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课  怎么突然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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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 
By Xiao Wu 



词汇 

n. glasses, spectacles  眼镜 

adv. suddenly 突然 

离开 

n.  just now 

清楚 

yǎnjìnɡ 

tūrán  

líkāi  

qīnɡchu    

刚才 ɡānɡcái  

帮忙 bānɡmánɡ  

v. to leave, to part with     

adj.  clear,distinct 

v.  to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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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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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adv. extraordinarily 特别 

v. to explain 讲 

adj. clear 明白 

v. to do physical exercise 锻炼 

tèbié 

jiǎnɡ  

mínɡbɑi  

duànl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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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n. music 音乐 

n. park 公园 

yīnyuè 

ɡōnɡyuán 

v. to chat 聊天(儿) 

v. to fall asleep 睡着 

liáotiān(ér) 

shuìzháo 

adv. more, even more 更  ɡèn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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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下图中他们在做什么？ 

A 
B 

   duànliàn  
1.  锻  炼   

    jiǎnɡ tí 
2.  讲   题 

C 

   tīnɡ yīnyuèhuì 
3.  听  音  乐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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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语言点 N+呢？ 

A: _________？ 
B: 你的书就在桌子上啊。 

A: _________？你看见了吗？ 
B: 我没看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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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ía preguntar dónde está alguien o algo. 



语言点  Complemento  

 
V+得+adj/v     V+不+adj/v  

V+得+adj/v…吗？（adj/v es un sílaba ） 
V+得+adj/v …… V+不+adj/v ? （adj/v es dos sílaba ） 

se puede utilizar para indicar si se puede obtener o no  
un resultado o un objetivo se puede hacer reaccionar  
       

A：你看！ 
B：看什么？ 
A：那个汉字！ 
B：看不清楚，我没戴眼镜。 
A：我们走近看看。 
B：现在看得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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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谁的汉语更好？ 
A：你看得懂中国电影吗？ 
B：___________________。 
 
A：你听得懂中文歌吗？ 
B：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来看看谁是大胃王？ 
A：你吃得完20个饺子🥟吗？ 
B：____________________。 
 
A：你喝得完10瓶啤酒🍺吗？ 
B：_____________________。 

听得到/听不到 

说得清楚/说不清楚 

看得到/看不到 



语言点 

V. +得+更+adj. 

你还是喝牛奶吧，可以睡得更好。 

戴上眼镜，我可以看得更清楚。 

下次你一定会考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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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点 
V+得+adj/v ，告诉我们结果的可能性     

 V +adj，告诉我们结果 

妈妈：作业你写得完吗？ 
儿子：我觉得写不完。 
妈妈：试试看！ 
 
三个小时后… 
妈妈：怎么样？ 
儿子：我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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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对话：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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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你在看什么？ 
B：我在找饭馆？我想请小丽吃饭。 
A：_______到吗？马上是情人节了！很多饭馆都满了！ 
B：是啊！我看了一个上午，还没______。 
 



语言点   刚(adv )   VS   刚才(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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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刚才 

词性 adv n 

意思 说话人觉得时间短，可以
是几分钟，几天，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 

时间短，几分钟前。 

位置 只能在动词前面 可以在句子前面，也可
以在动词前面。 



完成句子 练习 

刚            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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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_______王经理出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 
 
2. 我____到北京半年，所以汉语说得不太好。 
 
3. 秘书：王经理，_____有人找您？ 
    王经理：谁？ 
     秘书：他说是您的大学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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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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glasses, spectacles  

眼镜 

adv. suddenly 

突然 

离开 

n.  just now 清楚 yǎnjìnɡ 

tūrán  

líkāi  

qīnɡchu    

刚才 

ɡānɡcái  帮忙 

bānɡmánɡ  

v. to leave, to part with     

adj.  clear,distinct 

v.  to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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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adv. extraordinarily 特别 

v. to explain 讲 

adj. clear 明白 

v. to do physical exercise 锻炼 tèbié 

jiǎnɡ  

mínɡbɑi  

duànl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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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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音乐 

n. park 

公园 yīnyuè 

ɡōnɡyuán 

v. to chat 

聊天(儿) v. to fall asleep 

睡着 

liáotiān（ér） 

shuìzháo 

adv. more, even more 

更  

ɡèn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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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一 
听录音，完成课文：在客厅 

周明：我的________呢？怎么突然_________了？你看见了吗？ 

周太太：我_____看见啊。 

周明：我离不开眼镜，没有眼镜，我_________也看不清楚。 

周太太：你去房间找找，是不是_______放在桌子上了？ 

周明：我怎么________啊？你快过来帮忙啊。 

周太太：好吧，我帮你去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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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二 

在打电话 

同学：今天的作业你做完了吗？ 

儿子：_____做完，______？ 

同学：今天这些题特别难，我看______，不会做，你能帮我吗？ 

同学：好啊，我______完了就过去。 

儿子：电话里讲不明白，你来我家吧，我给你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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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三 
在休息室 

同事：你怎么有点儿不高兴？ 

同事：那你请她听音乐会吧，她喜欢听音乐。 

小刚：音乐会人太多，买不到票。 

小刚：我想请小丽吃饭，可是找不到好饭馆。 

同事：那去公园走走，聊聊天儿吧。 

小刚：公园太大，多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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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读课文三，回答问题： 
 
1. 小刚为什么不高兴？ 
 
2. 同事建议recomendar他去哪儿？为什么？ 
 
3. 小刚为什么不想去公园？ 



课文四 
在客厅 

周太太：你怎么还喝咖啡？ 

周太太：你不是说晚上睡不着觉吗？ 

周明：没事，我只喝一杯。 

周明：怎么了？ 

周太太：你还是喝牛奶吧，可以睡得更好些。 

周太太：还没买呢。 

周明：好吧，牛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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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完成句子 练习 

讲         明白           刚才 

1. 你＿＿去做什么了? 

2. 今天的语法课我没去，你给我＿＿讲一下吧。 

3.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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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练习 

1. 请问，去        怎么走？ 

刚 刚才 

2. A：你最喜欢做什么？ 
    B：跟朋友         。 

3. 晚上喝一杯牛奶，可以睡得         好。 

4. 晚上，我和小丽要一起去听         。 

音乐会  公园   聊天儿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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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练习 

这部电影         好看，我想请你一起去看。 A： 

B：. 这么多人看，          票吗？ 

A；. 放心吧，我请小刚          ，票已经买好了。 

帮忙   买得到   刚   特别   回得来  帮个忙 

1. 

我能请你        吗？ A： 

B：. 我          打算出去，等会回来再帮你好吗？ 

A；. 好的，你两点之前          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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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练习 

不         得        突然         呢 

1.   你说话太快了，我听＿＿清楚。 

2. A：我的皮包＿＿？ 
        B：在桌子上。 

3. 我自己能找＿＿到这个地方。 
    

4. 刚才还是晴天，怎么＿＿就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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