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课  谁都有办法看好你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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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v. to ask for leave 请假 

adv. in total 一共 

qǐng jià  

yígòng  

n. neighbour 邻居 

n. later, afterwards 后来 

línjū 

hòulái 

n. hobby, interest 爱好 àih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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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n. way, approach 办法 

adj. full, having eaten one’s fill 饱 

bànfǎ 

bǎo 

prep. for the sake of 为了 

v. to decide 决定 

wèile 

juédì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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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v. to choose 选择 

n. winter 冬(天) 

xuǎnzé 

dōng(tiān) 

adv. must 必须 

prep. according to, based on 根据 

bìxū 

gēnjù 

n. condition, situation 情况 

n. mouth 口 

qíngkuàng 

kǒu 

adj. thirsty 渴 k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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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 v     请一天假   请一次假   

A：周经理，下个星期我可以请几天假吗？ 

B：你有什么事？ 

A：我有一个老朋友结婚，我跟他两年没见了。 

       我想去参加他的婚礼。 

B：你一共想请几天假？ 

A：我一共想请两天假。 

 
三天后： 
A：我有点儿不舒服，想请病假。 
 
B：你有医生的证明zhèngmíng吗？ 
后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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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一猜： 
 
你觉得B为什么生病了？ 
 
周经理会喜欢B这样的职员吗？为什么？ 
 
 



 邻居 n 

1. 你认识你的邻居吗？ 
 

2. 你的邻居长什么样子？（AA的） 
 
3. 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邻居？ 
 

说一说： 
现在的城市生活里，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 
很多人甚至(Shènzhì incluso)都不认识，也没见过自己的邻居。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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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 n 

1. 请把你们的两个爱好发给我。 
 

2. 猜猜……的爱好是什么？ 
（猜对了，可以要求这个人做一件事， 
跟中文有关的。） 
 
 

说一说： 
你觉得一个人的爱好和什么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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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n 

最近我很累，也没有很多时间。 
我的西班牙语越来越差。怎么办？ 
 
你们有什么办法帮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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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 adj 

吃得特别饱的时候，最好不要___________________。 
 
吃得特别饱的时候，最好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你想减肥，晚饭最好别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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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prep. 
决定 v 

为了健康，我决定___________________。 
 
为了学好汉语，我决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了找到好的工作，我决定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了幸福，我决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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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prep. 
选择 v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选择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我现在的工作，我选择每周_________________。 
 
根据我现在的学习情况，我选择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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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点 

动词的重叠：ABAB 

他是谁？你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吧。 

我真应该多锻炼锻炼。 

他是新来的，有时间你帮助帮助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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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点 谁/什么/怎么/哪儿 

小刚什么都不喜欢吃。 

谁都能看好你的病。你不是生病，你是太懒了。 

我们怎么去公园都可以。 

最近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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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chino, los pronombres interrogativos, como谁/什么/
怎么/哪儿 los que se pueden usar para referirse a cada 
miembro en un determinado alcance, indican que todos 
ellos son iguales de cierta manera, sin excepc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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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和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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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v. to ask for leave 请假 

adv. in total 一共 qǐng jià  

yígòng  

n. neighbour 

邻居 

n. later, afterwards 

后来 línjū 

hòulái n. hobby, interest 

爱好 àih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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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n. way, approach 

办法 adj. full, having eaten one’s fill 

饱 

bànfǎ 

bǎo 

prep. for the sake of 

为了 

v. to decide 决定 

wèile 

juédì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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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v. to choose 

选择 

xuǎnzé 

adv. must 

必须 

prep. according to, based on 

根据 

bìxū 

gēnjù 

n. condition, situation 

情况 

qíngkuàng 

adj. thirsty 

渴 

k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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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一 
在公司 

小丽：周经理，下个星期我可以请______假吗？ 

周明：你有什么事？ 

小丽：我的一个老朋友______，我跟他两年没见了。 

周明：你______想请几天假？ 

小丽：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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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二 

在公司 

同事：小丽，那个______男人是你们公司的吗？你对他了解吗？ 

小丽：我们过去是______，后来是大学同学，关系一直很不错。 

同事：他一般喜欢做什么？ 

同事：真的？那你介绍我们_________吧。 

小丽：他有很多_______，唱歌、画画儿、踢足球，______都会。 

小丽：不行，现在他是我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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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三 
在家 

周太太：最近我觉得_______都不舒服，你带我去医院_________吧。 

周太太：我三年没运动了。 

周    明：_____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但是你吃饱了____睡。 

周    明：不用_________，谁都有办法看好你的“病”。我问你， 
               你多久没运动了？ 

周太太：为了健康，我真应该多锻炼锻炼了。从明天起， 
                我决定每天去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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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四 

        “运动很重要”这句话谁都懂。但是你知
道怎么运动吗？第一，要选择“对”的时间。
一般来说，早上9点是最好的时间，冬天要再晚
一些。第二，要选择“对”的地点，公园、山
上、游泳馆，这些地方都可以运动。第三，必
须要根据自己的健康情况运动。如果你很久没
爬山或者游泳了，运动一会儿就一定要休息休
息。还要记得刚运动完口渴的时候，不要马上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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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课文四，回答下面的问题： 

 

1.“对”的运动时间是？ 

2.“对”的运动地点是哪儿？ 

3.刚运动完可以喝水吗？ 



动词 

给下面的动词加上合适的宾语 

例如：学习   汉语 

介绍          。 

锻炼          。 帮助          。 复习          。 

检查          。 打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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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重叠：AABB 

1.  我不太舒服，我想去医院          。 

3.  房间不太干净，我们          吧。 

2. 太累了，我们          吧。 

检查检查      打扫打扫      休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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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打扫打扫－客人要来了，我要打扫打扫房间。 

复习复习 

检查检查 

帮助帮助 

休息休息 

认识认识 介绍介绍 

锻炼锻炼 学习学习 

动词重叠：AA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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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代词 

2. B: 去哪儿都行。 

1.  A: 你喜欢吃什么菜？ 

3. A: 我们星期天去哪儿玩儿？ 

2. A: 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 

1. B: 我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3. B: 我什么菜都喜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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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5. A: 这次HSK你考得怎么样？ 
     B: 好极了，          考了280分。 

1.  老师，我不舒服，我想跟您          。 

3.  我的          跟你的不一样，我更喜欢游泳。 

4. A: 你认识那个人吗？ 
     B: 认识，他是我的新          。 

2. 我以前在美国学习，          来中国留学。 

请假      后来      爱好      一共      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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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1. 从明天起，我决定每天去         。 

刚才 

2.           了解中国文化，我常常去旅行。 

3. A: 我的口语不太好，你帮我想想          吧。 
     B: 你最好多跟中国人聊聊天儿。 

为了          饱         决定         办法         长跑                

4. A: 吃          了吗？ 
     B: 当然了，你看我们点了这么多菜。 

5. A: 明年你打算回国吗？ 
     B: 我还没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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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1.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          。 

2. 这次我不          能考好。 

3. 我每天          完成作业后才能看电视。 

一定      冬天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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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A：老师，您可以帮我          口语吗？ 
B：当然可以。从什么时候开始？ 
A：          时候开始都可以。 
B：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吧。  

什么 练习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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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A：快考试了，你          吧？ 
B：老师，我应该复习什么啊？ 
A：          都要复习。 
B：好吧，那我都复习吧。 

什么 复习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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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A：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出去          吧。 
B：好，我去换衣服。 
A：我们去哪个公园呢？ 
B：          公园都可以。 

锻炼锻炼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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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A：周末你打算做什么？ 
B：我打算在家里          。 
A：你每个周末都打扫房间吗？ 
B：不一定。          周末有时间就打扫一下。  

哪个 打扫打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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