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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总在风雨后

The sun will shine again after the st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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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难道 坚持 放弃 随便 通过
区别 暂时 经历 面对

Part2 Texts& grammar：难道 通过/经过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成功的秘诀

介绍 Introduction



dàshǐguǎn

1.  大使馆

shīfu

2.   师傅
jǐngsè

3.   景色

chēngmìng

4.    生命

qiǎokèlì

5.  巧克力
dǔchē

6. 堵车

A B C

D E F

给下边的词语选择对应的图片：

导入 Warm-up



qīngsōng

1.  轻松
wǎngqiú

2.   网球
zuòjiã

3.  作家
yǒnggǎn

4.    勇敢
bǐnggān

5.  饼干
àidíshēng

6.    爱迪生

A B
C

D E F

导入 Warm-up

给下边的词语选择对应的图片：



Word

děi

得
(conj.)

sad,

sorrowful

bǐnggān

饼干
(n.)

biscuit

nándào

难道
(adv.)

used in a rhetorical 

question for emphasis



Word

zhǔyì

主意
(n.)

idea, plan

fàngqì

放弃
(v.)

to give up

jiānchí

坚持
(v.)

to insist, to 

persist



王静：怎么又买了这么多饼干和巧克力？难道你不减肥了？

孙月：减了一个月都没瘦下来，我实在没有信心了。

王静：如果你想减肥，就得少吃东西，而且要多运动。

孙月：我就是这么做的，但这一个月下来，我只轻了一公斤。

王静：一个月太短了。要想减肥成功，只能坚持，才会慢慢有效果。

孙月：我本来已经打算放弃了，但是你刚才的话让我改变了主意。

这些饼干和巧克力送给你了。

Text 1

bǐnggān nándào

děi

jiānchí

zhǔyìfàngqì



1.孙月买了些什么？1.孙月买了些什么？

2. 她为什么不想减肥了？2. 她为什么不想减肥了？

3.怎么样减肥才有效果？3.怎么样减肥才有效果？

True or false

4.最后，孙月把饼干怎么了？4.最后，孙月把饼干怎么了？



Grammar 1

Meaning

难道难道

Adv.to emphasize the tone of a rhetorical question.

Positive rhetorical questions indicate negative meaning,  negative 

rhetorical questions indicate positive meaning.

Adv.to emphasize the tone of a rhetorical question.

Positive rhetorical questions indicate negative meaning,  negative 

rhetorical questions indicate positive meaning.

1.A:喂，都十点了，你怎么还不来？

B:难道你没看短信？我今天有事去不了了。

2. A:你不是两点就出发了吗？难道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

B:我那辆车出了点儿问题，刚才把车送去修了。

例如： 难道汉语真的很难吗？（Is Chinese really that difficult？）
Emphasize that Chinese is not difficult.



Exercise 1 

1. 你别再喝那么多酒了！_______

2. 你又咳嗽了？难道你又感冒了？________2. 你又咳嗽了？难道你又感冒了？________

A: 难道你忘了今天我们有课？A: 难道你忘了今天我们有课？

C: 感冒早好了，我咳嗽是因为空气太干。

3. 喂，都十点了，你怎么还不来教室______？

B: 难道你不知道你的病还没好吗？B: 难道你不知道你的病还没好吗？



果：如果，结果，效果
（if）（result）（effect）

果：如果，结果，效果
（if）（result）（effect）

1.现在朋友之间流行发各种幽默短信，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快

乐。但是如果同样的短信你收到三四遍，在幽默的短信你也笑不

出来了。

1.现在朋友之间流行发各种幽默短信，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快

乐。但是如果同样的短信你收到三四遍，在幽默的短信你也笑不

出来了。

2.A:没有你的帮助，你肯定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真是太谢谢你了！

B:你太客气了，我不过是说了一点儿想法，这一切都是你自己

辛苦努力的结果。

2.A:没有你的帮助，你肯定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真是太谢谢你了！

B:你太客气了，我不过是说了一点儿想法，这一切都是你自己

辛苦努力的结果。

3.尽管很辛苦，但他还是坚持每天做运动，几个月下来，减肥的

效果很不错。

3.尽管很辛苦，但他还是坚持每天做运动，几个月下来，减肥的

效果很不错。

Grammar 2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结果如果 效果

1.做事情，不要一开始就考虑过多：会不会很难，_____会怎么样......这

些其实都不重要，关键是要勇敢地去做，只有去做，一切才有可能。

2.春天天气时冷时热，容易感冒，医生提醒人们要注意室内空气质量，

早上起床后应该打开窗户换换空气。_____感冒了，要及时去医院。

3.水果减肥法是指通过每天只吃水果而不再吃别的东西来减肥的一种

方法。这样减肥虽然有一定的_____，却很不健康。

Exercise 1 



Word

qīngsōng

轻松
(adj.)
relaxed, 

effortless

wǎngqiú

网球
(n.)

tennis

guójì

国际
(n.)

international



Word

suíbiàn

随便
(adj.)

casual, at 

random

tōngguò

通过
(prep.)

through, by 

means of



李进：你网球打得真好，还得过那么多国际大奖！每次看你比赛，感觉你轻轻

松松就赢。

张远：哪里啊！那是你没看到我辛苦练习的一面，没有人随随便便就能成功。

李进：我从小也对网球感兴趣，但是到现在还是打得不怎么样。

张远：你知道吗？不管春夏秋冬，我练球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

李进：真是不容易啊！看来我只看到了你成功时获得的鲜花，却没注意到你成

功前流下的汗水。

张远：任何成功都要通过努力才能得到。只要你坚持练习，我相信你也会越打

越好的。

Text 2

wǎngqiú guójì qīngqīng

suísuíbiànbiàn

tōngguò

sōngsōng



1. 张远的网球为什么打得那么好？

2. 为什么说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3. 想要取得成功，张远建议我们怎么做？

1. 张远的网球为什么打得那么好？

2. 为什么说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3. 想要取得成功，张远建议我们怎么做？

Question

jiàn yì



Grammar 2

Meaning

通过通过

The preposition”通过”means”the attainment of a certain result via somebody or 

by means of something”把人或事物作为某种手段达到某种目的
The preposition”通过”means”the attainment of a certain result via somebody or 

by means of something”把人或事物作为某种手段达到某种目的

1.任何成功都要通过努力才能得到。

2.这个节目我一直在看，它介绍了很多生活中的小知识。 很多以前

我没有注意到的问题，现在通过它了解了不少。



”通过”can also be used as a verb to describe “to pass through some place from one 

end(side)to another end(side)”从某个地方穿过，从一端或一侧到另一端或一侧。
”通过”can also be used as a verb to describe “to pass through some place from one 

end(side)to another end(side)”从某个地方穿过，从一端或一侧到另一端或一侧。

1.这条街只能步行通过。

2. 我们的车安全通过了这座小桥。

通过通过



The verb”通过”can also be mean”to have reached a certain standard or met a 

certain requirement” 表示符合一定标准或达到某种要求。
The verb”通过”can also be mean”to have reached a certain standard or met a 

certain requirement” 表示符合一定标准或达到某种要求。

1.我通过那家公司的面试了，经理对我的印象不错，他要我明天就

正式去上班。

通过通过

2.妹妹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今晚她请我们去看电影。



完成句子或对话 Complete the sentence/dialogues

Exercise  

1. 《人与自然》这个节目一直很受欢迎，_____________。（通过）

2. A：这次HSK考试你考得怎么样？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通过）

2. A：这次HSK考试你考得怎么样？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通过）

3. A：您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通过）

3. A：您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通过）



通过 经过

通过/经过大家的努力，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

（Both indicate the attainment of a certain goal via somebody or by means of something.）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引起大家的兴趣，让大家更

了解我们公司。

（preposition, emphasize the method or means）

经过一次次失败之后，他终于成功了。

（v. emphasize the process.）

这里正在修路，汽车无法通过。

（V. pass through someplace one end to another）

我们正好经过这儿，顺便过来看看你。

（V. to go…by way of… without meaning of “passing 

through”）

小王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了，原来这件事真的跟
你没关系。
（n.indica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mething）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Exercise  

1. 调查我们发现，客人住宾馆最关心的是干净不干
净。
1. 调查我们发现，客人住宾馆最关心的是干净不干
净。

通过通过 经过经过

2. 这是保修卡，遇到什么问题，您可以 上面的电话
联系我们。
2. 这是保修卡，遇到什么问题，您可以 上面的电话
联系我们。

3. 我不了解这件事情的 你问问其他人吧。3. 我不了解这件事情的 你问问其他人吧。

4. 这段时间的学习，他的汉语水平提高了不少。4. 这段时间的学习，他的汉语水平提高了不少。

5. 有些人 节食的方法来减肥，虽然有效，但是时间
长了对身体没有好处。
5. 有些人 节食的方法来减肥，虽然有效，但是时间
长了对身体没有好处。

✓ ✓



每个人都希望成功，可是很多时候，在成功之前会遇到很多困难。

有些人遇到困难就放弃，而有些人遇到困难却想办法解决它。对困难

的态度不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爱迪生就是在找了上千种材料后才

找到了能点亮电灯的材料。取得成功的人往往都经历过许多失败，他

们和普通人的区别就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所以就算只有1%的希望，

我们也要做出100%的努力。困难知识暂时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只有我们勇敢地面对困难，才能有希望取得成功。

Text 3

jīnglì

qūbié

xǔduō

miaànduì

zànshí

àidíshēng



1. 人们面对困难的态度有什么不同？

2. 在这一点上，取得成功的人和普通人的区别是什么？

3. 爱迪生（Thomas Edison）是怎样发明电灯的？

4. “阳光总在风雨后”是什么意思？

1. 人们面对困难的态度有什么不同？

2. 在这一点上，取得成功的人和普通人的区别是什么？

3. 爱迪生（Thomas Edison）是怎样发明电灯的？

4. “阳光总在风雨后”是什么意思？

Question

àidíshēng



Grammar 3-1

Meaning

1.这个城市的地铁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2.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高中毕业生参加艺术考试。

3.爱迪生就是找了上千种材料后才找到了能够点亮电灯的材料。

上上

Verb.”上” means “to achieve or reach(a certain quantity or degree)”,often 

followed by an object indicating quantity. 

Verb.”上” means “to achieve or reach(a certain quantity or degree)”,often 

followed by an object indicating quantity. 



完成句子

1. 这件事发生在1914年，___________________。（上）

2.这张本来值两三毛钱的旧报纸可以卖出两三百元的高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

3.这个电影很有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

Exercise  

A: 昨天一天，就有上千人来电影院看这部电影。A: 昨天一天，就有上千人来电影院看这部电影。

C: 上百年的报纸具有历史价值。

B: 当时，有上百人失去了工作。B: 当时，有上百人失去了工作。



Complete the sentence.

Exercise  

至少至少过程过程 区别区别 正确正确 暂时暂时

4.其实，只要我们真正努力过了，就不需要太关心结果。因为不管最后是

成功还是失败，在努力的_____中，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

4.其实，只要我们真正努力过了，就不需要太关心结果。因为不管最后是

成功还是失败，在努力的_____中，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

5.减肥不只是为了瘦，更是为了健康。_____的减肥方法是按时吃饭，多吃

水果，多运动，而不是饿肚子。

5.减肥不只是为了瘦，更是为了健康。_____的减肥方法是按时吃饭，多吃

水果，多运动，而不是饿肚子。

1.我住的地方离地铁站有点儿远，走路_____要三十分钟。

2.所有的困难都是_____的，要有信心，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2.所有的困难都是_____的，要有信心，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3.“爱”和“喜欢”有什么_____？我认为“爱”比“喜欢”的感情更深。



课 堂 活 动 Class Activities

问 答

对你来说，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你认为怎么样才能取得成功？

如果失败了，你打算怎么办？

你做过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

你眼中的成功的人都有谁？

你认为成功的人有那些好的习惯？

互相了解对方关于成功的看法，完成调查表。
Learn about each other’s ideas of colors and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 below. 
互相了解对方关于成功的看法，完成调查表。
Learn about each other’s ideas of colors and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 below. 



课 堂 活 动 Class Activities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你同意吗？讲一个你认识的成功的人的故事。
Do you agree with the saying”Nobody can succeed effortlessly”tell a story about 

someone is successful you know.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你同意吗？讲一个你认识的成功的人的故事。
Do you agree with the saying”Nobody can succeed effortlessly”tell a story about 

someone is successful you know.

a.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 e.为了自己的理想

b.成功前留下来的汗水 f.只有学会放弃

c.通过努力 g.不要担心结果

d.向所有人证明 h.阳光总在风雨后

（请最少用四个句子 Use at least four of the following structures.）



成功的秘诀
( The Secret of Success)    

Culture corner

There is a Chinese saying that goes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the first step”. It tells us that in order to become 

successful, we have to start with minor matters and learn to keep 

going on. Perseverance is the easiest as well as the hardest thing in 

the world. It's easy because everybody can make it as long as they 

are willing to, and it’s difficult because only a small minority of us 

can actually do it. The secret of success lies in perseverance, which 

is not mysterious at all. Don’t give up even if difficulties come up in 

the process.

There is a Chinese saying that goes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the first step”. It tells us that in order to become 

successful, we have to start with minor matters and learn to keep 

going on. Perseverance is the easiest as well as the hardest thing in 

the world. It's easy because everybody can make it as long as they 

are willing to, and it’s difficult because only a small minority of us 

can actually do it. The secret of success lies in perseverance, which 

is not mysterious at all. Don’t give up even if difficulties come up in 

the process.

chénggōng de  mìjuéchénggōng de  mìjué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