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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六 课 

 

一. 教具 

1. 一张写着“我有很多书。”的短语卡片 

2. 一些邮票、一些图片（房间里有一些袜子；公园里有一些孩子、几

位妈妈） 

 

二. 本课的对话可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谈“普通话的四声”，第二个

主题谈“学写汉字”，第三个主题谈“学普通话的事”，因此本课的教

法也按这三个主题来进行 。 

 

A. 第一个主题（从第一个“吴”到第五个“吴”） 

 

1. 生词教法 

流利：请学生看生词 2的翻译，然后按下面的表格先勾再说出自己

的语言能力 

 

 Y9ngy& P&t!nghu4 D6y& F3y& R=y& T4iy& H2ny& 

 h7n li^l=         
 b^ t4i li^l=        
 b* li^l=        
 b^ hu=        

 

进步/ 退步：请学生看生词 3的翻译，然后做下列的连连看后读出来 

 L3osh9 shu! W2ng D6-hu2     j=nb* y=di3nr. 

   zh8 xu6q9 

 N-de P&t!nghu4 j=nb*le       k7sh= n-de H4nz= m6i-j=nb*.   

 W#de R=y&, zh8 xu6q9 zh-    y#u h7n d4de j=nb*. 

 T1 zh8 xu6q9 j=nb*le h7n du!   n-de Y9ngy& y0d=ng hu= tu=b*. 

 N- r^gu# ti1nti1n b*-d^,     su#y- t1 f*m& f5ich2ng  

   ti1nti1n b*-shu!,              g1ox=ng. 

 

请学生看生词 6、7、8的翻译，然后做下列的是非题 

 P&t!nghu4 y#u s=sh5ng. 

“xu6x0 ”zh8 li3ngge z= d!u sh= s=sh5ng. 

“他是陈先生”de d= s=ge z= sh=“xi1n”,  

  d= w&ge z= sh=“ch6n”. 

 Y= ni2nde d=y9 ti1n sh= y9yu8 y9h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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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nggu@de y@uj^ d!u h7n g1o. 

 N2nr6nde z=x0ngch5 g1o, n{r6nde z=x0ngch5 d9. 

 P&t!nghu4lide“8r sh5ng”c@ng g1o d4o d9,  

  “s= sh5ng”c@ng d9 d4o g1o. 

 Zh!nggu@ y#u h7n du! sh1n k7sh= d!u b*-g1o. 

请学生自己用“流利、进步、退步、第、四声、高、低”造句。 

告诉学生：生词中的 4、5在句型中练 

 

2. 句型教法 

教“S  是 （要强调的人、时、地、法） Action 的。” 

很多学生在记住这个句型的词序，并且在老师的教导下使用了这个

句型以后还是会问“我什么时候要用这个句型？”他们不明白这个

句型和“了”表示完成的句型有什么不同，所以老师在说这个句型

的时候，不但要说明“词序”，更要紧的是说明“使用情况”。 

老师把  When did you come to class   I came to class at 9:00  

             this morning？      this morning. 

 Did you come to class    Yes, I came to class  

at 9:00 this morning？      at 9:00 this morning. 

写在白板上，然后请学生做的翻译，我们期待的答案是类似下面

所说的： 

你今天早上九点来上课了吗？  对，我今天早上九点来上课了。 

当学生把翻出来后，肯定、表扬他们，然后再一次提醒他们：

“了”在这个句子里的作用是要说明“在九点钟的时候，『来上课』

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但是如果的问题是要知道“来上课”这个

已经发生的动作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中国人就会用另外一种句型

来表示，这个句型是“S是 person/time/place Action的。”因此的

问题，中国说法是“你今天早上是什么时候来上课的？”回答是“我

今天早上是九点钟来上课的。” 

老师把“S （b^）sh=  person/time/place   Action de.”写在白板

上，再一次指着句型中的“Action”说：“这件事一定是已经 occurred

了，现在要说『when did it happen?』『where did it happen?』or『who 

did that?』”就要用这个 Pattern.  For instance：“李太太穿一件好看

的衣服，你要问她『Where did you buy it？』你应该说『妳是在哪

儿买这件衣服的？』或者『这件衣服，妳是在哪儿买的？』李太太

的回答应该是『我是在_____ 商场买的。』或者『不是我买的，是

我丈夫帮我买的。』”如果你问她『妳什么时候买这件衣服了？』就

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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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学生更明白使用的情况和表示完成的“了”的不同，请老

师再多给两三个如下的例子来说明。 

a.  Zhang： Wow, so much food! Who cooked all of these? 

    Zh1ng：Wa, h7n du! c4i, (d!u) sh= sh6i zu$ de? 

Li： My mother cooked it all. 

L-：  (D!u) sh= w# m1ma zu$ de. 

Zhang： When did she cook it? 

Zh1ng：T1 sh= sh6nme sh0hou zu$ de? 

Li： She cooked it in the morning. 

L-：  T1 sh= z3oshang zu$ de. 

 

b.   Wang： Your Chinese is really fluent. When did you start to study it? 

  W2ng： N-de H4ny& zh5n li^l=. N- sh= sh6nme sh0hou k1ish- 

      xu6 de? 

  Lin： I started to study in 2000. 

  L0n： W# sh= 2000 ni2n k1ish- xu6 de. 

  Wang： Where did you study? 

  W2ng： N- sh= z4i n3r xu6 de? 

  Lin： I studied in that school.（pointing） 

  L0n： W# sh= z4i n8ige xu6xi4o xu6 de. 

请学生看一看第 120 页上“是 …… 的”的说明，然后再告诉学

生“因为英文没有这种 way of talking, 所以现在你们先听中国人什

么时候用，用的时候怎么用，你们自己说普通话的时候，老师会

remind你什么时候应该用，gradually，你们自己就会用了。现在我

先说一个已经 happened的 fact，请你用这个 Pattern问我 question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is fact.” 

a. 黄小姐 2000年来中国学汉语。 How did she get here? 

Which month did she arrive? 

Did she come by herself? 

b. 这本书很好。                Who wrote this book? 

Where did you buy this book? 

c. 吴先生已经去香港了。        When did he leave home? 

Did he go alone? 

What flight did he take to  

  Hong Kong? 

d. 这家面包店的面包很好。     Are you the boss of this bakery? 

How did you know (that) they  

  have good b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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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学生用这个句型做翻译 

a. They went by bus. 

b. I didn’t eat lunch in this restaurant, I ate lunch in that restaurant.  

c. It was he who wrote the letter to you, not me. 

d. Where did you learn to ride a bicycle? 

e. When did he telephone you this morning? 

f. How did you tell him? Why did he decide to meet me in front of  

  the police station? 

 

教“好 V、难 V” 

老师把（not）easy to V  = （b*）h3o V   

                                    or 

                              （b*）r@ngy= V 

              （not）good to V  = （b*）h3o V 

                     hard to V  =    n2n V 

                                or 

                                 b*-h3o V  写在白板上 

 

请学生用选择的方式来回答下列问题 

a. 什么话好学？普通话还是日语？ 

b. 什么汤容易做？西红柿豆腐汤还是牛肉汤？ 

c. 什么面好吃？牛肉面还是鸡腿面？ 

d. 哪儿的菜好吃？家里的菜还是饭馆的菜？ 

e. 什么车难开？出租车还是公共汽车？ 

f. 什么东西难记？朋友的名字还是朋友的地址？ 

g. 什么颜色不好看？黑色还是咖啡色？ 

h. 什么东西不容易拿？杯子还是筷子？ 
 

请学生做下列翻译 

a. This book i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b. His letter is not easy to read. 

c. The name of this bakery is very easy to remember. 

d. That park is very hard to find. 

e. I heard it said that Japanese is nice to listen to. 

f. China’s fruit is nice to eat. 

g. Beef noodles are good to eat but not easy to cook. 

h. He has no money, no work, so it is very hard for him to find a girl-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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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文教法 

请学生把第 114页上的对话翻译从第一个“吴”翻到第五个“吴”。

学生翻译第二个“吴”的最后一句话时，提醒他用“是 …… 的”句

型。到第二个“Zh1ng”时，则期待他自己翻对。 

学生翻译后，请老师问下列问题 

a. 张先生叫什么名字？ 

b. 吴先生说张先生的普通话怎么样？ 

c. 张先生的老师说张先生的普通话怎么样？ 

d. 你的四声怎么样？ 

e. 普通话真的很难学吗？ 

 

 

B. 第二个主题（从第五个“张”到第十个“张”） 
 

1. 生词教法 

教“觉得、有意思、没意思、课” 

      请学生先看这几个字的翻译并且跟着老师读几次以后，回答下列问

题。 

你觉得说普通话有意思还是写汉字有意思？ 

你觉得什么事没意思？跟朋友一起吃饭还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看

书？ 

你觉得北京的商场怎么样？ 

你觉得这本书哪几课比较难？ 

这本书一共有几课？ 

学生回答完以后，请他们自己用这几个词造句。 

 

教“挺 SV的、有人、老外、考试” 

请学生自己先看这几个词的翻译并且跟老师读几次以后，做下列是

非题，对的句子重说一次（不必跟老师的完全一样，鼓励他们用自

己的话表达相同的意思），不对的句子要加以改正，都以口头方式进

行。 

搬家挺麻烦的。 

老外的普通话一定不标准。 

考试的时候，不可以看别人的。 

有人喜欢吃牛肉面，有人喜欢吃排骨面。 

在中国，麦当劳的东西挺贵的。 

下个月这个学校有人要结婚。 

做完是非题后，请学生用这几个词自己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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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意思、借、跟 …… 借、借给 ……” 

请学生自己先看这几个词的翻译并且跟老师读几次以后，做下列翻

译题 

 I think your students don’t understand your meaning. 

 May I borrow your shirt to wear for three days? 

 I cannot lend my shorts to you, because mine are too small. 

 How much money do you plan to borrow? 

 What I mean is, I don’t recognize that man, so you had better 

 introduce him to me first. 

做完翻译后，请学生用这几个词自己造句。 

 

教“次/回、考” 

请学生先看“次/回”的翻译，然后给学生下列指示，要他(们) 照做 

a. 你说三次“我喜欢”。 

b. 你看两次外边。 

c. 你用三次牙膏。 

d. 你去三次洗手间。 

先把“V ＃c=/hu0  O”写在白板上，然后做动作，问下列问题 

a. 我看了几次外边？ 

b. 我用了几次牙膏？ 

c. 我说了几次“不要”？ 

d. 我去了几次洗手间？ 

告诉学生，有人喜欢用“次”，有人喜欢用“回”，所以现在做一

些交换练习，把“次” “回”换用 

a. 我每天去十次洗手间。 

b. 我妈妈每天做一次饭。 

c. 他说了三回“再见了”。 

d. 昨天我去了两次邮局。 

e. 下个礼拜，我要吃两次麦当劳。 

f. 我去过很多回香港。 

请学生用“次/回”自由谈话一两分钟。 

请学生看“考(试)”的动词用法的翻译，然后请他(们)回答下列问题 

a. 谁常常考你们？ 

b. 考试的时候，不应该做什么？ 

c. 学生都不喜欢考试吗？ 

d. 如果现在我考你们汉字，你们说什么？ 

e. 如果明天考第十五课，今天晚上你会做什么？ 

请学生用“考(试)”（动词、名词的用法都可以）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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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再、又” 

请学生看“再、又”的翻译后，提醒他们“again”的用法，然后

用“z4i、y$u”做下列填充 

a. N- g1ngg1ng shu! sh6nme?  Q-ng ______ shu! y0c=, 

      h3o-bu-h3o? 

b. M0ngni2n n- hu= ______ l2i ma? 

c. Sh4ngge yu8 t1 ______ b1n-ji1 le.  

d. Zu@ti1n t1 ______ b1ngle w# h7n du! m2ng. 

e. Zh8iji1de ni^r$umi4n zh5n h3o, m0ngti1n w# y4o ______ l2i 

  ch9. 

f. Du=buq-, w# ______ w4ngle n-de d=zh-, q-ng n- ______ g4osu  

  w# y0c=, h3o-bu-h3o? 

请学生自己用“再、又”造句。 
 

教“错了” “V错了” 

老师把“我有很多书。”的句卡给学生看，告诉他们“请你（们）

听我读这几个字，然后告诉我对不对。如果不对，请不要告诉我哪

儿不对，因为我要自己看。”说完后，老师把句子读成“他有很多

书。”学生一定会说“不对！”老师请说“真的吗？我读错了吗？好！

我再读一次。”这次请老师把句子读成“我有很多笔。”学生会说“不

对！”老师请说“真的吗？我又读错了吗？好！我再读一次！请听。”

这次把正确的读出来。 

老师把“S  V-cu$le.”写在白板上，然后告诉学生“『不对！』就

是『错了！』，读的时候『不对』就是『读错了！』，写的时候『不对』

就是『写错了！』如果妈妈请你帮她买红茶，可是你帮她买了绿茶，

她会说什么？ ……。 丈夫请妻子帮他拿内衣，可是妻子给他内裤，

丈夫说什么？ ……”。 

请学生回答下列问题 

a. 你什么时候说“对不起，我打错了。” 

b. 你什么时候说“对不起，我说错了。” 

c. 你什么时候说“对不起，我开错了。” 

d. 你什么时候说“对不起，我记错了。” 

e. 你什么时候说“对不起，我穿错了。” 

告诉学生，如果说话的情况并不能/需要特别指出“动词”部分，

而只是就当时整个状况来说，可以只用“错了！”来翻英文的“It’s 

wrong!”或者“No, No.”比方说： 

a) A说：“日本的 National language 是英文。”B可能说“不对，日

本的 National language …。”C 可能说“错了，日本的 National 

langu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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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孩子说“三 add二是六。”妈妈会说“错了，三 add二是五。”或

者“不对，三 add二是五。” 

请学生自己用“错了，V-错了”来造句。 

 

2. 句型教法 

教“有的” 

老师先请学生看“有的”的翻译，然后在白板上写 
 

       ↗   an amount: y=xi5/y=di3nr 

  some  

             ↘  a part of the whole: y#ude 
 

告诉学生，在 amount 当中可数的“some”用“一些”，不可数的

“some”用“一点儿”，然后请学生回答下列问题。 

a.（老师放一些邮票在手上）我的手上有什么？ 

b.（老师给学生看一张房间里只有一些椅子的图片）这个房间里有 

什么？ 

c.（老师给学生看一张公园里有一些孩子、一些妈妈的图片）这个 

公园里有什么人？ 

d.（老师给 A生一点儿钱）我给他什么？ 

e. 现在你很会说普通话吗？ 

f. 老师教你的新东西，你能马上会用吗？ 

告诉学生，如果英文句子里的“some”是指“全部中”的“部分”

时，有两种表达的方式，请老师把下列中英文句子作比较 

Some Chinese like to drink tea, some Chinese like to drink coffee. 

 Y#ude Zh!nggu@r6n x-huan h5 ch2, y#ude Zh!nggu@r6n 

   x-huan h5 k1f5i. 

 Zh!nggu@r6n, y#ude x-huan h5 ch2, y#ude x-huan h5 k1f5i. 

请学生用“有的”来回答下列问题 

a. 你们都结婚了吗？ 

b. 老师都骑自行车来上课吗？ 

c. 筷子很难拿吗？ 

d. 咖啡贵不贵？ 

e. 女人都喜欢说话吗？ 

告诉学生，如果“some”后面接的名词不是简单式，而是所有格

式、限定式等，那一定要先说出“whole”的部分，然后再说出“part”

的部分。请老师把下列中英文句子写出做比较。 

Some of my American friends speak Chinese, some speak Japanese. 

W#de M7igu@ p6ngyou, y#ude shu! H4ny&, y#ude shu!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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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of this fruit is expensive, some is cheap. 

Zh8ixi5 shu-gu#, y#ude gu= y#ude pi2nyi. 

请学生做下列翻译 

a. Some of my friends go to class in the morning, some go to class in 

   the afternoon. 

b. Some of my shoes are red, some are black. 

c. Some of these Chinese characters I have remembered, but some I 

   have forgotten. 

d. Some of these students came in 1998, some came in 1999. 

e. Some of Beijing’s policemen can speak English, some cannot. 

f. Some of us bought four books last night, some only bought one. 

请学生自己用“有的”造句，或由老师提供一些可说出“有的”

句子的图片来让学生陈述。 

 

教“多、少” 

（A）普通话的“多、少”有两组英文翻译，分别是 A. many/much、

little/few（表数量的）B. more、less/fewer。使用前者时要注意

的事项请参考第十四课的生词及 Note 4，后者的用法(请参考本

课的 Note 3)常出现于 比较（如：这个学校男生多、女生少。

/ 男学生比较多。/ 他少吃一个鸡腿。等）劝说、提醒（如：

妻子对丈夫说“你太胖了，你应该多 exercise，少吃东西。”/

妈妈觉得孩子吃的东西不够，所以对孩子说“多吃一点儿。”） 

  [不定“数”（如：一年多/两百多块钱等）是第十八课的语法。] 

（B）老师先在白板上写出 du!   1. 

  2. 

 sh3o  1. 

    2. 

然后请学生自己用“多、少”来造句或回答老师的“多、少”

问题（问题如：我有很多什么颜色的纸？谁的零钱多、谁的

零钱少？等）。学生的句子出来以后，老师就按着“多、少”

在（他）们句子中的翻译，或者 many/much、little/few，或者

more、less/fewer 一一写在“1. 2.”的后面，学生因此知道普

通话的“多”，有时候是英文的“more”，有时是英文的

“many/much”；普通话的“少”，有时是英文的“less/fewer”，

有时是英文表数量的“little/few”。老师把他们正确的句子加

以肯定、表扬后，可做如下的说明：“今天我们要用『多、少』

来练习 suggest、 plan、remind、advise的 mood. ” 

老师把“ du!/sh3o Action.”写在白板上，然后给学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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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老师常常告诉学外语的学生“你应该多听、多说。”

还有什么？ 期望学生说出“多写、多看”或“多用”。 /    李

太太常常去商场买衣服，所以常常跟李先生要钱，李先生不

太高兴，他告诉妻子“妳最好少去商场买东西。”或者什么？

期望学生说出“妳最好少买新衣服。”之类的句子。/   本来

张先生一个月给他儿子一百块钱，因为他儿子常请朋友到外

边去吃饭，一百块不够，所以现在张先生一个月给他儿子两

百块钱，你想他给儿子钱的时候 ，他会说什么？期望的答案

如：以后你少请朋友（吃饭）、你最好多请朋友到家里来吃饭。 

给完以上例句后，指着句型中“”后面的空白处说明：   这

里常常用的表示语气的“Adv.”有“应该、最好、为什么不”

等，若要表示“计划”则可用“要、打算”等词。 

请学生用这个句型来完成下列句子 

 N- xi3ng li4nx0 Y9ngy& ma? N- y9ngg1i __________. 

 R^gu# n- b* __________, n- y0d=ng hu= h7n p4ng. 

 P0nggu# sh= h7n h3ode shu-gu#, n- y9ngg1i __________. 

 N- m1ma n4me m2ng, n- y9ngg1i __________. 

 W#de hu4 t4i du! le, w#de l3ob3n y4o w# __________. 

 Xi4nz4i shu-gu# pi2nyi, c4i gu=, n- zu=h3o __________. 

因为这个句型的形式和用法跟第十二课中的“多/少 V 一点

儿 O”很类似，所以当学生问两者间有什么不同的时候，除

了先肯定、表扬他（们）的细心以外，告诉他们：第一：都

是 suggest、plan、remind、advise 的 mood，可是“一点儿”

这个词，使整个句子的语气和缓（relax）得多，没有“一点

儿”的句子，语气可以很硬、很严肃。第二：如果说话的人

要请对方改变目前的状况，如：你觉得他拿菜拿的太少，就

说：多拿一点儿。一个人说话说个不停，你觉得很烦，就说：

“你少说一点儿吧！”可是若是给一个全新的建议或提醒等，

就不用“一点儿”。（但有时候有人是按着对方原来的旧习惯

给新的提醒或建议，这时他还是会把“一点儿”放进去，建

议学生多听别人使用，辨别使用的情况，可以帮助他自己在

使用的时候，表达得正确。） 

 

3. 课文教法 

请学生把对话翻译中第五个 Zh1ng 到第十个 Zh1ng 的部分翻出  

来。 

请学生以这部分的内容为标准，做下列是非题，对的句子请学生用

自己的话再说一次，不对的句子则要改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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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德觉得学写汉字挺容易的。 

现在他差不多会写两百个汉字。 

很多外国人只会说普通话，不会写汉字。 

吴志辉借给张文德一张纸写字。 

张文德第一次写那个字的时候写错了。 

他第二次写那个字的时候就写对了。 

因为张文德错了两次，所以吴志辉写给他看。 

张文德觉得他应该多练习写汉字。 

 

C. 第三个主题（从第十一个“吴”到最后一个“张”） 
 

1. 生词教法 

教“花、发音、句子、句、语法” 

请学生自己先看这几个词的翻译并且读几次以后回答下列的问题。 

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吃饭？ 

你每个星期花多少钱坐车？ 

这儿的学生，普通话的发音都标准吗？ 

如果学生发音发错了，老师会做什么？ 

请你说一个很短的句子。这个句子有几字？ 

下课的时候，学生一定会对老师说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  

第十五课的语法难还是第十六课的语法难？ 

你觉得学语法有意思还是学汉字有意思？ 

学生回答完句子以后，请他们自己用这几个词造句。 

 

教“准备、课文、课本、回答、聪明、广东话” 

请学生自己先看这几个词的翻译并且读几次以后，做下列填充题 

 M0ngti1n k3osh=, su#y- xu6sheng z4i ji1 ________. 

 R^gu# n- w4ngle y0ge z=de y=si, n- hu= ________. 

 L3osh9de w8nt0 t4i n2nle, m6iy#u xu6sheng ________. 

 Y9nw8i w#de ________ b^-g$u, su#y- b*-n6ng ________ n-de  

  w8nt0. 

 Xu6sheng d^-sh% d7i y$ng ________. 

 Xi4nz4i w# zh- hu= shu! P&t!nghu4, h2i m6i xu6 ________. 

 ________ de r6n xu6 x9n d!ngxi b-ji4o r@ngy=、b-ji4o ku4i. 

 W# t9ngshu! n8ige w4igu@r6n ________. 

 W# b*-zh9d4o t1de ________ du=-bu-du=. 

教“难怪、最后” 

请学生自己先看这两个词的翻译并且读几次以后，做下列的“连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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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m1ma y-qi2n sh= Zh!nggu@ xi3oji7,  n2ngu4i xu6sheng            

                                         xi3ng k4nkan t1  

                                        j9nti1n chu1n  

sh6nme l2i xu6xi4o. 

 M7igu@r6n ch9-f4nde sh0hou x-hu1n    zu=h$u sh= t1 n{6r g7i    

    xi1n h5 t1ng,                         t1 hu0d2 de. 

 T1 z4i ch1osh= z#ule b4nti1n, k4nle     Zh!nggu@r6n x-hu1n  

    b4nti1n,                              zu=h$u h5. 

 T1 sh= sh4ngge x9ngq9 d4o    n2ngu4i t1 n4me  

    Zh!nggu@ de                         pi4oliang. 

 T9ngshu! L- l3osh9 zu@ti1n m3ile h7n   zu=h$u zh- m3ile  

  du! x9n ch8nsh1n        y=b1o w8ish5ngzh-. 

 T1 w8nle h7n du! r6n zh8ige w8nt0,    n2ngu4i t1de  

  p6ngyou h2i b*du!. 
 

学生做完“连连看”后，告诉他们“最后”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就是

“the final (one)、the last (one)”，用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在“最

后”的后面加“一”，如“last day”是“最后一天”，“last person”

是“最后一个人”，最后请学生做下列翻译 

 The last lesson of this book is Lesson 20. 
 I want to see who is the last person to come. 
 Last night I made the last phone call. 
 If you are the last person to leave here, please tell me. 
 This is the last ticket. 
 I will take the last bus home. 

 
2. 句型教法 

这部分没有新句型 
 

3. 课文教法 

请学生把第 114页上对话翻译中的最后一部分翻出来。 

请学生从下列几点比较自己和张文德的不同 

每天花多少时间学习普通话？ 

每天花多少时间练习发音？ 

练习普通话的时候先做什么，然后做什么，最后做什么？ 

发音标准吗？ 

语法好吗？ 

不会回答老师的问题的时候，觉得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