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课    意思意思就行了

讨论：

1. 你到中国家庭做过客吗？说说你的经历。

    

2. 在你的国家，客人来了，你该怎么招待？

讨论：“关于第一次见男朋友和女朋友的父母”

（1）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搞定岳父大人》这
段视频

（2）如果是你第一次见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的
父母，你是不是会很紧张？你认为有哪些问题
是必须注意的？

(比如：应该带什么礼物？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
好？谈话时谈哪些问题比较好？应该注意哪些
问题？）

生词1-9
1. 共享
【动词】共同享受；共同使用。一起享受美好的
东西。

【例句】：

全家共享/全班共享/夫妻共享

共享资源/共享美食/共享美景

“迟到的同学，下次要带来一些好吃的，和大家

共享。”

【练习】：

 1）你做的美食愿不愿意和朋友共享？

 2）你和你的朋友会共享什么？ 

【俗话】：见面分一半儿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你会和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老少皆宜

【解释】：对老年人、年轻人都适合。

【例句】：

   ①水果老少皆宜，大家都会喜欢的。

   ②这种运动方式老少皆宜。

【练习】：

    你觉得哪些事情、哪些食物是老少皆宜的？

3. 犹豫

【形容词】：拿不定主意。

【例句】：

①他犹豫了半天，还是不知去还是不去。

②快做决定吧，别总是那么犹犹豫豫的。

③姑娘一点也不犹豫地回答说：“不！”

      （毫不犹豫）



【反义词】：果断

他这个人做事情的时候，十分果断，毫不犹豫。

【练习】：

1）你是一个犹豫的人，还是一个果断的人？

2）你在什么时候，会很犹豫？

4. 毕竟
【副词】：强调重要的事实、原因，同时否定别
人的错误结论。

【例句】

①虽然他做得不对，但是他毕竟是个小孩子，你

不应该大声地批评他。

②他失败了很多次，花了很多钱，可是他毕竟成

功了。

【练习】

①A：第一次见你的父母，我很紧张，这点礼物

够吗？

 B：别紧张。这些礼物足够了,_______________

②学习汉语时，别担心说错，______________。

5.来日方长
【解释】:以后还有机会，不需要着急或伤心。

【例句】：

①A：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见那位太极拳大师，我很
想认识他。

   B：那可不是想见就见的人，得等机会。别着急，
来日方长嘛！

②A：你做的这些菜都很好吃，我真想今天把这
些菜的做法一下子都学会。

  B：急什么！来日方长，以后我慢慢都教给你.

③     A：你要离开了，我很难过。

     B：来日方长，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练习】：你什么时候对别人说“来日方长”？

6. 再说
【解释】：“原因1”，再说+“原因2”

【例句】：

①我没时间去，再说我也不想去。

②吃太多的糖对牙不好，再说也容易发胖。

③不要骑车带人，太危险，再说也违反交通规则。　　　　



【练习】：完成下面的句子：

1）别去那家超市，人太多，再说…

2）我周末不能出去，有很多作业要做，再说…

3）我不想住在这儿，离学校太远，再说……

4）我想来中国，可以很快地学习汉语，再说…

作业

• 1. 听CD，朗读课文，练习发音

• 2.复习生词1-9，星期三听写。

• 3.完成课本第9页“句式部分”练习1，写在作业
本上，星期三交。

• 4. 预习课文第二部分生词10-27、课文（从第2
页“伯父好”到第3页“干什么都没有精神”）

第二课时

• 听写

• 口语报告

         练习：用生词1-9完成下面的句子

1.A:都说这个孩子是个神童，可怎么这个问题他
都答不上来啊？

  B:他________________是个5岁的孩子，怎么
对他要求那么高呢？

2. A:她怎么会和他产生那么大的误会呢？

   B:两个人都那么固执(gùzhì, stubborn)，
____________________人和人之间本来就是很
难互相理解的。

3. 以前，我是一个____________的人，花钱没有

计划。现在，我开始工作了，知道 省钱了。

4.  这种 点心_________，每个人都喜欢。

5. 刚到中国，汉语说得不流利，不要紧，

_____________,时间长了，你的汉语会越来越

流利。

6. A:  天太冷了，不去滑冰了吧。

    B:  __________我们和语伴说好了，不可以 
爽约。

7. 我们是一个团队，大家应该互相帮助，信息
_______



7. 大手大脚

【解释】：形容花钱、用东西没有计划，浪费很多。

【例句】：①他找了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姑娘，每月挣

的钱还不够给姑娘买化妆品呢。

② 有一些人花钱大手大脚的，常常每个月把工资花光

，他们被叫做“月光族”。

【练习】:现在一些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你怎么看？　　　　

【补充】：

①A手A脚 ： 

毛手毛脚/笨手笨脚/蹑手蹑脚/轻手轻脚/缩手缩

脚/碍手碍脚

②A手B脚：指手划脚

8. 破费

1）花费太多（金钱）：

“哎呀，过个生日花这么多钱，太破费了。”

2）① A：这是给您的一个小礼物，请您收下。

   B：谢谢！让您破费了！　　

② A：今天让您破费了，本来应该是我请客。

   B：客气什么？来日方长，以后你再请我嘛。　

9. 见外
【解释】：当外人看待，不当好朋友看待

【常用句式】：太见外了  、不要见外、别见外

【例句】：

 ①你这么做可就见外了。

 ②大家都是朋友，不要见外。

【练习】：用“见外”完成对话：

  1）谢谢你帮了我那么多的忙。

  2）等有了钱我马上还你。

  3）两个人一起吃饭，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花钱呢？

  4）你帮我翻译了好几篇文章，我应该付钱给你。

  5）你的朋友帮了我不少忙，我该怎么感谢他呢？

课文第一部分

1.三人一组，朗读课文，从开头到“太见外了”。

2.判断正误，并改正错误的句子：

  1）铃木买礼物送给林志强。

  2）铃木是第一次去男朋友的家。

  3）林志强给家里买了水果和酒。

  4）林志强不希望女朋友带太贵重的礼物。



  5）林志强认为礼物过重会让父母误会。

 6）林志强父母认为铃木是个大手大脚的人。

 7）林志强母亲没想到按门铃的是林志强。

 8）林志强母亲不喜欢铃木带来的礼物。

 9）林志强母亲把铃木看成是自家人。

                                       有用句式

• 1. 找出并朗读你认为课文中对你来说比较有用

的句子，说说什么时候可以说这个句子。

1）瞧你！

【解释】：埋怨、不满意的语气。也说“看你”。

【例句】：

①A：哎呀，我忘了带钱包了！

    B：瞧你！出门总是丢三落四的。   

②A：坏了，我出门的时候忘记锁门了。

    B：瞧你！快回去看看吧！

【练习】：用“瞧你”会话：

  1）哎呀，我要迟到了。

  2）糟了，我拿错书了。

  3）我在小摊上上买了便宜的笔，结果上当了。

  4）我和女朋友吵了一架，结果她不理我了。

  5）对不起，我把你托我办的事忘了。

2）多少是个够啊（哇） 
【解释】：如果不控制，数字会一直增加

【例句】：

①A：十个人吃饭，带八百块钱够吗？

  B：多少是个够啊？看你吃什么了，要是吃山珍
海味，八千也不够。

②A：孩子一个人在国外学习，多给他带些钱吧。

  B：多少是个够啊！不能让他养成大手大脚花钱
的习惯。

3）有我呢 
【解释】：我会帮助你的，你不用担心。

【例句】：A：我汉语说得不流利，怎么办？

          B：没关系，有我呢。 

【练习】：用“有我呢”会话

　1）我不知道该怎么复习。

    2）我不敢一个人坐过山车。

    3）我不知道怎么讨价还价。

    4）要是他打我怎么办呢？



4)我当是谁呢 
   __________“我没想到是你”。

5）来就来吧，都是自己人，还那么破费干吗 ？

【解释】：客气话，在别人访问家庭送上礼物时
说。

     练习：用课文中的句子回答问题

1.“礼物不需要过重，小小的礼物就很好了。”
我们也可以说：____________

2. “快点儿做决定.”我们也可以说：________

3. “别担心”.我们也可以说：__________

4.“这么做，可以吗？”我们也可以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词10-27
• 肥

• 营养不良

• 怡情养性

• 宝贝

• 日光浴

• 阴凉

• 防晒

• 剪枝

• 除虫

• 讲究

• 花性

• 娇贵

• （花）谢

• 昙花一现

• 一饱眼福

• 实地（调查）

• 夜猫子

• 昏昏沉沉

8. 肥

①【名词】施肥——给花施肥

②【形容词】这只猫有点肥。

   不做运动的人可能会有点肥胖。　　　　

9. 营养不良

【解释】缺少营养

【例句】花没有肥料和水，就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补充】“一副···的样子”：看起来···

一副严肃的样子

一副很酷的样子　

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10. 怡情养性

【解释】：使心情愉快放松，使性格得到好的培养。

【例句】：

中国古代读书人认为：书法、饮酒作诗可以怡情养性.

【练习】：

  做什么事情可以怡情养性？　



11. 宝贝

【解释】①珍宝、宝物，很珍贵的东西

        ②对小孩子或爱人的昵称　

【练习】：你把什么当做宝贝？　　　

12. 日光浴

13. 阴凉

【例句】：

①不喜欢日光浴的人，喜欢呆在阴凉的大树下面看风

景。　　　

②呆在阴凉处，不要被晒伤了。

③本商品请放在阴凉处，避免阳光直射。

16. 防晒

【例句】：在北京，夏天的时候，防晒霜和太阳镜是

必不可少的。　　

【补充】“防……”：做好准备，避免……的发生。

防火、防水、防灾、防洪、防盗、防风、防辐射

【练习】：请找出两个由“防”组成的词语或成语。　

17. 剪枝、18.除虫

     　　　　

剪枝、除虫是谁的工作？

19. 讲究

【解释】：

①（名词）值得注意或仔细思考的内容。

②（动词）讲求、重视；希望每个细节都完美、符合

风俗规矩。

【例句】：①中国人春节吃饺子有什么讲究？

②这里不是饭店，凑合睡一觉吧，哪儿那么多讲究？



【例句】

③她不太讲究吃穿，把钱都花在买书上了。

④中国人讲究风水，尤其是建造房子的时候。

【练习】：“讨论对话”

 1.你在生活中讲究什么？

 2.在你们国家，庆祝节日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20. 花性

【解释】花的特点

【例句】养花的人要懂得花性。

【练习】：你最喜欢哪种花？你知道它的花性吗？　　　　

21. 娇贵

【解释】：（形容词）指物品容易损坏。也表示看得贵

重，过度爱护。

 【例句】：①这些瓷器十分娇贵，要小心轻放。

②他养的这些鱼可娇贵了，除了他，谁也不许喂。

③下这么点儿雨你就不敢出门了？身体也太娇贵了吧？

④现在的孩子十分娇贵，都是家里的“小皇帝”/“小

公主”。　　　

22. （花）谢

【解释】滑落。

【补充】

“花开”：花开花谢是自然规律。

“花朵凋谢”：每次我都想办法让花朵晚一些凋谢。

　　　　

23. 昙花一现

【解释】：比喻稀有的事物或了不起的人物出现不久

就消失。

【例句】：①这个很新潮的乐队也只是昙花一现。

②中国人送祝福的时候，常说“好景常在”、“好事

长存”，因为我们都不希望美好的事情是昙花一现.

【练习】：在你们国家，有没有昙花一现的文艺、体

育界的人物？　



24. 一饱眼福　　

　　　
【解释】：看美好事物，觉得很满足。

【例句】：

①这里都是珍贵的首饰，你们可以一饱眼福。

②这里的舞蹈演员一个比一个漂亮，你们可以一饱眼

福。

【补充】：

①大饱眼福

②一饱口福、一饱耳福

【练习】：

你有过一饱眼福或一饱口福的经历吗？

25. （实地）调查　　

地理学家说“没有实地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6. 夜猫子　　

　　　
【解释】：经常熬夜的人

【例句】：

①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十二点还在看电视。

②中国有句俗话叫“早睡早起身体好”，所以不要当

夜猫子，总是开夜车。

27. 昏昏沉沉　　

【解释】：很困很累；脑子不清楚。
 

【例句】：

①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今天起床后，觉得昏昏沉沉的.

②他呀，一上课就昏昏沉沉的，好像几天没睡觉一样.

③上课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昏昏沉沉的，可以喝咖啡

或者站起来听课。

                                       做游戏

• 从生词1-27选择一个，用语言、动作提示，让

大家猜猜是哪个词。

【要求】：不许说出词语中的字，只能使用汉语



作业

1. 听CD，朗读课文，练习发音。

2.复习生词10-27，星期五听写。

3.完成“第一课补充练习”，星期五交作业。

4. 预习课文第三部分生词29-36，并选择两个准
备例句；

    预习课文（从“干什么都没有精神”到最后
）

第三课时

• 听写

• 复习

• 练习

• 第二部分课文

              练习

1.很多电影明星都是（      ），很快出名，又很快

消失了。

2.我的朋友说您唱歌很好听，可以给我们唱一首歌吗?

让我们（        ）。

3.北京的天气太冷了，冻得我每天都（        ）的

，什么都不想做。

4.春天天气干燥，容易发生火灾。我们要注意（ ）。

              练习

5.不做运动的人可能会有点___________。

6.花缺肥、少水，就是一副___________的样子。

7.夏天的时候，___________是必需的。

8.下雨的时候，不要紧，我的这件外套是_______的。

9.中国人过春节有很多____________.

10.我们不是__________的孩子，我们很坚强。

              练习

11.北京每年九月份，在北海公园有菊花展；各种各样

的菊花可以让市民_________________。

12.明天八点有口语课，今天晚上不要_________了，要

不然明天上课的时候，会觉得干什么都没有精神。

           朗读课文第二部分

1. 三人一组，从“伯父好”到“干什么都没有精神”。

 2. 回答下面的问题：

   （1）林志强的母亲过去见过铃木吗？

　（2）林志强为什么不让铃木带花来？

　（3）铃木为什么把自己养的名贵的花送人？

　（4）为什么现在铃木养“死不了”之类的花？

　　　　　  



（5）林志强的父亲为什么喜欢养花？

（6）为什么说昙花娇贵得很？

（7）林志强的父亲为什么不养宠物？

（8）铃木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呢，还是一个喜欢

玩儿的人？

（9）铃木中午为什么要睡午觉？
　　　　　  

                                       有用句式

• 1. 找出并朗读你认为课文中对你来说比较有用

的句子，说说什么时候可以说这个句子。

1） 简直（跟……似的） 

【解释】：表示差不多是这样。有夸张的语气。

【例句】：

①你看他穿上这身衣服，简直跟古代的小皇帝似

的。

②他们一天到晚让我干活儿，简直不把我当人。

【近义句式】：像···一样

2）怪不得呢　　　　　 

【解释】：表示明白了原因，对某种情况不再感

到奇怪。

【例句】：

①A：今天怎么那么暗？

  B：空气污染有点严重。

　A：怪不得呢。

②A：他的汉语说得真好。

　B：他在中国学了四年汉语。

　A：怪不得呢。

2）不是……就是…… 

【解释】：表示两种情况都有。

【例句】：

①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很忙，不是写作文，就是做

HSK的题。

②她来中国以后，很想念家乡的朋友，每天不是

打电话，就是发电子邮件。

　　　　　

用“不是……就是……”完成下面的句子：

（1）食堂的饭菜我都吃腻了，每天……

（2）她很喜欢郊游，周末的时候……

（3）小王是个网络迷，每天晚上……

（4）姐姐喜欢文学，每天……

（5）下个星期开始，我开始有选修课了，我会

很忙，……



4）谈不上　　　　　 　　　　　 

【解释】：表示达不到那么高的水平。

【例句】：

①A：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快成“中国通”了。

B：中国通可谈不上，就是比你知道得多一些。

　

②A：这位是我们这里有名的历史学家。

 B：谈不上，谈不上，我可不是什么历史学家。

5) ……着呢 
【解释】：

①“形容词＋着呢”强调程度高。

②而“动词＋着呢”表示动作或状态正在进行。

　　　　　

【例句】：

①你别找他，他现在忙着呢！

②她的男朋友把她甩了，她现在心里难受着呢。

③他在屋子里躺着呢。

　　　　　

练习：用下面的词语加上“……着呢”各说一句
完整的话：　　　　　　　

     贵/难/冷/

     累/热闹/

   好吃/麻烦/

     讨厌/舒服

5)说A也不A 
【解释】：表示看起来是A，其实不一定就是A。
在“A”和“不A”的中间状态。

【例句】：

①汉语说难也不难，只要多听多说多读多写，谁
都有可能说得很有流利。

②西单商场的东西说贵也不贵，同样的东西要是
在日本买，少说也要贵一倍。

　　　　　

练习：用“说A也不A”会话：　

（1）你最近工作是不是很忙？

（2）一个人在外国留学一定很苦吧？

（3）这次考试看起来好像很容易。

（4）看你们当老师真的很辛苦。

（5）买了车去哪儿都方便了。

　　　　　

                                
6）····。说是····，还····
【解释】听别人说：做一件事，可以有两个目的/
结果;"说是"+目的1/结果1,"还"+目的2/结果2

【例句】

①我爸爸喜欢打羽毛球。说是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还能缓解压力。

②他想到北京大学学汉语。说是可以很快地提高汉
语水平，还能____________________。



7) 说起···呀，不比····。
【解释】A不比B+形容词

        “说起”+A，“不比”+B+形容词

【例句】

① 说起中国西部呀，不比中国东部发达。西部很
多地方都没有飞机场。

②说起学汉语呀，不比______容易。不仅每天要
上课、预习、复习，还要多听、多说、多写、
多读，否则昨天学的词语，今天就忘了。

8) ···总要···，要不然···
【解释】做一件事的时候，一定要···；否则
就会有不好的情况出现。

【例句】

①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总要十分努力，要不然就
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有很大的进步。

②我每天早晨总要喝一杯咖啡，要不然就
__________。

生词28-36

• 本科

• 磕磕巴巴

• 英俊

• 辫子

• 淘气

• 隔辈

• 典型

• 炖

• 蘑菇

27. 磕磕巴巴
【解释】：口吃；说话不流利。

【例句】：

①这个翻译不行，很简单的句子，翻译起来磕
磕巴巴的。

②他没好好复习，考试的时候磕磕巴巴，结果
不及格。

【练习】：

回答：什么时候你说话会磕磕巴巴？

28.英俊
【解释】：形容词。长得好看又有精神，一般
指青年男子。

【例句】：

①照片上那个英俊的小伙子是谁？

②她的男朋友长得十分英俊。

【练习】：

（女同学）你是否希望找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作
你的男朋友？为什么？

【补充】：

描写人长得好看的词语、成语：

  漂亮/精神/帅/俊/美丽/秀丽/靓/酷

  一表人才/ 天生丽质



32.淘气
【解释】：孩子爱玩爱闹，不听话。　　　　

【例句】：

①他的孩子可淘气了，谁的话都不听。

②你怎么让叔叔背着？别淘气，快下来！

【练习】：

1.你小时候淘气吗？

2.你淘气的时候，爸爸妈妈会怎么做？

3.要是将来你的孩子淘气，你怎么办？

33.隔辈亲

俗话说“隔辈亲”，邓小平也非常疼爱他的孙子、
孙女。

34. 典型

【解释】：

①（名词）有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

②（形容词）有代表性的。

【例句】：

①你问什么样的人是“乖乖女”？邻居家的小王就

是个典型！

②听口音，可以知道他是典型的湖南人。

35. 炖　　　　　

【搭配】：

炖羊肉/炖排骨/炖鸡/

炖牛肉/炖土豆/炖鱼/

炖蘑菇

【补充】其它的烹调方法：

熬（熬白菜、熬粥）     煎（煎鸡蛋）  

煲（煲鸡汤）烧（烧茄子）烤（烤鸭）   

爆（酱爆鸡丁）   煸（干煸扁豆）  　  
炒（素炒土豆丝）  红烧（红烧鱼）    　                 

清蒸（清蒸鮰鱼）      摊（摊煎饼）

炸（炸油饼）     蒸（蒸馒头）    

煮（水煮鱼）

1. 听CD，朗读课文，练习发音。

2.复习第一课的生词、句式。

3.完成第9页“句式部分”练习2、3、4、5，写
在作业本上，下星期二交作业。

4. 第一课大作业：小组话剧表演

                                       作业



第四课时

• 1. 口语报告 10min
• 2. 第三部分课文、句式 15min 
• 3. 复习 5min
• 4. 小测验 15min

• 5.话剧表演：每组10-15min; 

           朗读课文第三部分

1. 三人一组，从第3页“你来中国以前学过汉语吗？”到最后

 2. 回答下面的问题：

   （1）谁曾经去俄国留学？

　 （2）全家福照片上都有谁？

　 （3）林志强小时候是什么样子？

　  （4）元元是谁？

     （5）铃木对什么事情感到遗憾？　　　　　  

                                       有用句式

1）好汉不提当年勇。

 2）人不可貌相。

 3）哪儿……哪儿……

 4）……得慌

  

5）时候不早了，……

6）给你们添麻烦了

7）哪儿的话。

8）家常便饭。

1. 哪儿……哪儿…… 

【解释】：“哪儿”指任何一个地方。

【例句】：

①他最喜欢看热闹儿，哪儿人多他往哪儿去。

②他她喜欢买打折商品。周末的时候，哪儿有打

折她去哪儿。

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__________________.

2. ……徐愹 
【解释】：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形容词+ “得慌
”，强调达到很高的程度，一般表示不好的感
受。

【例句】：
①整天呆在家里，闷得慌。
②这屋子里空气不好，憋(biē) 得慌。
③这家饭馆人太多，闹得慌，咱们还是换一个地
方吧。

④他考得不好，心里难受得慌，咱们就别去打扰
他了。



【补充】：累得慌/饿得慌/乱得慌/

          闲得慌/想得慌

【练习】：

从上面的词语中选择一个，说一句话。

3. 键徐…… 

【解释】：不容易得到或办到；或者不常发生。

【例句】：

①过去从来没见他下过厨房，今天他要给我们做

饭？真难得！

 ②这可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③ 最近在北京难得能看到蓝天白玉。

4. 时候不早了 

【解释】：用于要离开的时候，或要结束某一活

动时。

【例句】：

①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

②时候不早了，今天的晚会就到这里吧。

5. 哪儿的话 
【解释】：表示不必客气。常用于别人向自己表示
道歉或感谢时。

【例句】：

①A：耽误您这么长时间，真过意不去。

  B：哪儿的话，你们能来，我很高兴。

②A：你救了我的孩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B：哪儿的话，谁遇到这种事都会帮忙的。

6. 要是···  ，准会···
【解释】：如果···，一定会···。

【例句】：

①过圣诞节的时候，要是他在北京，准会和家人
一起吃饭、交换圣诞礼物。

②要是不保护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准会
___________.

③要是_________________，老师准会生气。

                              作业

1. 预习第二课生词1-12；

        选择两个词准备例句.

2. 预习第二课第一部分课文

    （从开头到“难怪你这么得意呢。”）



大作业

• 【话剧表演】

• 要求：
• 1。请3－4个同学一组，从下面5个故事中选择一个故
事；然后将该故事改编成一个小短剧，下周二课上表
演       

• 2。用我们学过的第一课的词语、语法，至少10个
• 3。用话剧表演的形式发表，每组时间为10-15分钟



第五课时--话剧表演

要求：

1. 每组时间为10-15分钟；

2. 请和本组的同学商量，给出自己小组以外的

另外四组评价打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