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单元  她总是笑着跟客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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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 
By Xiao Wu 



 课文 1 教室里，小明和马可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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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身 
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yǒuyì dì yī     bǐsài dì èr 
      友谊 第 一，比赛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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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n. match, competition 比赛 

n. photo  照片 

n. grade 年级 

adv. and 又 

bǐsài  

zhàopiàn  

niánjí  

yò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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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过的词语说一说： 
 
1. 你参加过什么比赛？ 
     （什么时候，什么比赛） 
 
2. 你喜欢看比赛吗？你喜欢看什么比赛？ 
 

 



语言点 
又adj  +  又adj 

我又聪明又帅。你们呢？ 

这个西瓜🍉又大又甜。 

那个又高又漂亮的女孩儿是二年级的。 

Se usa para describir dos cualidades existentes en la misma 
persona o c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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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题 

1.  这家商店的东西          。              A: 又不好看又不好吃            

2.  他做饭做得          。                      B: 又贵又少 

3.  我喜欢          的衣服。                  C: 又便宜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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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又…又”回答下面的问题： 
 
1. 你喜欢你的老师吗？为什么？ 

 
2. 你喜欢你住的地方吗？为什么？ 

 
3. 假期的时候，你喜欢去哪儿？为什么？ 

 
4. 你常常去哪个饭馆吃饭，为什么？ 

 
5. 你的好朋友是谁？他/她是什么样的人？ 

 
6. 你喜欢在实体店买东西还是网购，为什么？ 



语言点 
V1着(O1)+V2(O2)  

周先生和周太太坐着看电视。 

我们喝着茶 学习汉语。 
        V1   o1 V2   o2 

A:那个人是谁？ 
B:哪个人？ 
A:那个拿着书笑的人。 

Indica dos acciones que suceder al mismo tiempo. V1 es el 
estado que acompaña o forma de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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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站着               写作业                打着电话 

1.  我喜欢听着歌          。 

2.  我们不能          开车。 

3.  我们的老师          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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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一 
在教室 

小明：这是你们比赛的照片吗？ 

马可：是，这是我们比赛后照的。 

小明：照得不错，你们都是一个年级的吗？ 

马可：不是。那个又高又漂亮的女孩儿是二年级的。 

小明：旁边那个拿着书笑的人是谁？ 

马可：那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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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课文一，根据课文判断对错（可做作业）： 

小明和马可在看照片。 1. 

2. 照片是马可和他的同学们比赛前照的。 

3. 照片里的马可不是二年级的。 

4. 旁边那个拿着书笑的人是小明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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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 2  小丽和同学在教室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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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adj. clever, smart 聪明 

adj. warm, enthusiastic 热情 

adj. hard-working 努力 

adv. always 总是 

v. to answer 回答 

cōngming  

rèqíng  

nǔlì  

zǒngshì  

huídá  

v. to stand 站 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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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过的词语说一说： 
 
1. 描述一下你的一个家人？ 
     （聪明  热情  外向  内向  工作/学习努力…  ） 
 

 



总是VS一直 
 
一直：从一个时间到现在，某人持续在做某件事或在某
种状态中。 Desde un momento hasta el presente, alguien 
está constantemente haciendo algo o en cierto estado. 
例如：圣诞节以后，我一直很忙。 
 
总是： “总是”表示某人反复在做某事，或某人习惯性地
做某事，或某件事情反复发生。 significa que alguien est
á haciendo algo repetidamente, o alguien está haciendo alg
o habitualmente, o algo sucede repetidamente. 
例如：我总是忘记带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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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点 

     说一个你自己的习惯。 
     例如：我总是笑着跟学生说话。 
                   夏天的时候，我总是带一杯水上课。 
 



语言点 

对  a, con 

她笑着对我说，她买了一件又漂亮又便宜的衣服。 

她对每个人都笑，也常常对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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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常常对你的同事笑吗？ 



课文二 

              听课文，完成对话：在教室 

小丽：你_______小红_________？ 

同学：她又______又______，也很努力。 

小丽：我看她_______笑着回答老师的问题。 

小丽：你_______喜欢她啊？ 

同学：她_____每个人都笑，也______对我笑。 

同学：喜欢她的人_______，你看那些____鲜花站在门口的，都是等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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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 3 小刚和小丽去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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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adj. hungry 饿 

n. supermarket 超市 

è 

chāoshì 

n. cake 蛋糕 dàngā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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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三 
在超市门口 

小刚：我有点儿______，我们进______买点儿东西吧。 

小刚：我们买________，回家吃着_______看电视，怎么样？ 

小丽：好啊，我_______买一些咖啡。 

小丽：好啊，这家超市的蛋糕_____________，一块只要2.99元。 

小刚：喝着咖啡吃蛋糕，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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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点 

量词：家 

这家超市的蛋糕又便宜又好吃。 

因为那家饭馆的东西很新鲜，服务员也 
很热情，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去那儿吃饭。 

医院的前面有一家很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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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点 

量词：块 

这块蛋糕怎么这么贵啊？ 

桌子上放着几块西瓜。 

这块手表是爸爸去北京旅游时给我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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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 4 在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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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adj. young 年轻 niánqīng 

adj. serious, earnest 认真 rènzhēn 

n. customer, guest 客人 kèr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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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文回答问题 

1. 客人要找谁？ 

2. 饭馆有不少又年轻又漂亮的服务员，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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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四 
在饭馆 

经理：您好！您找谁？ 

客人：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服务员？ 

经理：我们这儿年轻、漂亮的服务员有很多。 

客人：她工作又认真又热情。 

经理：您能再说说吗？ 

客人：她总是笑着跟客人说话。 

经理：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是李小美吧？ 
27 



复习和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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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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 competition 

比赛 n. photo  

照片 

n. grade 

年级 

adv. and 

又 bǐsài  

zhàopiàn  

niánjí  

yò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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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adj. clever, smart 聪明 

adj. warm, enthusiastic 

热情 

adj. hard-working 

努力 

v. to answer 

回答 

cōngming  

rèqíng  

nǔlì  

huídá  

v. to stand 

站 

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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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adj. hungry 

饿 n. supermarket 

超市 è 

chāoshì n. cake 蛋糕 

dàngā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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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adj. young 

年轻 

niánqīng 

adj. serious, earnest 

认真 

rènzhēn n. customer, guest 客人 

kèr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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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练习 

比赛         对          年级         照片         总是           努力 

1.  她总是          我们笑，所以我们都觉得她很热情。 

2. 这是什么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3. A: 你怎么还看电视？不          学习，怎么能找到好工作呢？ 
    B: 我只看了半个小时。 

4. A:这张          是什么时候的？ 
    B: 是我妈妈小时候的。 

5. A: 你怎么          想睡觉？ 
    B: 我工作太累了，起得早，睡得晚。 

6. A: 这位老人是谁？ 
    B: 她是我一          时候的老师，现在已经70岁了。 33 



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练习 

1.           快到了，快去洗水果。 

2. 工作到下午三点的时候，我常常很          。 

6. A：你来几块          ？ 
    B：两块。 

超市     客人     饿     认真     蛋糕 

4. 这个孩子工作的时候很          ，大家都喜欢他。 

5. 我下楼去          买点儿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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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小刚和小丽          在一          超市门口，他们都有点儿          了。 
小刚          小丽说：“我们进          买点儿东西吧。”。小丽说，好的。 
小丽知道这家超市的蛋糕又          又好吃，所以她告诉小刚可以买点儿 
          。小刚和小丽买了蛋糕。他们还买了          。因为他们都觉得喝 
着咖啡吃蛋糕很好。 

咖啡     家     超市     站     饿     对     蛋糕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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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身 

语法练习 用V1着(O1)+V2(O2) 描述下面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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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又…又”回答问题： 
 
1. 你觉得巴塞罗那哪家超市的东西又贵又不好？ 
 
1. 你家谁做饭做得又好吃又好看？ 
 
1. 你喜欢什么样的衣服？ 

语法练习 



量词填空 语法练习 

他是个有钱人，他爸爸有两          医院。 1. 

2. 昨天她一          衣服都没买。 

3. 我有点儿饿了，我要去买一          吃的。 

家       块       些       次        件    

4. 这里的蛋糕真便宜，一          只要3.5元。 

5. 这是你第几          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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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综合练习 

A：哪个女孩是马丽？ 
B：你看，那个拿着         打电话的就是。 
A：是不是那个          年轻又          的？ 
B：对，就是那个。  

又 件 手机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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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综合练习 

A：我现在又累又          ，不想爬了。 
B：休息一下再爬吧。 
A：山太高了，多累啊。 
B：我们          着天儿          ， 
      一点儿也不会累的。 

聊 饿 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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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综合练习 

A：今天天气真不好！ 
B：是啊，我现在又冷又         。 
A：我们去旁边的咖啡店坐着        点儿          东西再走吧。 
B：好啊。  

喝 饿 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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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综合练习 

A：为什么你的作业写得又          又好？ 
B：因为我写作业的时候很          。 
A：我不认真吗？ 
B：你玩着          写作业，认真吗？  

认真 快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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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 
你想请你的朋友喝点儿饮料，但是你只有六元钱， 
你打算买哪种饮料？为什么？ 

    nǎichá  
      奶茶  
       3元 

           niúnǎi 
            牛奶 
           2.5元 

     lǜchá  
      绿茶 
       3元 

        hóngchá  
           红茶 
            3元 

   shuǐguǒ chá 
     水  果    茶 
         3.5元 

     huāchá 
       花茶  
      3.2元 

 kāfēi 
 咖啡 
3.2元 

   shuǐ 
     水 
   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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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身 

用下面的词语说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觉得做一名服务员需要什么样的性格？为什么？ 

说一说 

cōngmíng 
     聪明 

piàoliang 
    漂亮 

rèqíng 
 热情 

 nǔlì 
努力 

kuàilè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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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准备一张照片，用“V着……”介绍照片里的人 

这个低着头写作业的孩子叫Tim。他是美国人。他是我朋友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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