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爷孙俩

   马克在深圳遇到一位老大爷和他的孙子。这两个人的故事很有趣儿，马克就把

它讲给孔子学院的学员们听，题目是——

•  Indicating the sequence of two actions（小聪走过去拉着爷爷的手。）
•  Expressing comparison（那时候爸爸像我这么大。）
•  Indicating the condition of a verb with 有/没有（你爷爷没有钱买肉。）
•  Expressing a hypothetical condition（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肉。）

重点句型：



1.1  小聪的新家 Track 01-01

小聪住在深圳，他家最近买了
新房子，房子在一个很漂亮的小区
里，里面有一块块草坪，一棵棵大
树，还有各种各样的花儿和一个美
丽的喷泉。

“有没有我的卧室呀？”爷爷笑着问。
“当然有啦，”小聪说，“客房就是你的卧室！”
爷爷走进客房看了一下，

发现墙上挂着一幅照片，他想
考考小聪，就问小聪照片里的
人是谁。小聪说：“我知道，
左边的是爷爷，右边的是爸爸，
哈哈！真好玩儿，那时候爸爸
像我现在这么大！”

听说小聪搬了新家，
爷爷从农村老家来看他。
爷爷一进门，小聪就跑过
去拉着爷爷的手，高兴地
说：“爷爷，这是我们的
大客厅！那是饭厅，那是
厨房，楼上是书房和客房，
还有爸爸妈妈的卧室和
我的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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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不过，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爷爷说，“你
看，那时候深圳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当时深圳还是农村，很多人
都只能住草屋。”说
着，他们来到阳台。
小聪家住在三十楼，
从阳台可以看见外面
一幢幢高楼。爷爷对
小聪说：“现在深圳
的房子真多、真漂亮
啊，比以前好多了！”

小聪好像想起什么，就问爷爷：
“是不是大家都能住好房子了？”

“那也不是。有些人的房子还很
破旧，并不比以前好。” 

“为什么呢？”
“因为 ……”爷爷正想回答，小

聪的妈妈在楼下叫吃饭，他们就下楼
了。

听到这里，小聪说：“  爷
爷，您搬来我们这里住嘛！”爷
爷说：“不了，我在老家你叔叔
那里住得挺好的，你叔叔前年建
了一座五层的小楼，还有自己的
院子，你这儿还不如他那儿宽敞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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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adj. xīn

最近 adj. zuìjìn

草坪 n. cǎopíng

各种各样 idiom 
gè zhǒng gè yàng

喷泉 n. pēnquán

爷爷 n. yéye

农村 n. nóngcūn

老家 n. lǎojiā

进 v. jìn

跑 v. pǎo

客房 n. kèfáng

墙 n. qiáng

幅 m.w. fú

考 v. kǎo

发达 adj. fādá

当时 n. dāngshí

草屋 n. cǎowū

阳台 n. yángtái

幢 m.w. zhuàng

嘛 part. ma

建 v. jiàn

层 m.w.  céng

院子 n. yuànzi

new（亲: qīn [ph.c.]; 斤(斧): hatchet）

recent（最: most; 近: close）

lawn（草: grass; 坪: ground; 土: land, soil; 平: píng [ph.c.]）

assorted（各: each; 种: kind; 样: shape）

fountain（喷: to gush; 泉: spring）

granddad, grandpa（爷: grandfather; 父: father; 卩: jié [ph.c.]）

countryside（农: farming; 村: village）

native place（老: old; 家: house, family）

to enter（井: jǐng [ph.c.]; 辶: to walk）

to run（足: foot; 包: bāo [ph.c.]）

guestroom（客: guest; 房: room）

wall（土: land; 啬: mean [originally a bin]）

m.w. for flat things（巾: cloth; 畐: fu [ph.c.]）

to test

developed（发: to develop; 达: to reach）

then（当: just at; 时: time）

thatched hut（草: grass; 屋: house）

balcony（阳: sun; 台: platform）

m.w. for blocks of apartments（巾: cloth; 童: child）

a particle used to express expectation

to build（廴: to walk; 聿: a hand and a brush）

floor（尸: [ph.c.] represents a building; 云: cloud）

yard（院: yard; 阝: building; 完: to complete; 宀: roof; 

元: yuán [ph.c.]; 子: a suf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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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解释   

1. Showing something in a large quantity and emphasizing each individual 
item by reduplicating the measure word.
  e.g. 一块块草坪  (each and) every lawn
      一棵棵大树  (each and) every tree

2. Expressing expectation, discouragement or obviousness with 嘛
     The particle 嘛, placed at the end of a statement and pronounced ma, is used 
to indicate expectation, discouragement or obviousness. Here it is used to express 
expectation.
      e.g. 您搬来我们这里住嘛！

             (I hope that you) Move in to live with us!
 

3. Expressing "some" with 有些
    The word 有些 can be used to express "some", "a few" or "part of."
     e.g. 有些人的房子还很破旧。

            Some people’s houses are really sha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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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亲: qīn [ph.c.]; 斤(斧): hatchet）

recent（最: most; 近: close）

lawn（草: grass; 坪: ground; 土: land, soil; 平: píng [ph.c.]）

assorted（各: each; 种: kind; 样: shape）

fountain（喷: to gush; 泉: spring）

granddad, grandpa（爷: grandfather; 父: father; 卩: jié [ph.c.]）

countryside（农: farming; 村: village）

native place（老: old; 家: house, family）

to enter（井: jǐng [ph.c.]; 辶: to walk）

to run（足: foot; 包: bāo [ph.c.]）

guestroom（客: guest; 房: room）

wall（土: land; 啬: mean [originally a bin]）

m.w. for flat things（巾: cloth; 畐: fu [ph.c.]）

to test

developed（发: to develop; 达: to reach）

then（当: just at; 时: time）

thatched hut（草: grass; 屋: house）

balcony（阳: sun; 台: platform）

m.w. for blocks of apartments（巾: cloth; 童: child）

a particle used to express expectation

to build（廴: to walk; 聿: a hand and a brush）

floor（尸: [ph.c.] represents a building; 云: cloud）

yard（院: yard; 阝: building; 完: to complete; 宀: roof; 

元: yuán [ph.c.]; 子: a suf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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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 v. bùrú

宽敞 adj. kuānchang

好像 adv. hǎoxiàng

有些 pron. yǒuxiē

破旧 adj. pòjiù

并 conj. bìng

正 adv. zhèng

小聪 proper n. xiǎocōng

深圳 proper n. shēnzhèn

not to be as good as（不: not; 如: to be like）

spacious（宽: wide; 宀: roof; 艹: grass; 见: to see; 

敞: spacious; 尚: shàng [ph.c.]; 攵: a hand and a stick）
apparently（好: good, well; 像: to look like）

some（有: there are, to have; 些: some）

shabby（破: broken; 旧: old）

and（丷: [八] eight; 开: open; originally 大大, represented

two people standing next to each other）

right (away)

Xiaocong, a person's name（小: little; 聪: clever）

Shenzhen, a city in China （深: deep; 

圳: ditch in farmlands）



4. Refuting an argument with 并  

   We use 并 in order to refute a statement and emphasize the opposite idea. It is 
similar to the English "indeed" or "actually."
   e.g. 有些人的房子还很破旧，并不比以前好。

            Some people’s houses are still shabby; actually, they’re as bad as before.

5. Indicating that two actions occur in sequence   
     We use the following structure to indicate two actions taking place one after the 
other:
     subject + v1 (other elements) + v2 (other elements)
     e.g. 小聪就跑过去拉着爷爷的手。

            Xiaocong ran over and pulled granddad’s hand.
       爷爷走进客房看了一下。

            Granddpa entered the guest room to take a look.
       您搬来我们这里住嘛。

            [You] Move in here to live with us.

6. “A像B这么+ adj.”, “A不像B这么+ adj.”, ”A不如B这么 + adj.” and “A不比+ 
adj.”
   The structure “A像B这么+ adj.” is used to compare two things. The structures “A不

像B这么+ adj.” and ”A不如B这么 + adj.” are the negative forms of comparison.
    e.g. 那时候爸爸像我这么大。

          At that time my dad was as big as I am now.
          那时候深圳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At that time Shenzhen wasn’t as developed as it is now.
          你这儿还不如他那儿宽敞呢。

          It is not as spacious here as his place over there.

   The structure “不比” is used to express “A is about the same as B” .
    e.g. 有些人的房子还很破旧，并不比以前好。

        Some people’s houses are still shabby; they are about the same as they were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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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dicating the purpose of a verb with another verb (…v.1…+ v.2…)

2. Expressing comparison
    (像……这么（那么）…… / A 不比 B + adj. / A 不如 B + adj.)

小聪走过去拉着爷爷的手。
爷爷走进客房看了一下。
您搬来我们这里住嘛。

那时候爸爸像我这么大。
那时候深圳不像现在（的深圳）这么发达。
你这儿还不如他那儿宽敞呢。
（现在）有些人的房子还很破旧，并不比以前（的房子）好。

爷爷走到阳台看外面的高楼。

※ 小聪      下楼  吃饭
※ 爸爸      开车  去工作
※ 马克      去中国 看朋友
※ 安妮      走进厨房 吃早饭
※ 爷爷      打开门 走进客房

叔叔像爸爸这么高。

※ 她的脸     像     苹果     那么     红
※ 哥哥     不比     弟弟     高
※ 马克的数学     不如     牛一男的数学     好
※ 这座楼     不像     那座楼     那么高
※ 这间房子     不如 那间房子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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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开门走进去

2. 用数量词重叠的形式“一+m.w.+m.w.”表达数量多的意思。 

张     幅     副     幢     座     棵     块     支     本     个     只     件

3. 用所给的词正确补充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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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英文意思写词语。

读 和 写

听到石校长说“请进！”，马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门    走进去）
老师问马克问题，马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站起来    回答）
同学们来看马克，马克请他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坐下    喝茶）
今天是星期六，玛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去电影院    看电影）
他在看电视的时候，妈妈突然回来了，他马上_________________。
                                                                      （打开书  做功课）
邮递员来了，小狗儿马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跑过去  拿报纸newspaper）

recent ____________

grandpa ____________

balcony ____________

to run ____________

wall ____________

to test ____________

spacious ____________

shabby ____________

yard ____________

（  一张张   ）纸

（                ）树

（                ）书

（                ）人

（                ）画

（                ）笔

（                ）桥

（                ）羊 

（               ）春联

（               ）高楼

（               ）石头

（               ）衣服



那时候爷爷像我这么大。

5. 根据所给的词，帮助小聪复述1.1的故事。

4. 用所给的句型把两句话合成一句。

爷爷   农村   深圳   新   老家   照片   当时   农村   草屋
现在   高楼   叔叔   建   小楼   院子   宽敞   但是   破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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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那时候爷爷五岁。  b. 我现在五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像……这么……大）

a. 马克高一米七。  b. 姚明高二米二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不如B高）

a. 杰克汉语考试考了八十分。  b. 玛丽汉语考试考了九十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不如B好）

a. 牛一男高一米七。  b. 牛一男的哥哥高两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像……那么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爷爷住在农村老家，我住在深圳。最近我家在深圳买了新

房子，爷爷从老家来看我们……

九



十

林小木和牛一男是同班同学。林小木在城里长大，牛一男在
农村长大。

林小木家住在广州市一个小区里。小区里有一幢幢高楼，
一棵棵绿树，一朵朵鲜花，非常美丽。小木家很宽敞，有一个客
厅、一个饭厅、一个厨房、一个书房、两个洗手间和四个卧室。

牛一男家住在一个村子里。村里的老人说，他们像牛一男现
在这么大的时候，村中的房子都很小，也很破旧，不过，现在好
多了。牛一男每次回家，一进村口，就看见一座座小楼。去年，
牛一男家也建了一座小楼。这座小楼不如小木家住的楼高，只有
三层，第一层有一个客厅、一个饭厅、一个厨房和一个洗手间，
第二层有三个卧室和一个洗手间，第三层也是三个卧室和一个洗
手间。牛一男家还有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树，还有很多花和
青菜。小木家已经很大了，但是还不如牛一男家宽敞。

林小木很喜欢她城里的家，出门坐车很方便。牛一男也很喜
欢他农村的家，到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6. 阅读下面的短文，然后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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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木的家在哪里？她家一共有多少间房(rooms)？

                                                                                                                      

牛一男的家在哪里？他家有多少层楼？第二层有几个房间？

                                                                                                                      

牛一男村中的老人以前住什么样的房子？

                                                                                                                      

林小木说她的家比牛一男的家宽敞，你说对不对？

                                                                                                                      

林小木为什么很喜欢她城里的家？

                                                                                                                      

牛一男为什么很喜欢他农村的家？

                                                                                                                      



十一

1. 听词语，选择正确的解释。 

2. 听对话，选择正确的句子。

嫦 娥 之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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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new                b. old                   c. close, dear  

(       )           a. recent             b. to come in       c. developed

(       )           a. lawn               b. thatched hut    c. morning

(       )           a. house             b. skirt                 c. yard

(       )           a. shabby           b. spacious           c. pretty

Track 01-03

Track 01-04

3. 听对话判断对错。 

叔叔家的小楼高五层，还有一个院子。

叔叔家的院子很宽敞，院子里有很多菜和花，还有很多树。

叔叔家的院子比城里的公园漂亮，也比城里的公园大。

(T/F)

(T/F)

(T/F)

Track 01-05

a. 马克坐下来做作业。  b. 马克坐下来做菜。       c. 马克坐下来吃饭。
  
a. 玛丽今年十六岁。       b. 玛丽和艾米一样大。  c. 艾米不如玛丽大。
  
a. 今天北京和广州一样热。                

b. 今天北京比广州热。                  

c. 今天广州比北京热。 

a. 小男孩没有玩具，所以想要小女孩的玩具。                

b. 小男孩觉得他的玩具不如小女孩的玩具好，所以想要小女孩的玩具。                  

c. 小男孩想要两个玩具，所以想要小女孩的玩具。
a. 金月的姐姐比田大山的姐姐大。               

b. 金月的姐姐比田大山的姐姐小。                  

c. 金月的姐姐和田大山的姐姐一样大。



十二

吃饭的故事1.2 Track 01-06

       爷爷听了，又好气又好笑，
    说：“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啊！你爸爸小时候，很多时候
        只能吃到稀饭和地瓜，就算
    哪天能吃上干饭，他也十分满
足了，更别提有这么多肉了。”

小聪听了，觉得奇怪，就问：
“爷爷，您为什么不让我爸爸吃
肉呢？是不是他不听话？”

爸爸听了，哈哈大笑，
说：“不是你爸爸不听话，而是
你爷爷没钱买肉。”

  小聪刚和爷爷来到楼下，就问：“妈
   妈，今天有什么好吃的？”

“有盐焗鸡、烤鸭、清蒸鱼、甜酸
  肉，还有青菜，水果……”妈妈一边回

  答一边盛饭。
“又是这些鸡、鸭、鱼、肉，没什么特  

   别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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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爷爷也笑了，说：“那时候就算
你有钱，也买不到肉。”

“其他吃的东西，比如大米、
油、糖等等，你有钱也买不到。”
爸爸补充说。

“为什么有钱也买不到 呢？”
小聪不理解。

爷爷回答说：“因为买 这些东西都要票，买肉要肉
票，买油要油票……”

“为什么要这个票那个票呢？”小聪更加不理解。
爷爷回答说：“因为那时东西少，为了大家都有一点儿，政

府就发这些票，规定每人每月只能买一点点。”
“为什么以前的东西那么少呢？”

小聪又问。
“因为以前大家不好好劳动

呀！”这次妈妈来回答。

“为什么以前大家不好好劳动呢？”
“因为……因为……哎呀，

太复杂了，现在不说了，快
吃饭吧！”妈妈说。

小聪努努嘴，只好低头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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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14

刚 adv. gāng

清蒸 v. qīngzhēng

水果 n. shuǐguǒ

盛 v. chéng

气 v. qì

身在福中不知福 idiom 
shēnzàifúzhōngbùzhīfú

小时候 n. xiǎoshíhou

稀饭 n. xīfàn

地瓜 n. dìguā

就算……也…… conj. 
jiùsuàn…yě

干饭 n. gānfàn

满足 v. mǎnzú

奇怪 adj. qíguài

听话 adj. tīnghuà

油 n. yóu

糖 n. táng

补充 v. bǔchōng

票 n. piào

更加 adv. gèngjiā

政府 n. zhèngfǔ

just（冈: net; also; gāng [ph.c.];刂: knife）

to steam（清: clear; 蒸: steam）

fruit（水: water; 果: fruit）

to ladle out（成: chéng [ph.c.]; 皿: container）

to be angry

people brought up in the midst of happiness often fail 

to appreciate the happy life they have

childhood（小: small; 时候: time）

porridge（稀: watery; 禾: grain; 希: xī [ph.c.]; 

饭: rice, meal）

sweet potato（地: ground; 瓜: melon）

even if （就: just; 算: to count; 也: also）

cooked rice (as distinct from porridge)（干: dry; 

饭: rice）

to be satisfied（满: complete, full; 足: enough, sufficient）

strange（奇: odd; 怪: strange）

obedient（听: to listen; 话: words）

oil（氵: water, liquid; 由: yóu [ph.c.]）

sugar（米: rice, powder; 唐: táng [ph.c.]）

to add（补: to add; 充: to fill）

coupon（西: west; 示: to show）

even more（更: more; 加: to add）

government（政: government; 府: m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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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语言解释

1. 刚 

    刚 placed before a verb indicates that the action of the verb just happened. 
     e.g. 小聪刚和爷爷来到楼下。

       Xiaocong and his granddad just came downstairs.
            (Lit.: Xiaocong just with granddad come downstairs.)
2. v. + 上 

    When 上 is placed after a verb it has the following meanings.
    ① The action begins and continues. (Amazing China, 4.2)
    e.g. 他第一次见到她就爱上她了。

           The first time he saw her, he fell in love with her.
           (Lit.: He first time see her immediately love up her.)
    ② The action goes from a low place to a high place.
    e.g. 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

           We finally climbed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Lit.: We finally climbed up mountain summit.)
    ③ The action gathers up two parts of an object.
    e.g. 窗户关上了。

           The window is closed.  (Lit.: Window closed up.)
    ④ The action causes a thing to exist someplace.
    e.g. 你穿上那件红色毛衣吧。

           Put on that red sweater.  (Lit.: You wear up that red sweater.)
    ⑤ The subject has achieved the aim.
    e.g. 他能吃上干饭。

           He could eat plain rice.  (Lit.: He could eat up dry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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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v. fā

规定 v. guīdìng

劳动 v. láodòng

复杂 adj. fùzá

努嘴 v. nǔzuǐ

只好 v. zhǐhǎo

to emit, to issue

to stipulate（规: to rule; 定: to order）

to labor（劳: to work; 动: to move）

complex（复: complex; 杂: miscellaneous）

to pout one’s lips（努: to pout; 嘴: mouth）

to have to, to be forced to（只: only; 好: goo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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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3. 更 and 更加 

    更 and 更加 are used to increase the degree of an adjective or a verb.
     e.g. 马克更好地理解这首诗的背景。

            Mark understands the background of this poem better.
            (Lit.: Mark more good understand this poem’s background.)
           马克喜欢杜甫的诗，但是他更加喜欢李白的诗。

            Mark likes Du Fu’s poems, but he likes Li Bai’s better.
            (Lit.: Mark likes Du Fu’s poems, but he more likes Li Bai’s poems.)
           小聪更加不理解。

            Xiaocong understands even less.
            (Lit.: Xiaocun more not understand.)
4. 只好 + v.
    The function of 只好 placed before a verb is the same as that of 不得不 (Amazing 
China, 7.2). It means there is no choice but to do something.
    e.g. 白素贞只好用水冲那座庙。

            Bai Suzhen had no choice but to use water to flood that temple.
            小聪努努嘴，只好低头吃饭。

            Xiao Cong pouted his lips; he had no choice but to lower his head and eat.
5. 有/没（有）…… + v. (complement)
   In this structure, we use  有/没（有）to indicate the condition of a verb.
      e.g. 你爷爷没钱买肉。

            Your granddad didn’t have money to buy meat.
            (Lit.: Your granddad haven’t money buy meat.)
6. 就算……也……

    This structure is used to express a hypothetical condition. It is similar in meaning 
to the English "even if."
   就算 + (hypothetical condition), 也 + (result)
      e.g. 就算哪天能吃上干饭，他也十分满足了。

             Even if sometimes he could only eat plain rice, he would be satisfied.
            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肉。

             Even if you had money, you wouldn’t be able to buy m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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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1. Indicating the condition of a verb (有/没有……+v.……)

2. Expressing a hypothetical condition (就算……也……)

你爷爷没钱买肉。

就算哪天能吃上干饭，他也十分满足了。
那时候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肉。

爷爷小时候家里很穷，冬天没有棉衣穿。

※ 我        事        做
※ 他        力气    说话
※ 爸爸    时间    旅游
※ 爷爷    以前    汽车     坐
※ 我        今天    功课     做

※ 周末     不休息
※ 有钱     买不到     时间
※ 明天     下雨         打球
※ 不      睡觉     功课     做完
※ 不      吃饭     看《孙悟空》

爷爷就算生气，也会关心奶奶。

17

一 起 说 说



2. 把所给的句子合成一句话。 

a. 小聪的笔丢了。  b. 小聪不写作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他没有车。   b. 他不开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爷爷走过去。    b. 爷爷开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小聪拿桔子。   b. 小聪吃桔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马克坐飞机。   b. 马克去上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牛一男的钱用完了。 b. 牛一男不买自行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小聪有很多玩具车。 b. 小聪在玩玩具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石中天老师走进教室。 b. 石中天老师给我们上课(to have cla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聪没有笔做作业。

十八 18

1. 根据英文意思，选择正确的中文词语。

读 和 写

fruit ( 水果 )                                           a. 水果              b. 葡萄              c. 地瓜  

strange (             )                                        a. 神奇              b. 特别              c. 奇怪  

to be satisfied (             )                             a. 规定              b. 满足              c. 政府  

complex (             )                                      a. 补充              b. 更加              c. 复杂  

obedient (             )                                      a. 听话              b. 听说              c. 讲话  

to labor (             )                                       a. 劳动              b. 运动              c. 活动  



4. 给下面的句子选择正确的关联词，并写在横线上。

_______刮风下雨，邮递员_______按时把信送来。

马克：周末我打算去看李连杰的电影。但是，
           _______李连杰来学校表演，我_______不去看电影了。

艾米：马克，听说这次中文考试，杰克考了一百分。

马克：_______我亲眼看见，_______我不相信。

我很喜欢看表演，_______没有我喜欢的明星，我_______会去看。

以前，_______你没有票，_______买不到东西。

就算……也……      除非……否则……      如果……就……      

3. 用“就算……也……”将下面的两个句子改写成一个句子。

a. 他生病了。    b. 他学习汉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她心里不高兴。   b. 她笑着说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今晚有很多菜。   b. 小聪不想吃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明天下大雪。    b. 玛丽要去给熊猫送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父母给他很多钱。   b. 他不买汽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

就算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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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生病了他也学习汉语。



5. 阅读下面的故事并回答问题。 

二十

今天吃什么？

爸爸妈妈去工作了，没有时间去市场，所以爷爷和小聪去买
菜。

来到市场，爷爷和小聪看到很多好吃的东西，有盐焗鸡、烤
鸭、干肉、鱼、饺子、青菜、茄子……

爷爷问小聪：“今晚吃烤鸭，怎么样？”
小聪说：“不好，昨天晚上才吃过。”
爷爷又问：“那吃鱼好不好？
小聪还是不同意：“不好，鱼不好吃。”
爷爷说：“那就吃牛肉吧，牛肉很香。”
小聪努努嘴：“天天吃牛肉，我不想吃。”
爷孙俩在市场里走了一圈，不知道买什么菜。爷爷说：“以前

吃的东西少，就算有钱也买不到，每天不知道吃什么。现在生活好
了，吃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但每天还是不知道吃什么。”

为什么以前的人每天不知道吃什么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什么现在的人每天还是不知道吃什么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爷爷为什么要去买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聪今晚想吃烤鸭吗？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聪为什么不想吃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爷孙俩在市场里买了什么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为以前的东西少，就算有钱也买不到。

20



二十一

1. 选择你听到的词语。 

3. 听林小木外婆的故事，回答下面的问题。

2. 听录音判断下面说法的正误。

汉语课上，杰克没有汉语书看。

林小木帮牛一男做数学题功课。

杰克没有钱吃午饭。

如果下大雨，马克也会去打球。

(T/F)

(T/F)

(T/F)

(T/F)

(   刚   )           a. 刚                         b. 糖                         c. 当 

Track 01-08

Track 01-09

Track 01-10

嫦 娥 之 声

(            )           a. 发                         b. 气                         c. 盛 

(            )           a. 稀饭                    b. 吃饭                    c. 干饭 

(            )           a. 决定                    b. 规定                    c. 肯定 

(            )           a. 发现                    b. 复杂                    c. 发达 

林小木的外婆小时候喜欢吃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林小木的外婆为什么买不到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外婆的妈妈为什么不给外婆糖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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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晚饭，小聪突然说：“爷爷，我有

很多会跑的房子，去我的房间1看看吧！”说

着，就拉着爷爷往他的房间跑。原来小聪说的

会跑的房子，就是他的玩具车、玩具船和玩具

飞机等等。

“为什么你叫它们‘会跑的房子’呢？”

爷爷问。

“你看，这些东西会跑，里面又像个房

间，不是会跑的房子吗？”小聪笑着说，“这

是小汽车，这是的士2，这是公共汽车，这是

火车，这是船，这是飞机，这是大货车3，这

是救护车4……”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车？”爷爷问。

“小家伙5在外面看到什么车什么船，就

要我买什么玩具，当然就多了。”这时小聪的

爸爸走进来说。

爷爷接着说：“小聪，你爸爸小时候都没

见过这些车、船和飞机。”

泛读  Extensive reading 

二十二 22

会跑的房子

1. 房间 fángjiān
     room, chamber
2. 的士 díshì 
     taxi
3. 货车 huòchē
     truck
4. 救护车 jiùhùchē 
     ambulance
5. 小家伙 xiǎojiāhuo 
     kiddy



二十三

4S-01-19王：爷爷老家以前人们使用的牛车、手推车

“为什么？”小聪问。

爷爷回答说：“因为那时，我们老家只有

牛车6 和人力车7。”

“牛车？人力车？是不是很好玩儿？能不

能带我去看看？”小聪问爷爷。

爷爷说：“牛车、人力车虽然很好玩儿，
但是太慢了，不如现在的汽车、火车快。现在
我们老家也不用这样的车了，因为有了公路8、
铁路9，我们可以坐摩托车、汽车和火车了，孩

子们上学还可以坐校车10。”
听到这里，小聪想起电视 11上说有的孩子

没有校车坐，就问爷爷为什么。爷爷告诉他，
中国很大，有些地方富裕 12一些，有些地方穷 13

一些，在一些特别穷的地方，人们还没见过汽
车，连自行车都没有呢。

“那他们坐什么车？”小聪问。
“他们只能坐牛车或者走路啊。”爷爷回

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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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聪的“会跑的房子”是什么？
2. 小聪爸爸小时候老家只有什么车？
3. 现在，小聪爸爸老家的交通怎么样？

思考题

6. 牛车 niúchē
      oxcart 
7. 人力车 rénlìchē 
      rickshaw
8. 公路 gōnglù 
      motorway 
9. 铁路 tiělù 
      railroad 
10. 校车 xiàochē 
      school bus
11. 电视 diànshì 
      television
12. 富裕 fùyù 
      prosperous
13. 穷 qióng 
      poor



文化知识  Cultural note

中国这三十五年 (1978 - 2013)

1978 年以前，中国人比较穷 (poor)，吃的、穿的和用的东西都
很少，房子也很小，也没有多少车、船和飞机。那时候，人们没有
多少钱。有时候，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因为那时候东西很
少。

从1978 年起，中国开始实行新的政策，而第一个实行新政策的
地方就是深圳。深圳原来是一个渔村，是一个很小的地方。1979 年
它成为经济特区之后，就一天比一天壮大，到现在，它已经是一个
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了。很多人都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不少
人还有了汽车。

二十四 24



不仅深圳人生活好了，全中国很多人的生活也比以前好了，大家
看看，这是中国人现在的房子、衣服和汽车。

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在这三十五年里，世界上有没
有别的国家像中国一样发展得这么快呢？请大家去图书馆或上网找资
料，回答这些问题。

小聪的家就住在深圳，你们也可以问问他。

二十五 25



二十六

朋友们，今天我去了孔子学院，给学员们讲我在中国深圳听到、看到的事
情。在深圳，我遇到一位老大爷和他的孙子，爷孙俩的故事很有趣儿，学员们
听了之后，都想去深圳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请大家看——

朋友们，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请你们用下面的句型把这个故事写
出来，发给你的老师，也发给我。

像……这么（那么）……       A不比B+adj.       A不如B+adj.
有/没（有）……+V……        就算……也……

 Videos Friends  Photos                 Event                   Q/A                    More

三十五年前，深圳还是农村，
人们住在草屋里。

现在，深圳很发达，到处是高楼。

小聪爸爸小时候，经常吃稀饭和地瓜。

现在，小聪经常吃鸡、鸭、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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