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课  我最近越来越胖了 

吴晓 
By Xiao Wu 



词汇 

v. to have a fever 发烧 

prep. for  为 

fāshāo  

wèi  



词汇 

v. to take care of 照顾 

v. to need 用 

v. to catch a cold 感冒 

zhàogù 

yòng 

gǎnmào  



词汇 

n. season 季节 

adv. of course 当然 

jìjié 

dāngrán 

n. spring 春(天) 

n. grass 草 

chūn(tiān) 

cǎo 

n. summer 夏(天) 

n. dress，skirt 裙子 

xià(tiān) 

qúnzi 



词汇 

adv. lately, recently 最近 

adv. more, to a greater degree 越 

zuìjìn 

yuè 



语言点 语气助词“了” 

前几天有点儿发烧，现在好多了。 
 
我现在没钱了！ 

这件衣服是去年买的，今年就不能穿了。 

我现在喜欢夏天了。 

La partícula modal 了, utilizada al final de una oración 
declarativa, indica un cambio en la situación o la apari
ción de una nueva situación. 



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练习 

冷了               疼了                 吃了 

1.  上个星期巴塞罗那还有点儿冷，现在天气不那么          。 

2.  这些水果是我上个星期买的，现在都不能          。 

3. 昨天腿还好好的，今天早上腿开始          。 



语言点 

我们认识的汉字越来越太多了。 

我越来越很喜欢运动。 

我做的饭越来越好吃。 

越来越+Adj/Mental V 

indica que un cambio en el grado ocurre a medida que 
pasa el tiempo. 
no se utiliza ningún adverbio de grado antes del adjeti
vo o verbo mental 



练习 

1. 最近天气          。 

2. 她每天都运动，现在          。 

3. 快要考试了，我          。 

4. 孩子还没有回来，妈妈          。 

A. 越来越着急 

B. 越来越瘦 

C. 越来越热 

D. 越来越努力 



你觉得习惯容易改变吗？介绍自己最近改变了哪些习惯。 

练习 

以前 现在 

不喜欢喝咖啡 喜欢喝咖啡 

我以前不喜欢喝咖啡，现在喜欢喝咖啡了。 
我越来越喜欢咖啡了。 



语言点 听说Se dice que... 

我听说你身体不舒服，怎么了？ 

听说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听说梅西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踢足球了。 
 
 
说一说： 关于中国，你听说过什么？ 
听一首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p8NnStjH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p8NnStjH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p8NnStjH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p8NnStjH8


语言点 不用    vs   不要 

A: 听说他生病了。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 
B: 不用去看他。他已经好了。／ 
    不要去看他。他对我们不好。／ 
    要去看他的。在中国他只有我们两个朋友。 

A: 你要吃点儿我做的菜吗？ 
B: 不用。我现在不饿。／ 
    不要。你做的菜不好吃。／ 
    要。我现在很饿。 



语言点 开 v 

我最喜欢现在的季节，草和树都绿了，花也开了。 

我工作的公司经常要开会。 

爸爸开车送我去学校。 

Luna小的时候，爸爸是开饭馆的。 

服务员为客人开门。 



课文一 小丽生病了 

朋友：我_______你身体不舒服，________？ 

小丽：前几天有点儿_______，现在_______。 

朋友：喝杯茶吧，这是我____你买的绿茶，很不错。 

小丽：谢谢，我要吃药，不喝茶了。 

朋友：____喝杯水吧。 

小丽：好的。 



根据课文判断对错： 
练习 

小丽前几天生病了。 1. 

2. 现在小丽的身体比前几天舒服多了。 

3. 朋友给小丽买了红茶。 

4. 小丽不喜欢喝茶，所以喝了杯水。 



课文二 周太太的儿子生病了 

周太太和朋友在打电话 

周太太：对不起，我明天_______和你们出去玩儿了。 

张太太：为什么？怎么了？ 

周太太：我儿子_______，我____在家________他。 

周太太：_______去医院，昨天吃了_______，现在好一些了。 

张太太：他吃药了吗？_______去医院？ 

张太太：那我们_______再一起出去玩儿吧。 



课文三 
小刚和小丽的故事 

小丽：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小丽：我最喜欢夏天，因为我可以穿漂亮的裙子了。 

小刚：那我也喜欢夏天了。 

小刚：当然是春天，天气不那么冷了，草和树都绿了，花也开了。 

小丽：怎么？你也有漂亮的裙子？ 

小刚：不，我喜欢看你穿漂亮的裙子。 



根据课文判断对错 练习 

小丽最喜欢春天。 1. 

2. 小丽喜欢穿好看的裙子。 

3. 小刚也有漂亮的裙子。 

4.      小刚喜欢春天，也喜欢夏天。 



课文四 
小刚和小丽的故事 

小丽：我最近越来越胖了。 

小刚：谁说的？我觉得你越来越漂亮了。 

小丽：你看，这条裙子是去年买的，今年就不能穿了。 

小刚：那是因为你吃得太多了，少吃点儿吧。 

小丽：我做的饭越来越好吃，我能少吃吗？ 



复习和练习 



练习 
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照顾 

用 

感冒 

v. to take care of 

v. to need 

v. to catch a cold 

zhàogù 

yòng 

gǎnmào  



练习 
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adv. lately, recently 最近 

adv. more, to a greater degree 越 zuìjìn 

yuè 



练习 
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n. season 季节 

adv. of course 

当然 jìjié 

dāngrán 

n. spring 

春(天) 

n. grass 

草 

chūn(tiān) 

cǎo 

n. dress，skirt 

裙子 

qúnzi 



练习 
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v. to have a fever 发烧 

prep. for  为 fāshāo  

wèi  



用“不用”和“不要”完成句子 练习 

1.  爸爸: 儿子吃药了吗？要不要去医院？ 
     妈妈:           去医院，昨天吃了感冒药，现在好一些了。 

2. 妈妈: 明天考试，你现在就睡觉了？不再看看书了？ 
     女儿:           看了，我已经复习好了。 

3. 我的脚很疼。医生告诉我          运动。 



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练习 

1. 他今天没          ，是坐出租车来的。 

刚 刚才 

2. 我去她家。她          让我进去。 

3. 春天，很多果树都          了。 

4. 今天公司不          ，大家可以早点儿回家休息。 

开车         开会         开花         开店        开门           

5.妈妈的朋友在上海          。我们去上海的时候，她就请我们吃饭。 



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练习 

1.  A: 这是你家的小狗吗？真漂亮！谁          它？ 
     B:  我妈妈。 

2. 明天是周末，          上课。 

3. 我是不是          了？怎么总是觉得冷？ 

4. 快来看一下，这是我          你买的衣服。 

为     发烧     照顾     不用 



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练习 

1. A：来一个西瓜。 
    B：这个          的西瓜又大又甜，多来几个吧。 

2. A：今年        一点儿也不热。 
    B：是吗？我怎么觉得快热死了！ 

3. A：明天阴天，你还去看比赛吗？ 
    B：我          要去，这是我最喜欢的比赛！ 

夏天     最近     裙子     当然     季节     多    

4. 我认识的汉字越来越          。 

5. 这条          真好看，是新买的吗？ 

6. 小王在忙什么呢？你          见过他吗？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练习 

A：儿子怎么没去上学？ 
B：他          了。 
A：最近天气不太好。 
B：对，天气          了，他穿得太少了。  

发烧 越来越冷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练习 

A：天          。你带伞了吗？ 
B：没有。 
A：那我们快点儿走吧，就要          。 
B：好的。 

下雨了 阴了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练习 

A：你昨天晚上没出去玩儿？ 
B：没有，一直在宿舍dormitorio写作业呢。 
A：你最近真是          努力了。 
B：你看，我的汉语是不是越来越          了？  

越来越 好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练习 

A：你现在回来得越来越          了。 
B：最近越来越          。 
A：办公室有那么多事吗？ 
B：经理去美国了，我要做很多事了。  

忙 晚 



作业 

完成这段话，并翻译： 
 
         冬天快到了。天气____________，小丽起床起得_______。
以前她早上六点起床，现在她___________才起床。以前她常常
运动，现在_________________。 
         因为天气冷，所以小丽吃得_______________。以前她晚上
只吃一点儿米饭，现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个月以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化链接🔗  中国传统运动 



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你同意吗？ 

  shēntǐ shì gémìng de běnqián 
     身体  是   革命     的   本钱
（capital, fondo）  

文化链接🔗  中国传统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