方都在医院里： 

jìuhù车    门 zhěn    住院 chù    guà号 chù   yào店   

2. 这些情况都要去看 yá医：   

 bǔ yá     看 yá    zhuāng 假 yá     shuā yá     yáténg    

3. 这些 bìng可能是 gǎnmào了： 

 hóulóng téng    késou    shǒu téng    头 téng    dù子 téng    

 4. 这些情 kuàng不需要住院： 

 tǐjiǎn    shòu qīngshāng   开 yào    liáng xiěyā    shòu重 sh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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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the words given below    完成句子   

1. 如果你 shēntǐ很不舒服，                             。（千万要） 

2. 天然气和méi气都要小心用，                        。（千万别） 

 3. 老王一 chōuyān就过mǐn，                         。（gǎi不 diào） 

4. Ànzhào guī定，                坐飞机不需要买 quán票。（以下） 

5.                        老人可以miǎnfèi去公园。         （以上） 

6.                            ，huánjìng就不会被 wūrǎn。  （只要） 

 

五. Choose the correct word to fill in the blanks      选词填空  

1. 高 sù公路上发生了车 huò，情 kuàng非常 yángé / yán重。 

2. 天气 gǎi得 / biànhuà很快，刚才天还很 qíng，现在又 yīn天了。 

 3. 医生给老张 liáng xiěyā，他的 xiěyā太高了，不正常 / píng常。  

4. 他很想出国旅 yóu，可是他只有几百块钱，真可 xī / 可 lián！ 

5. 坐飞机去上 hǎi，不用 zhuǎn机，dāng时 / dāng天 就到了。 

 6. 他的 xié太大了，穿着很 qīngsōng / sōng。   

 

 

六. Choose the correct word to fill in the blanks  选词填空   

1. 他 qiē 菜的时候，不小心 bǎ shǒu qiē       了。  

 a. diào     b. pò      c. sǐ        d. 开 

      2. 这两个年 qīng人一见面就很 tán得       ，几个月以后就 jiéhūn了。 

 a. 去      b. 懂     c. 着      d.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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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 bǎn今天mà了他很长时间，他怎么想也想不       。 

a. 完      b. 惯      c. 了(liǎo)    d. tōng  

4. 他的 bìyè chéngjì很 zāogāo，kǒngpà bì不        yè。 

a. 起      b. 了      c. 走          d. 完 

5. 这 fèn hǎi报是英文的，你最好请朋友 fānyì        中文。 

a. diào    b. 到       c. chéng      d. 来 

6. 老师对学生说：“Gǎn快坐        了，就要上课了!” 

    a. 对      b. 好        c. 完          d. diào  

7. 饭馆里坐        了人，都没有位子了。 

a. bǎo      b. 够       c. 完        d. mǎn 

 

七. First look at the following pictures, then make sentences using the  

RVE + Verb supplied      看图用所给 RVE及动词造句   

A: chéng 

1．  (去)                                            。    

 

2. （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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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到  

1. （飞）                                             。 

 

2.  （拿）                                           。 

 3. （吃）                                           。 

4. （见）                                          。 

 

4. （gǎn）                                          。 

  

5. （dìng）                                         。 

7. （请）                                          。   

 

 



LESSON 55 

 101

C: huài    

1. （zhuàng）                                       。 

2.  （nòng）                                        。 

 

D: guāng 

1. （吃）                                             。 

2. （花）                                             。  

 

E: tōng 

1.  （打）                                           。   

 

2.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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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住 

1. （拿）                                             。    

2. （问）                                            。 

 

G: mǎn 

1. （加）                                            。 

2. （dào）                                           。 

 

H: 够 

1. （cún）                                            。 

2. （zhèng）                                      。 

 

八. Choose the correct words to fill in the blanks      选词填空   

1. 这些 cí太难了，一年级学生 pīn不       。        （起来  出来） 

2. 很多事情说      容易，可是做起来很难。         （下去  起来） 



LESSON 55 

 103

3. Tóng事最 jìn gǎn觉头 téng得不得了，昨天 chá      他得了高 xiěyā。

（出来  过来） 

4. 天气 yuè来 yuè nuǎn和了，公园里人多了       。 （上来  起来） 

5. 这位老人有些 hútu，连买菜的钱也算不       。    （出来  下来） 

6. 这些 zīliào太难懂了，我看不       了。           （上来 下去） 

 

九. Rearrang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er of the 

text in the textbook     连句成段    

___  1. 医生早就 tíxǐng他千万别再 chōuyān了，可是他 zǒng是 gǎi不 diào。 

___ 2. 有一天他 péi qī子去医院 bǔ yá，医院 hǎi报写着：六十 suì以上, 

人都可以miǎnfèi tǐjiǎn。 

___ 3. 吴先生有 chōuyān、喝 jiǔ的习惯，所以 késou得很 lìhai。 

___ 4. 而且医院的 hùshì 告诉他，tǐjiǎn 只需要 guà 号，一两个小时就

jiéshù了。吴先生 fūfù jué定 chèn这个机会去 jiǎnchá一下。 

 

___ 1.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他们就到医院去 guà 号、liáng xiěyā。医院会

bǎ jiǎnchá报告寄给他们。 

___ 2. 回家以后，吴先生 bǎ xiāngyān和 jiǔ都 diūdiào了。这次他一定 

要 gǎidiào这个 huài习惯。 

___ 3. 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们 yù到一 liàng jiùhù车，车上有位老人 bìng

得很 yán重。吴先生 dāng时才真的明白 jiànkāng非常重要。 

___ 4. 过了一个礼拜, 他们 shōu到报告了。Qī子只有 bí子过mǐn, 可是 

zhàngfu xiěyā有点儿高。 Dāng天下午，他们就回医院看了门 zhě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