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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越来越胖了。
I become fatter and fatter rec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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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胖，瘦，最近 总是放心

Part2 Texts& grammar：
越来越……
越 A 越 B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Warm-up

你喜欢吃中国菜吗？



Word 1-2

pànɡ

胖
(adj.)

fat

shòu 

瘦
(adj.)
thin



Word-3

zuìjìn

最近
(adv.)

Recently,
lately

最近几天/几个月

他最近很忙。

最近天气非常热。

我最近没有来上班。



Word-4

tiáo

条
Measure word for

Skirt, trouser

一条裤(kù)子

两条裙(qún)子/长裙/短裙

我有一条漂亮的连(lián)衣裙



小丽：我最近越来越胖了。
Xiǎo lì： Wǒ zuìjìn yuè lái yuè pàng le 。

小刚：谁说的？我觉得你越来越漂亮了。
Xiǎo gāng：Shuí shuō de？wǒ juéde nǐ yuè lái yuè piào liang le 。

小丽：你看，这条裙子是去年买的，今年就不能穿了。
Xiǎo lì ：Nǐ kàn ，zhè tiáo qúnzi shì qù nián mǎi de ，jīnnián jiù bú néng chuān le 。

小刚：那是你吃得太多了，少吃点儿吧。
Xiǎo gāng ：Nà shì nǐ chī dé tài duō le ，shǎo chī diǎnr ba 。

小丽：我做的饭越来越好吃，我能少吃吗？
Xiǎo lì ：Wǒ zuò de fàn yuè lái yuè hǎo chī ，wǒ néng shǎo chī ma ？



越来越……  more and more，
-er and -er

Grammar 1

yuè lái yuè



我 越来越 胖 了。
Wǒ yuè lái yuè pànɡ le .

你越来越 漂亮 了。
Nǐ yuè lái yuè piàoliɑnɡ   le.

天气 越来越 冷。
Tiānqì yuè lái yuè lěnɡ.

越来越+ adj.

Examples



苹果手机 ___________	。

Exercise 1 

他_________________	。

越来越……



Exercise 2 

完成句子 Complete the sentences

(1)最近天气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她每天都运动，现在_________________。

(3) 快要考试了，我___________________。

(4)孩子还没有回来，妈妈_______________。

越来越……



Word 4-5

tián

甜
(adj.)
sweet

bīngqílín

冰淇淋
(n.)

Icecream 



Word 6-7

zǒngshì

总是
(adv.)

always,
at all time

fàngxīn

放心
(adj.)

rest one's heart
be at ease 

小明上班总是迟到。

他总是说得太快。

我总是想吃东西。

妈妈不放心我出国学习。

请放心，我们不会有事的。



妈妈：别吃了，你已经吃了三个冰淇淋了，
Māma： Biéchīle, nǐ yǐjīng chīle  sāngè   bīngqīlín  le,

你会越来越 胖的。
nǐ huì yuèláiyuè pàngde.

儿子：太好吃了，这是最后一个。
Érzi： Tài hǎochī le,  zhèshì zuìhòu yigè.

妈妈：你总是吃甜的东西，会越吃越胖的。
Māma： Nǐzǒngshì chītiánde dōngxi,huì yuèchī yuè pàng de. 

儿子：你放心，我吃完了就去跑步。
Érzi： Nǐ fàngxīn, wǒ chīwánle jiùqù pǎobù.

Text 2



越A 越 B……  the more A，the more B 
The degree becomes more B,which is going with the change of A.

Grammar 2

yuè ... yuè....

苹果越红越好吃。



越 A 越 B     more A,more B

yuè ...   yuè....

means B changes with A. The degree in the latter 
situation increase with the former situation.

S  +  越 + V  +  越 +  adj

Grammar 2



A                    B
Zuìjìn Níkè yuè chī yuè pàng.

最近 尼克 越 吃 越 胖。
V adj.

Recently,Nick eats more and more, 

and he becomes fatter and fatter .

Examples



A                   B

Yǔ yuè xià yuè dà.

雨 越 下 越 大。
V adj

The rain is getting heavier and heavier.



A                      B

Zhè běnshū yuè kàn yuè yǒu yì si. 

这本书 越 看 越 有意思。
V. adj.

This book more you read, it is more interesting.



Complete the sentence.

这个电影越看 。

我们越聊 。

你来得越早，我越 。

他的汉语 。

Exercise 3 

liáo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Exercise 4 

A:	儿子怎么没有去上学？
B:	他________________	。
A:	最近天气不太好。
B：对，天气_________,	他穿得太少了。

A:	你昨天晚上没出去玩儿？
B:	没有，一直在宿舍写作业呢。
A:	你最近真是____________努力了。
B：你看，我的汉语是不是____________?



课堂活动 Class Activities
• Read the pictures and tell a story.

Key words：

越来越…… 
more and more

越A 越 B ... 
moreA, and then moreB

海滩 hǎitān beach 开心 kāixīn Happy

1. Played happily on the beach.

2. The weather became worse.

3. It rained heavier and heavier.



你喜欢吃什么中国菜呢？What kind of Chinese food do you like?

u萝卜白菜，各有所爱。Luóbo báicài，gèyǒu suǒ ài。
Every man has his hobbyhorse.

Culture corner 

八大菜系

鲁菜

粤菜

苏菜

闽菜

川菜

徽菜

湘菜

浙菜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