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课 我爸爸是医生

本课目标：

1. 核心词汇：掌握“做”、“工作”的用法和各种职业的称谓。

2. 语法：掌握询问职业的基本句式。掌握汉语标点符号的

用法。

3. 交际功能：询问和介绍职业。

会话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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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立家看照片）

安娜：左立，这是你爸爸吗？

左立：对，这是我爸爸。

安娜：你爸爸真帅！他在哪儿工作？

左立：我爸爸在医院工作，他是医生。

安娜：你妈妈呢？

左立：我妈妈是音乐老师。你爸爸妈妈呢？他们做什么工作？

安娜：我爸爸是厨师，在一个饭店工作，他做菜很好吃。我妈妈是商

店的服务员。他们都很忙。

（Zài Zuǒ Lì jiā kàn zhàopiān）

Ān Nà: Zuǒ Lì, zhè shì nǐ bàbɑ mɑ?

Zuǒ Lì: Duì, zhè shì wǒ bàbɑ.

Ān Nà: Nǐ bàbɑ zhēn shuài! Tā zài nǎr gōngzuò?

Zuǒ Lì: Wǒ bàbɑ zài yīyuàn gōngzuò, tā shì yīshēng.

Ān Nà: Nǐ māmɑ ne?

Zuǒ Lì: Wǒ māmɑ shì yīnyuè lǎoshī. Nǐ bàbɑ māmɑ ne?

Tāmen zuò shénme gōngzuò?

Ān Nà:Wǒ bàbɑ shì chúshī, zài yí ge fàndiàn gōngzuò, tā

zuòcài hěn hǎochī. Wǒ māmɑ shì shāngdiàn de

fúwùyuán. Tāmen dōu hěn má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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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词生词

1. 照片 zhàopiān （名） 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2. 帅 shuài （形） 很帅 真帅

3. 工作 gōngzuò （名/动） 我的工作

4. 医院 yīyuàn （名） 一家医院 这家医院

5. 医生 yīshēng （名） 一个医生 那个医生

6. 音乐 yīnyuè （名） 音乐老师 一个音乐学校

7. 厨师 chúshī （名） 一个厨师 那个厨师

8. 饭店 fàndiàn （名） 两个饭店 大饭店

9. 服务员 fúwùyuán （名） 一个服务员 这个服务员

10. 忙 máng （形） 工作很忙 学习很忙

学习要点学习要点

1.“工作”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指人们从事的职业。例如：

① A: 你爸爸的工作是什么？

B: 我爸爸是厨师。

② A: 你爸爸做什么工作？

B: 我爸爸是医生。

③ A: 你爸爸在哪儿工作？

B: 我爸爸在医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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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语的标点符号

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

名 称

句号

逗号

顿号

问号

感叹号

拼 音

jùhào

dòuhào

dùnhào

wènhào

gǎntànhào

符 号

。

，

、

？

！

用法说明

表示一句话完了之后

的停顿。

表示一句话中间的停

顿。

表示句中并列的词或

词组之间的停顿。

用在问句之后。

表示强烈的感情。

举 例

我爸爸是医生。

我爸爸是医生，我妈妈

是老师。

我的家有爸爸、妈妈、妹

妹和我。

你妈妈做什么工作？

你爸爸真帅！

这个孩子真漂亮！

替换与扩展替换与扩展

1. 我爸爸是医生，他在医院工作。

左立的妈妈 老师 她 学校

小雪的妈妈 服务员 她 商店

高博的爸爸 厨师 他 饭店

2. 你爸爸真帅。

他妈妈 漂亮

爸爸做菜 好吃

高博的狗 酷

左立汉语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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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汉字奇妙的汉字

学 学，繁体字写作“學”，甲骨文字形作 、 。字形最上面 是

两只手，字形中的 、 是由小棍棒组成的数字。 是古代

的“五”， 是“六”。后来又在字形中添加了 （子），写成 ，注意其

中的 不是房子的形状，而是数字“六”。所以，“学”的本来意思就是

通过教小孩子识数字来表示学习。

书写汉字书写汉字

照
片
帅
工
作
医
音
厨
服
务
员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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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练习拼音练习

一、听录音，在汉字和相应的拼音之间连线

游泳 lǐwù

号码 cānguǎn

知道 fàndiàn

水果 shāngdiàn

餐馆 yóuyǒng

饭店 hàomǎ

商店 zhīdào

礼物 shuǐguǒ

二、听录音，写出他们的手机号码

左 立 0630-8158788 安娜 0620-46213538

王老师 0610-7365815 高博 0620-83821494

三、听录音，学歌谣

Tiān lián shuǐ, shuǐ lián tiān, 天连水，水连天，

shuǐ tiān yí sè wàng wúbiān. 水天一色望无边。

Lánlán de tiān sì hǎishuǐ, 蓝蓝的天似海水，

wúbiān de hǎi rú lántiān. 无边的海如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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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练习课文练习

一、看图回答：他们做什么工作？

1. 医生 2.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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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师 4. 服务员

5. 厨师 6. 出租车司机

二、回答问题，并加上合适的标点符号

1. A：你爸爸做什么工作？

B：我爸爸是医生 。

A：他在哪儿工作？

B：他在医院工作 。

A：你妈妈呢？

B：我妈妈是老师 。

2. A：你爸爸做什么工作 ？

B：我爸爸是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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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他在哪儿工作 ？

B：他在中国饭店工作。

A：你妈妈工作吗 ？

B：我妈妈不工作。

三、分角色对话练习

话题：你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

四、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

1. 左立的爸爸和妈妈做什么工作？

2. 安娜的爸爸和妈妈做什么工作？

文化知识文化知识

中国的城市发展

说起中国的城市，人们马上想到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

市。的确，它们都是中国城市的代表。但实际上一百多年来，中国的

城市发展经历了很多复杂的阶段。

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到二十世纪中期，由于历史的原因，中

国城市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的城市已经得到迅速发展，比如上海。

但总体而言，中国还是以农村人口为主。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中国开始了真正城市化的进程，虽然这条道路仍然漫长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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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根据统计，到 1990 年，中国仍有 7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但是到

了 2009 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 47%。所以可以说近二十年

是中国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有专家预测，到 2035 年，中国的城市人

口将达到 70%。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

与城市发展相关的重要数据是中国的人口。截止到 2010 年 9

月，中国大陆人口总数达到 1,36,580,459 人。目前中国共有 160 个百

万人口的城市。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有重庆、上海、北京、天津、成都、

广州。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城市人口统计数据不仅包括城市人口，

还包括郊区人口。比如说上海有 18,000,000 人，其中城市人口共计

940 万，其余的都是郊区人口。所以，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控制人口的

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仍将是中国的国策。

小作业：请你问问你的老师是从中国哪个城市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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