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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不缺少美

Beauty is not rare in life.



1

2

3

Part1 Words：巧克力 伤心 心情 愉快 景色 放松

Part2 Texts& grammar：使， 只要，往往/经常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颜色的“意思”

介绍 Introduction



复习 review

词汇：流血 气候 估计 咳嗽 严重 动作 出现

反对 后悔 来不及 辛苦 烦恼

语法：1）估计：gū jì v. to draw a rough inference from certain conditions

我还不习惯北方的气候，估计是天气太干了。

2） 来不及 : lái bù jí v 
Indicates something cannot be done because time is short.It can either be used 

independently or be followed by verb.

等你身体出现问题了，后悔就来不及了。

3）AAB： adv.

indicates a short time,an attempt or randomness among other things.

我们先去公园散散步，聊聊天，回家后再洗洗澡。



复习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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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

shāngxīn

伤心
(conj.)

sad,

sorrowful

qiǎokèlì

巧克力
(n.)

chocolate

qīnqi

亲戚
(n.)

relative



Word

yúkuài

愉快
(adj.)

glad,cheerful

xīnqíng

心情
(n.)

mood,

state of

shǐ

使
(v.)

to make，
to cause



李老师：这种巧克力味道不错，你在哪儿买的？

高老师：不是我买的，是我女儿给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礼物。

李老师：很多人出国后常常会买外国的巧克力，回来送给亲戚朋友。

高老师：是啊，因为很多人都爱吃巧克力。尤其是女性。

李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高老师：巧克力大多是甜的，而很多女性都喜欢吃甜的。而且，听说

伤心难过的时候，吃块巧克力，还能使人的心情变得愉快。

Text 1

qiǎokèlì

qīnqi

shāngxīn shǐ xīnqíng yúkuài



1.说一说为什么很多人在考试前喜欢吃巧克力。

2. 吃巧克力对人的心情有哪些影响？

3.谁比较喜欢吃巧克力？

True or false

4.你喜欢吃巧克力吗？为什么？



Grammar 1

Meaning

使

to make,to cause,similar to”让”,usually used in written language

1.她看都没看过我一眼，怎么样才能使她喜欢我呢？

2.在中国生活了三年使他在音乐方面有了很多新的想法。

3. 听说伤心难过的时候吃块儿巧克力，还能使人的心情变得愉快。



Exercise 1 

1. 房间里应该多放一些绿色植物，_______

2. 听完这件事，________

3. 在你烦恼的时候，________

A: 听音乐可以是你心情变得好一些。

C: 使我很生气。

B: 这样可以使我们的眼睛得到放松。



Word

yālì

压力
(n.)

pressure,

stress

jǐngsè

景色
(n.)

scene，
view

huíyì

回忆
(v.)

to call to 

mind, to 

recall

fàngsōng

放松
(v.)

to action, 

movement



Word

zhǐyào

只要
(conj.)

as long as,

provided

fāshēng

发生
(v.)

to happen；
to take place

chéngwéi

成为
(v.)

to become



小夏：这里的景色真美，空气也好。

马克：怎么样，心情好些了吗？

小夏：好多了，上次足球比赛后，好久都没这么放松了。

马克：你不要有压力，好好儿准备下次比赛就好了。

小夏：这段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回忆那次比赛。如果我们能再

努力一点儿，就一定会多进一个球。

马克：事情已经发生了，过去的就让它成为过去吧。只要这次你好好儿

准备，一定能把比赛踢好。

Text 2

jǐngsè

fàngsōng

yālì

fāshēng

huíyì

chéngwéi zhǐyào



1. 马克可能因为什么原因带小夏去看那里的景色？

2. 小夏认为上次足球比赛他们踢得怎么样？

3. 马克觉得我们应该这么做？

Question



Grammar 2

Meaning

只要

often used in the structure”只要…就…”,with the clause after “只要”stating an 

essential condition and that after “就” including the result of this condition.

1.只要这次你好好儿准备，一定能把比赛踢好。

2.只要你用心就会发现，身边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有那么
多不一样的生活。

3. 每个人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对我来说，只要能做自己喜欢
的事，就是幸福。



Choose the right content to fill in the blanks.

Exercise  

1. 只要是你喜欢做的事情，_______

2. 只要是关于保护环境的活动，________

3. 只要能取得好的成绩，________

A: 就一定会参加。

C: 爸妈一定会支持你。

B: 就一定要试一下儿。



1. 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2.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3.只要你打开电视，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真是浪费时间。

4.那个电视节目特别有意思，你要是有时间也看看吧。

要：重要，主要，只要，要是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主要重要 只要

1.A:我正想找你呢，你说让他学什么专业好？

B: 这_____还得看孩子自己的想法。

2.A:上次的事太谢谢你了，_____别人，估计就办不成了。

B:你太客气了，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3.A:明天的面试很_____，你最好早点儿出门。

B:我知道，你别担心了，我一定会准时到的。

4.A:真让人羡慕！我本来也想学法律专业的，但是最后没考上。

B:其实做什么工作都一样，_____用心，都能做好。

要是

Exercise  



科学研究证明，女孩子对衣服颜色的选择往往与他们性格有关。

喜欢穿白色衣服的女孩子性格比较阳光，生活态度积极向上是她们

的共同特点。而喜欢穿红色衣服的女孩子性格比较浪漫。颜色也会

影响人的心情，不同的颜色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情变化。红色让

人变得热情；黄色和白色让人心情愉快；黑色却容易让人感到伤心；

人们在看到蓝色时会觉得很舒服，变得安静下来；绿色让我们的眼

睛得到休息。

Text 3

kēxué zhèngmíng Wǎngwǎng

yángguāng jī jí

tè diǎn



Grammar 3-1

Meaning

1.女孩子对衣服颜色的选择往往与她们的性格有关。

2.有经验的出租车司机往往对道路情况都非常熟悉，她们知

道一天的每个时段什么地方可能堵车。

3.除了正式的名字，中国人一般都有小名。在家里，父母

往往只叫孩子的小名。

往往

Adv. Indicates that a certain situation frequently happens under specific 

circumtances,which often occurred in the past,usually used to talk about things 

somewhat regular. 



完成句子

1. 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但是___________________。（往往）

2.一到节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往往）

3.你最好先听听别人的想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往往）

Exercise  



Grammar 3-1

Meaning

散散步 / 聊聊天 :          A A B

例：点点头 眨眨眼 洗洗澡

说说话 吃吃饭 走走路

1.你应该多回家看看老人，即使只是跟 他们吃吃饭、聊聊天， 他们也会

觉得很幸福。

2.我们先去公园散散步，聊聊天，回家后再洗洗澡。

述宾式离合词



往往 经常

要是缺少调查、不听别人说明情况，不理解往往/经常就可能发生。

（Both can be used as adv.,indicating a certain situation occurring repeatedly,表某情况多次出现）

吃完晚饭，他们一家往往去附近的公园散步。

（有一定规律性，不用于主观意愿，用于已经发生）

长时间对着电脑工作对身体不好，我们以后也经

常去公园散步吧。（动作多次出现，不一定有规律，可

用于主管，可以表示未来可能经常发生的情况 ）

上大学时我很喜欢运动，往往在周末打篮球、

踢足球。（常指明与动作有关的情况、条件和结果）

上大学时我很喜欢运动，经常（在周末）打篮球、

踢足球。（“经常”没有如“往往”那样的限制）

在商家打折的时候，有的人（经）常会买一些自
己本来不需要，甚至很可能一直都用不到的东西。
（“经常”相当于“常”，“往往”不等于“往”）

Grammar 3-2



Exercise  

1. 中国人 会请重要的客人去饭店吃饭。

往往 经常

2. 爷爷 告诉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认真。

3. 那个饭店的菜不仅好吃，而且价格不贵，以后咱们可
以 去。

4. 这个工作 要加班，几乎没时间陪孩子，这个让我受不了。

5. 很多30岁左右的年轻人，平时工作紧张，他们 是饿了
才吃饭，渴了才喝水。

✕

✓ ✓

✓



Complete the sentence.

Exercise  

放松伤心 只要

1.有的人认为，心情_____，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的幸福。

2.她听到这个消息后_____地哭了。

3.很多小孩子觉得所有东西_____一哭就能得到。

4.A:你今天的面试怎么样？

B:经理说会认真考虑一下，让我别着急，_____等消息。

耐心 愉快

5.A: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

B:我喜欢那些比较慢，听着让人感觉很浪漫，心情_____的歌。



课 堂 活 动 Class Activities

问 答

你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多？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为什么？

你觉得你的生活是什么“颜色”的？
为什么？

你认为一年四季是什么“颜色”的?
为什么？

如果世界上只能有一种颜色，你希望
是哪种？

互相了解对方关于颜色的想法，完成调查表。
Learn about each other’s ideas of colors and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 below. 



中国人眼中的“红”与“白”
( Red and white in Chinese People’s Eyes)    

Culture corner

The colors red and white have different connotatio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Chinese love red because in their culture, 

it symbolizes good luck and festivity, meaning life is “(as good and 

prosperous) as the red fire”. When people get married, red is seen 

everywhere in their homes, which is why wedding are called “red 

event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symbolizes sorrow and death 

besides cleanness and purity. When white flowers and cloths are 

seen all over a house, it means the “white event(funeral)” is going 

on in the house, where someone must have died.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