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课  我相信他们会同意的 

1 



词汇 

prep. towards 向 

num. ten thousand  万 

xiàng 

wàn  

2 

S+向+(人/机构)+  V（借钱/寻求xúnqiú帮助/提问） 

如果你想买房子，可以向父母，朋友或者银行借钱。 

如果你遇到困难，一般会向谁寻求帮助？ 
 
 



词汇 

m.  只 

n. mouth 嘴（嘴巴） 

zhī 

zuǐ 

n. animal 动物 

m. used for sections or periods 段 

dòngwù 

duàn 

3 

说一说： 
你想养一只什么动物？为什么？ 
这段时间，我汉语的_________水平提高了。因为…… 



词汇 

conj. not only…but also… 不但...... 
而且...... 

adj. famous 有名 

búdàn…… 
ěrqiě…… 

yǒumíng  

v. to agree 同意 

v. to believe 相信 

tóngyì 

xiāngxìn 

prep. about, regarding 关于 guānyú 

n. opportunity 机会 jīhu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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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说说你的国家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公司是 

最有名的旅游地是 

最有名的食物是 

最有名的演员是 

…… 

同意 v 
如果你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你的家人同意吗？ 
如果你打算在中国生活，你的家人会同意吗？ 
 
相信 V 
你最相信谁？ 
你相信以后机器人会代替老师吗？ 
 



关于 prep.  
 
关于中国，谁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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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答案 

你了解中国历史吗？ 

你了解中国电影吗？ 

你了解中国音乐吗？ 

你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吗？ 

你了解中国的节日吗？ 

你了解中国汉字文化吗？ 



练习：连线题 

1. 我想去图书馆借一些          的书。 

2. 今天没有时间回答了，          ， 
    我下次告诉你吧。 

3. 你去问问体育老师吧， 
   他能告诉你一些          的方法。 

A: 关于这个问题 

C: 关于动物 

B: 关于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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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n 

如果有机会，我想去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有机会，我想学习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有机会，我想换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说一说： 

你有错过很好的机会的经历（jīnglì experiences n）吗？

如果有，请说一说。 



词汇 

n. country, nation 国家 

m. kind, type 种 

guójiā 

zhǒng 

n. feature 特点 

adj. strange, odd 奇怪 

tèdiǎn 

qíguài 

part. used to connect an 

adverbial modifier and the 

verb it modifies 

地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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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说一说： 
你认为现在世界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说一个你吃过的最奇怪的菜/喝过的最奇怪的饮料。 
 
 

种 
你会说几种语言？ 
你会做几种菜？ 
 
特点 
Luna的特点是_________________。 
我的特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 
汉语的特点是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工作/专业的特点是_________________。 
 



语言点 

嘴 VS 口 

那只狗的嘴小小的。 

口渴    人口    口语 

吃   喝    吗 1. 

2. 

＊你家有几口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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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点 

    不但......而且...... 
no solo pero tambien 

我不但喜欢吃中国菜，而且喜欢做中国菜 

她不但学习好，而且爱帮助别人。 

听说明天不但会下雨，而且会刮风。 

12 



 

只要conjunción  mientras/as long as 

只要…就… 
la cláusula después de 只要 que indica una condición esencial y 
que después de 就 indica el resultado de esta condición. 

只要这次你好好准备，一定能把足球比赛踢好。 

练习：用“只要”完成句子。 

1. ___________________，我的父母一定会支持我。 

2. ___________________，就一定能学好汉语。 

3. A：你会继续学习汉语吗？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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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点 



课文一 
在打电话 

朋友：老周，我打算__________，想_____你借点儿钱。 

周明：没问题，_______我有，_____一定会借给你的。还差多少？ 

朋友：还差5万块钱。 

周明：好，钱下午打给你。你打算在哪儿买房？ 

朋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明：那你以后去医院就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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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二 

在商店 

小明：妈妈，你看那只狗多可爱，眼睛大大的，嘴小小的，我们买回去吧。 

妈妈：动物和小孩儿一样，都需要人照顾。买回家去。谁照顾它啊？ 

小明：我照顾啊。 

小明：只要你给我买，我就能照顾好它。 

妈妈：这段时间你自己的衣服都没洗，你能照顾好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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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三 
在公司 

经理：说说你为什么选择来我们公司工作。 

经理：做这个工作有点儿累，需要经常去外地。你家人同意吗？ 

学生：只要我愿意，我相信他们就会同意的。 

学生：贵公司不但很有名，而且工作环境好。 

经理：好，那你明天来上班吧。关于这个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吗？ 

学生：没有了，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我会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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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四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每种文化都有自
己的特点。到了一个新环境，你会觉得什么都很
新鲜，而且还会觉得有点奇怪：有些国家的人名
写在姓前面，有些国家的人名写在姓后面，但是
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慢慢地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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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和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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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身 

连线：把原因和结果连起来 

原因 yuányīn 

穿得很少 chuān de hěn shǎo 

起床太晚 qǐ chuáng tài wǎn 

不吃早饭 bù chī zǎofàn 

不复习 bú fùxí 

不来上课 bù lái shàng kè 

不刷牙 bù shuā yá 

结果 jiéguǒ 

迟到 chídào 

老师生气 lǎoshī shēng qì 

感冒 gǎnmào 

牙疼 yá téng 

饿 è 

考得不好 kǎo de bù h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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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下边的词语选择对应的图片： 

A 

F 

B C 

D E 

    niú 
5.  牛 

   yáng 
2. 羊 

   māo  
6.  猫  

 xióngmāo  
3.  熊猫  

   niǎo  
1. 鸟  

   mǎ  
4.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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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prep. towards 向 

num. ten thousand  万 xiàng 

w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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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m. used for certain 

只 

n. mouth 

嘴 

zhī 

zuǐ 

n. animal 

动物 

m. used for sections or periods 

段 

dòngwù 

du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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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adj. famous 

有名 

yǒumíng  

v. to agree 

同意 

v. to believe 相信 

tóngyì 

xiāngxìn 

prep. about, regarding 

关于 

guānyú 

n. opportunity 

机会 

jīhu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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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n. country, nation 

国家 

m. kind, type 

种 

guójiā 

zhǒng 

n. feature 

特点 

adj. strange, odd 奇怪 

tèdiǎn 

qíguài 

part. used to connect an adverbial 

modifier and the verb it modifies 

地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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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1. 坐火车的时候，我喜欢          外看。 

嘴      向      动物      段     

2. 你最喜欢什么         ？ 

3. 我觉得          小小的孩子很可爱。 

4. A: 你打算现在买房子吗？ 
     B: 过一          时间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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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1. 这家饭馆不但菜很好吃，          环境很好。 

刚才 

2. A: 你怎么要去北京了？ 
      B: 那儿的工作          比较多。 

3. A: 你给我介绍几个          中国文化的电影吧。 
    B: 好，没问题。 

而且         机会         同意         关于                

4. A: 我觉得这儿的房子挺便宜的，我们在这儿买吧。 
     B: 我不          ，虽然很便宜，但是离公司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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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1. 小孩子喜欢快乐          学习。 

2. 你是从哪个          来的？ 

3. A: 真          ，桌子上的词典怎么不见了？ 
     B: 刚才马可拿走了。 

国家      地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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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A：最近这          时间，你总是迟到。 
B：我也不想迟到，但是家太远了。 
A：你          早起一点儿，就不会迟到。 
B：好，我          我会          习惯的。  

只要 段 相信 慢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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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A：你喜欢看哪种电影？ 
B：只要是关于动物的，我          喜欢。 
A：我家有很多          动物的电影光盘。 
B：太好了，那你借给我一些吧。 

就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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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A：周末我们去哪儿玩儿？ 
B：只要          ，我们就去爬山。 
A：好啊，这          时间太忙了， 
       忙得没有          锻炼。 
B：经常爬山对身体好。  

不下雨 段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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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A：你还没有吃饱啊？ 
B：          东西好吃，我就会一直吃。 
A：你吃得这么多，小心会          的。 
B：          这个问题，我不担心， 
      因为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胖 只要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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