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孩子的艺术
The art of educati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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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棒 寒假 弹钢琴 打针 表扬 千万
怀疑 故意 敲 真理 偏 假 合适

Part2 Texts& grammar： V.+起来
千万 vs.一定 来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孟母三迁的故事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Warm-up

说说教室里孩子们在做什么？如果你是老师，你会怎么办。
What are the children doing in the classroom? If you were their teacher,what would you do?



生词 Word

tán gāng qín

弹钢琴
to play piano

bàng

棒
(adj.)

excellent,ama

zing

sūn zi

孙子
(n.)

grandson



生词 Word

hánjià

寒假
(n.)

winter holiday

这个寒假到我家堆雪人怎么样？

fù qīn

父亲
(n.)
father



王 静：那个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的男孩子是谁？表演得真棒！

李老师：是我孙子。去年寒假前的新年晚会他也表演过一次。

王 静：我想起来了，这孩子又聪明又可爱，你们教育得真好！

李老师：是他父母教育得好。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他父母不仅教他知识，

而且还花了很长时间帮助他养成了非常好的习惯，现在他每天都自己

练习弹钢琴。

王 静：让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实在太重要了，看来我得向他父母好好儿学习。

李老师： 对。如果希望有一个优秀的孩子，你就要先成为以为优秀的父亲或者

母亲。

课文 Text 1

jiǎozi qiē

李老师建议王静让孩子养成好习惯

tángāngqín bàng

sūnzi hánjià

fù qīn



1. 男孩表演得怎么样，他是谁？

2.教育孩子谁的作用最大？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3.李老师认为应该怎么样教育孩子？



语法 Grammar 1

起来

“起来” can be used afteranother verb as a complement of direction or 

possibility,indicating an upward movement,

1. 你这样躺着看书对眼睛不好，快坐起来。

2.需要长时间坐着工作的人，一小时左右一定要站起来活动活动。

V.+起来： an upward movement



语法 Grammar 1

起来

“起来” is used after the verb”想”,it means to recall somebody or something in the past.

1. 我突然想起来得去银行，所以不能陪你去大使馆了。

2.我想起来了，这孩子又聪明有可爱，你们教育得真好。

想起来： recall，remember



练习 Exercise 1 

1. 当那个男孩走过来邀请她跳舞时，___________。(起来)

2. 你看见我钱包放哪儿了吗？_________________。(想起来)

3. 每个人都对小时候有美好的回忆，___________。(想起来)



复述 Retell the dialogue

王静: 我去听音乐会，有个男孩……,他是……,去年寒假

也……过。我夸李老师……,他说是他的父母……,

他们不仅……,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我很同意。



生词 Word

dǎ zhēn

打针
(v.)

to give or have 

an injection

hù shì

护士
(n.)

nurse

biǎo yáng

表扬
(n.)

to praise,to 

commend



生词 Word

qiānwàn

千万
(adv.)

must, have to

huáiyí

怀疑
(v.)

to suspect,to 

doubt

开车千万别玩手机或接电话。



生词 Word

dài

戴
(v.)

to wear

yǎnjìng

眼镜
(n.)
glasses

wǔdǎo

舞蹈
(n.)
dance

戴眼镜 戴帽子 戴围巾
màozi wéijīng



护照 保护 护士

1.冬天皮肤容易变得干燥，女性朋友尤其应该注意______皮肤，要

多吃水果，比如香蕉、苹果等等。

2.爸爸说我小时候特别害怕打针，一看见医生就哭，他怎么都没想

到，我长大后竟然会成为一名_______。

同字词练习 Exercise
hùzhào bǎohù shā fā

passport protect nurse

3.因为要申请去国外留学，她最近特别忙。一方面她要准备成绩证

明、办________，一方面还要跟国外的大学联系 。

gānzào

dry

yóuqí

especially



课文 Text 2

dǎzhēn
王静：明天又要带我儿子去医院打针，想想我就头疼。他就怕打针，每次打针都哭

得特别厉害。

孙月：记得我女儿小时候，带她去医生打针，刚开始，她害怕得要哭。我就小声地

和护士说我女儿很勇敢，一点儿也不怕打针，女儿听了以后马上就不哭了。

王静：原来鼓励和表扬对小孩儿挺有用的，下次我也试试。

孙月：不过表扬也是一门艺术，表扬千万不要太多，过多的表扬可能会给孩子带来

压力。不仅起不到鼓励作用，还可能让孩子怀疑自己的能力，变得没有信心。

王静：那怎么表扬孩子才会更好效果呢？

孙月：我认为表扬要及时，而且表扬不仅仅要看结果，更要看过程，这样才能鼓励

他的积极性，让他变得勇敢，不怕困难。

hùshì

biǎoyáng

qiānwàn

huáiyí



2.孙月的女儿为什么打针不哭了？

3.表扬有什么作用？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4.用表扬这种方式教育孩子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王静和孙月的孩子怕打针吗？



语法 Grammar 2

千万

“出来. ”means “must”or“to be sure to”,usually followed by a negatie 

structure.

1.不过表扬也是一门艺术，表扬千万不要太多，过多的表扬

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3. 每个人都应该记住这句话：“开车千万别喝酒，喝酒千万

别开车。”

2. 我要等她生日那天再送给她这个礼物，你千万别告诉她。

zhíjiē: directlyyìjiàn:advice

千万+ 别/不要



练习 Exercise 2 

1. 有些事情坚持了才会看到希望，___________。(千万)

2. 要是事情没有发生过，___________________。(千万)

3. 这个箱子里面都是杯子和盘子，___________。(千万)



千万 Vs. 一定

Same： 提出要求，嘱咐—— giving a requirement or used in exhortation

Difference:1. both can be used in an affirmative or a negative sentence.

But:  “千万”usually used in a negative senctence.   千万+ 别/不要/不能

“一定” usually used in an affirmative senctence.  一定+要/能

2. 找工作的人一定要到这里看一看，这里提供的工作机会是

最多的。？

1. 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出去工作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因此，千万

不要把工作中的不愉快带到生活中来。



千万 Vs.一定

Difference:2.  Tones

千万——more polite and mild,often meaning”hop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一定—— stronger,usually a commanding tone,often meaning someone must do something.

1. 当机会到来时，千万不要放手，有什么想做的事就马上去做。

2. 这几个动作你做得还是不太标准，在正式比赛前一定要练好。

Difference:3.  in first-person sentence

一定+会/不会,能/不能—— the speaker has made up his mind to do something

千万——can not be used this way.

1.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千万 Vs.一定

Difference: 4. adv.  一定 ——“必然，确实无疑”  “surely，undoubtedly”

不一定——不能肯定，偏否定，有“可以、不必”意思
indicates the situation is unclear and conveys a negative implication,meaning”not necessarily”

1. 只要不放弃，不怕辛苦，坚持学习，就一定能成功。v

2. 人们常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其实不一定，有时质量很好的东西也会很便宜。

Difference:5.  adj 一定——某种程度的、适当的，“certain,proper”

如果你有一定的语言基础和经济条件，出国学习外语是个最好的选择。

Difference:6.  reply 一定——用在简短形式中，或单独用。
used in a shortened structure or by itself to give somebody a reply

A：王老师您刚来这儿工作三年就当上了教授，这次你得请客啊。

B: 一定（请客）。



选词填空

1. 不管压力有多大，_____不能放弃，而是要继续坚持下去。

千万 一定

2. 这次你一定要按照要求认真填写，小心一点儿，____别写错了。

3. 哭并不_____是件坏事，哭可以让人从坏心情中走出来，是一种

减轻压力的好方法。

4.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孩子对一件事情感兴趣，那他_____会

努力地去学习，效果也会更好。

5. 事情的原因和结果是相互联系的。______的原因会引起一定的

结果，有时候一件事情的结果可能有事另一件事情的原因。



生词 Word

gùyì

故意
(adv.)

on purpose

儿子故意把我的手机放在马桶里了。

zhěnglǐ

整理
(v.)

to tidy up,

to arrange

zhěnglǐ

合适
(adj.)

fit,suitable



生词 Word

qiāo

敲
(n.)

to knock，to 

beat,to strike

piàn

骗
(v. )

to cheat，
to deceive

jiǎ

假
(adj. )

false，fake

网上买东西有时会买到假的商品。



课文 Text 3

有的孩子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会通过哭、扔东西或者

故意敲打来引起父母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建议父母先不要生气，

应该停下手中的事情，陪孩子整理整理东西，和他们聊聊天儿，弄清

楚他们的问题。父母的关心，可以让孩子心情愉快起来。教育孩子应

该选择合适的教育方法，最好不要为了解决问题而骗孩子，这是因为

儿童缺少判断能力，看到父母骗人，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

gù  yì qiāo

zhěnglǐ

piàn

értóng jiǎ



2. 父母应该怎么办？

3.  父母的关心会有什么作用？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1. 小孩得不到东西会怎么样？

4. 应该如何教育孩子？为什么不能骗孩子？



语法 Grammar 3

来

The verb”来”is often used before another verb to mean “to be going to do 

something”,usually used in spoken Chinese. Meaning won’t change if there is no “来”

1.这个沙发这么大，你们两个肯定抬不动，我来帮你一起抬。

2.小王的经验比较丰富，并且做事认真，这次就让他来负责吧。

rèqíng

enthusiasm3. 孩子想要东西，会通过哭、扔东西或者故意敲打来引起父母的注意。



1. 这两件衣服我都喜欢，不知道买哪件好，_______。（来）

2. 我们学校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____________。 (来)

C: 你来帮我挑一挑吧。

B: 来寻找事情的真相。

3. 记者总是需要到处调查，__________________。 (来)

A: 来提高学生们的身体素质。

练习 Exercise 3 



练习 Exercise 4 

1. 已经放_____了，去打球的人肯定不多，星期天我们去学校的
体育馆打网球吧。

2. 这些只有三分之一吧，还有很多东西没来得及_____呢，下周再搬。

3. 孩子在受到_____时，往往会对自己更有信心，对学习的兴趣也会更大，

成绩当然会提高。

4. A: 因为那件事，她特别生我的气。

B: 放心吧，你也不是_____的，去跟她解释一下，她会理解的。

故意 表扬 寒假 整理



活动 Activity

如果你有个孩子，你会怎么教育他呢？说一说怎么做一个优秀的父母？
（至少四个以下结构）

If you have a kid,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yourself a good father or 
mother.(use at least four of the following structure.)

A.养成一个好习惯 E.学着说假话

B.学会管理时间 F.为了解决问题

C.怀疑自己的能力 G.引起他们的兴趣

D.鼓励他们的积极性 H.健康地发展



文化 Culture
孟母三迁

Mencius’Mother Moved Thrice

mèng mǔ sān qiān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