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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走回来的

I walked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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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遇到 一边 一般 愿意 起来 过去

Part2 Texts& grammar： 一边…一边,
Compound Complements of the Direction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Warm-up

你每天怎么回家呢？
How do you go home everyday?



Word1-3

yùdào
遇到
(v.)

to come across，
to run into

yì biān
一边

(adv.)
Indicate two 

actions taking 
place at the same 

time

guòqù
过去
(n.)
past



Word 4-6

yuàn yì
愿意
(n.)

would like 
to

yì bān
一般

(adv.)
general，

usual

yìng āi
应该
(v.)

should



Words

遇到

过去

一般

应该

愿意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小丽：我今天看见你和一个女的进了咖啡店，她是谁啊？
yù dào

小刚：她是我今天在路上遇到的一个老同学。

小丽：你们就一起去喝咖啡了。
yì biān guòqù

小刚：是啊，一边喝咖啡一边说了些过去的事。
guòqù

小丽：你回来得这么晚，是说了很多过去的事吗？

小刚：不是。没有公共汽车了，我是走回来的。

Text 1



小丽想知道和小刚一起进咖啡店的女人是谁。1.

2. 今天小刚在路上见到了一个以前的同学。

3. 小刚和女同学喝着咖啡聊着过去的事。

4. 小刚见完同学后，坐公交车回家。

True or false



一边……一边……
(边…边…)

two actions taking place at the same time

妈妈一边唱歌一边做饭。

他们边说边笑。

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说了些过去的事。

Grammar 1



What kind of activities you can do at the same time？

看报纸 kàn bàozhǐ 喝茶 hē chá

做作业 zuò zuòyè

运动 yùndòng

等人 děng rén

爬山 pá shān

看电视 kàn diànshì

Exercise 1



Exercise



Exercise



1. 边聊天边爬山
1.A: 周末你和小丽去哪儿了？

B: 我跟她去饭馆了，我们 ，很高兴。

2. 一边聊天一边吃饭

3. A: 休息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

B: 我一般 。

2. A: 你们爬山很累吧？

B: 我们 ，一点儿也不累。

3. 边听音乐边看书。

Exercise 2



zōumò yìbān

同事：小丽，周末你一般跟小刚出去看电影吗？
diànyǐng yuànyi

小丽：我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我更愿意在家看电视。
yì si

同事：看电视有什么意思啊？
yì biān xiuxi

小丽：可以一边吃一边看，坐久了还可以站起来休息一会儿。
shēnghuó yìsi

同事：你应该多出去走走，这样你们的生活会更有意思。

小丽：有他在，我的生活已经很有意思了。

Text 2



Grammar 2
Compound Complements of Direction：

Verb  +  上下进出回过起 + 来/去 +  Noun

上 下 进 出 回 过 起

来 上来 下来 进来 出来 回来 过来 起来

去 上去 下去 进去 出去 回去 过去 ----

没有公交车了，我是 走 回 来 的。



Exercise
Describe these pictures with Compound Complements of Direction

e.g.

起来

站起来

他站起来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



Notes

Compound Complements of Direction 1：

Verb  +  上下进出回过起 + 来/去 +  Noun

Verb  +  上下进出回过起 +  Noun + 来/去

哥哥买回来一个西瓜。 ＝ 哥哥买回一个西瓜来。

爸爸从国外带回来一些礼物。＝爸爸从国外带回一些礼物来。

But:   哥哥买回来了一个西瓜。 爸爸带回来了一些礼物。



Notes

Compound Complements of Direction 1：

Verb  +  上下进出回过起 +  place + 来/去

老师走进教室来。

周太太走进咖啡店去。



1. 小狗 出 去 房间 跑

4.  衣服 过去了 一件 我们 带

2. 几瓶 买回来 饮料 小刚

3.  办公室 去 周明 进 走

Exercise 3



Fill the blanks with new-learned words

A：饭做好了！
B：累 了吧？
A：跟你一起 做边 ，

一点儿也不累。

B：我们给楼下的朋友 一些，
怎么样？

边 坏 聊天送下去

Exercise 4



A：这么多礼物，都是你丈夫 的？

B：对，他刚从国外回来。
A：这是什么？
B：是红酒，一会儿我们可以 。

还是 买回来边喝边聊天



A：太累了，我们别跑了，走 吧。

B：好，我们可以边走 。

A：你 每天都跑步吗？

B：对，我一般每天早上都出来跑一会儿。

边聊天 过去 一般



课堂活动 Class Activities
Talk about what gift you would buy for your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when travelling abroad, and explain the reasons.

例如：我会给妈妈带回来一条红色的裙子。因为她最喜欢红色。

什么礼物 为什么

妈妈 红色的裙子 喜欢红色



礼 轻 情 意 重
lǐ qīng qíngyì zhòng

Culture corner

“礼轻情意重”,means though the gift itself is small,the
goodwill it conveys is deep. Now it often means that when 
giving a gift, a genuine wish counts much more than the 
value of the gift itself.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