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课  前面开过来一辆空车

 

课文……Text 
（一） 前面开过来一辆空车 

（秋天的一天，田芳邀请张东、玛丽和麦克到家里做客．．．．．） 

田芳：等车的人越来越多，咱们还是打的去吧，别坐公共汽车了。 

玛丽：好吧，你看，那边正好开过来一辆空车，就坐这辆吧。 

（在出租车上） 

玛丽：你家住的是四合院吗？ 

田芳：是啊。我家院子里种着一棵大枣树，树上结着很多红枣。远远

儿地就能看见。一看见那棵枣树就看到我家了。今天请你们尝

尝我家的红枣，可甜了。 

玛丽：我听说现在住四合院的越来越少了。 

田芳：是。现在城市里大楼越盖越多，住宅小区越建越漂亮。很多人

都搬进楼房去住了。我们院子里 近也搬走了五六家，明年我

们家也要搬走了。 

玛丽：那太遗憾了。 

田芳：我虽然也舍不得离开我们家的小院，但还是希望快点搬进现代

化的楼房里去住。 

（二） 年轻人打扮得越来越漂亮了 
（圣诞节和新年快到了．．．．．） 

王老师：同学们已经学了两个多月汉语了。今天，想请大家随便谈谈

自己的感想和体会。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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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刚来的时候，我不习惯北京的气候，常常感冒，现在越来越习

惯了。 

麦克：我们的汉语越来越好，觉得越学越有意思了。 

玛丽：我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嘛。 

山本：中国菜很好吃，我越来越喜欢吃，所以也越来越胖了。 

麦克：我觉得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丰富，年轻人越来越会打扮，打

扮得越来越漂亮了。 

玛丽：圣诞节和新年快到了，不少商店都摆着圣诞树，装饰得非常漂

亮，我看见很多中国人也买圣诞树和圣诞礼物。 

麦克：老师，我听说中国人也开始过圣诞节了，是吗？ 

王老师：一般家庭是不过圣诞节的。有的人过圣诞节，可能是喜欢圣

诞节那种欢乐的气氛，孩子们能从爸爸妈妈那儿得到礼物，当

然也很高兴，不过，中国 大的节日还是春节。 

麦克：老师，我建议，咱们开一个新年联欢会，怎么样？ 

王老师：好哇！ 

 注释 

（一）四合院 

      四周由平房围成的院子。北京人过去都住在四合院里。 

（二）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家的时候依靠父母，出门时要依靠朋友。 

 语法/文法 

（一） 人物或事物的存在和出现：存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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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ing the existence and emergence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The existence-emergence sentence 

处所词+动词+助词/补语+名词 

Location words +Verb +Particle/Complement +Noun 

(1) 楼下上来一个人 

(2) 前面开过来一辆出租车。 

(3) 门前种着一棵树。 

(4) 前面游来一条鱼。 

(5) 天上飞来一只鸟。 

(6) 树上开着许多花。 

（二） 变化的表达 

     “越来越．．．．．” 

 “越来越．．．．．”表示事物的程度随时间的发展而变化。 

 “越来越．．．．．”is used to indicate that something changes in degree 

with the pro-gress of time 

（1） 课文越来越难。 

（2） 年轻人越来越会打扮。 

（3） 来中国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 

“越．．．．．越．．．．．”表示表示程度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越．．．．．越．．．．．” is used to indicate that something changes in 

degree with the change of condition 

（4） 城市里的楼越盖越多。他的汉语越说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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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的汉语越说越好。 

（6） 你看，雨越下越大。 

注意*“越来越．．．．．”和“越．．．．．越．．．．．”都是表示程度很高的

意思。因此不能再用程度副词修饰谓语。 

如：这件衣服我越看越喜欢。√ 

不能说*这本书我越看越很喜欢。× 

 朗读并熟记 

别等了  别说了  别吃了  别喝了  别去了  别吵了  别睡了    

别找了  别写了  别看了 

随便说  随便谈  随便坐   随便要  随便喝  随便要  

过生日  过寒假  过暑假   过新年  过春节 

越来越热      越来越冷静      越来越好     越来越流利  

越来越有意思  越来越喜欢     越来越高兴      越来越习惯 

越学越有意思    越写越好   越跳越高   越跑越快   越练越熟 

越说越流利 越说越高兴  

（四）替换 

前面开过来一辆空车 

前面      跑过来      一个人 

301 房间    搬走    一个学生 

我们班    来了    一个新同学 

树上      掉下来    很多苹果 

我们院里   搬走了     五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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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      落下来    几片红叶 

她家门前种着一棵树 

树上      结    很多红枣 

门上      贴  一个双喜字 

水架上    摆      很多书 

院子里    种      一些花 

楼前面    停      几辆车 

墙上      挂    很多照片 

现在住四合院的人越来越少了。 

天气    冷 

天气  暖和 

学过的生词  多 

我觉得  有意思 

我对这儿的气候 习惯 

人们的生活     丰富 

年轻人越打扮越漂亮。 

她      长      好看 

她的汉语     说   好 

这儿的高楼   盖   多 

鱼   下   大 

风    刮  大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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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词填空 

A、越来越  四合院  尝尝  节日   靠   着   欢乐  越……越…… 

1、我家院子里种          很多花。 

2、我觉得北京的          是一种文化。 

3、这种建筑现在          少了。 

4、汉语        学        难，也         学         越有意思。 

5、我们全家          父亲一个人工作生活。 

6、这是我做的菜，请您          。 

7、中国人 大的          还是春节。 

8、有些人过圣诞节可能因为喜欢那种          的气氛。 

B、睡着   贴着    放着    摆着    挂着    停着   种着   写着 

1、会议中心前面          很多花。 

2、树下          几辆车。 

3、墙上          一个双喜字。 

4、床上          一个孩子。 

5、屋子里          两个书架。 

6、这本书上没有         名字，不知是谁的。 

7、桌子上          一瓶花。 

8、教室里          两张地图。 

（六）完成句子 

A、越来越…… 

1、出院后，她的身体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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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的汽车           了，城市的交通           了。 

3、冬天快来了，天           了。 

4、我对这的生活           了。 

5、你的发音           了。 

6、谢谢。我觉得语法           了。 

7、来中国学汉语的外国人           。 

B、越……越…… 

1、你看，外边的雪           。 

2、她的汉语           。 

3、这本书很好，我           。 

4、“出门靠朋友”，朋友           。 

5、我觉得她           。 

（七）改错句 

1、教室里跑出来了麦克。 

                          

2、很多同学坐着在草地上。 

                           

3、车里坐在我和一个朋友。 

                           

4、前面开过来他坐的汽车。 

                           

5、我们班来了这个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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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的汉语越来越很流利了。 

                           

7、这个歌我越听越很喜欢。 

8、在床上他坐着看报纸。 

（八）根据实际情况回答问题 

1、你家门前种着什么？ 

2、教学楼门口停着什么？ 

3、你的桌子上放着什么？ 

4、你的宿舍的窗户上挂着窗帘没有？ 

5、你的窗台上摆着什么？ 

6、你的书架上放着什么？ 

7、你的教室的墙上挂着什么？ 

8、你的窗台上摆着什么？ 

（九）综合填空 

昨天我们到田芳家去做客。去的时候，雨下   很大，不过我们

一到田芳家雨就停了。 

田芳家住   一个四合院里。院子里种着一棵枣树，还种这许多

花，有红的，有黄的，非常漂亮。他们家的院子不太大，但是很干净，

也很安静。 

田芳的爸爸妈妈一看我们来，就走出来笑着说：“欢迎你来我家

做客，请到屋里坐吧。” 

 - 8 -



田芳给我们介绍了她的爸爸妈妈。 

我知道田芳的爸爸妈妈都是大学教授。田芳的爸爸说，你们就叫

我们田老师和黄老师吧。黄老师热情   给我们倒茶，请我们吃水果。

她说，你们跟田芳是同学，又是朋友，到这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不      

要客气。 

田芳说，先参观参观我爸爸的书房吧。他领着我们走进了她爸爸

的书房。房间不太大，周围摆着几个大书架。书架里放着很多书，有

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有文学，历史方面的，也有政治、哲学方面的。

我看   一下，很多书我都不知道，我只认识鲁迅、毛泽东和邓小平

的名字，因为我在国内时读过他们的书，当然是翻译成英文的。窗前

是一张写字台，写字台旁边放着一台电脑，电脑还开   呢。 

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几副字画，田芳指着这些字画给我们介绍

说：“这是徐悲鸿画的画儿，那是郭沫若写的字。”田芳问我，你知道

徐悲鸿和郭沫若是谁吗？我说不知道，我对中国了解得太少了。 

田芳告诉我，徐悲鸿是中国有名的画家，郭沫若是中国有名的历史学

家。 

田芳说:“这些书和字画都是我爷爷留给我们的。”  

参观    书房 ，田芳说：“我们到客厅坐一会吧，你们不是想学包饺

子吗？今天，我爸爸妈妈请你们吃饺子。” 

我们洗了手就开始包饺子。 

来中国后我吃过一两次饺子，但是没有包   饺子，这是第一次。

我不会包，包了半天才包一个，田芳说我包的饺子像小老鼠，说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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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笑了。 

我们大家一边包一边聊天，很热闹。我很喜欢这种欢乐的家庭气

氛。饺子端出来      。今天的饺子真好吃，我吃了二十多个。 

吃完饺子，我们又坐了一会儿，就对劳师说，我们该走了，谢谢你们，

我们过得很愉快。两位老师一直送我们走出大门，对我们说：“欢迎

你们常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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