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理对我印象不错

I've made a good impression 

on the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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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负责 本来 招聘 应聘 通知

另外 收入 安排 正式 其次

Part2 Texts& grammar：本来 另外 不管
首先...其次...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你换过几个工作？说一说你工作的经历。
How many jobs did you have？

Let‘s talk about one of your working experience.

导入 Warm-up



Word 1-4

zhāo pìn 

招 聘
(v.)

to recruit

fù zé 

负 责
(v.)

to be in 

charge of

yìng pìn 

应 聘
(v.)

to apply for 

a job

tōng zhī 

通 知
(v.)

to inform



Word 5-8

ān pái 

安 排
(v.)

to arrange

shōu rù 

收 入
(n.)

income

zhèng shì 

正 式
(adj.)
formal

qí cì 

其次
(pron.)
second，

next



Word 5-8

lìng wài

另外
(v.)

besides，
in addition

lǜ shī

律师
(n.)

lawyer



Words

负责

招聘

应聘

通知

收入

安排

正式

其次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马经理：小林，这次招聘不是小李负责吗？

小林：本来是小李负责的，但是他突然生病住院了，所以就交给我来做了。

马经理：哦，这次应聘的人多吗？

小林：经理，挺多的，这次来应聘的一共有15人。经过笔试和面试，有两个

不错。这是他们的材料，您看看。

马经理：这两个人的能力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你通知他们下周一上午九点

来我办公室吧。

小林：好的，那我马上跟他们联系。

Text 1

zhāo pìn

fù zé

yìnɡ pìn

yìnɡ pìn

cái liào

fú hé tōnɡ zhī 



这次招聘本来不是小林负责的。1.

2. 这次招聘只安排了面试，没安排笔试。

3. 最后，有两个人的能力符合他们的要求。

4.

True or false

马经理让小林通知那两个人下周一下午去他的
办公室。



Grammar 1

Meaning

挺：tǐnɡ adv.

quite, rather, similar to “很”.
It's often used in the structure“挺......的”

我挺喜欢这个地方的，环境比以前住的
地方安静很多。



Examples
tǐnɡ

他们问的问题都挺容易的。

这家店的东西挺好的，我经常来这儿买东西。

Complete the sentences.

（1）这几天_____________，你不用穿那么 多衣服。（挺）

（2）那个房间又安静又干净，_________________ 。（挺）

（3）他们俩的性格差不多，_________________ 。（挺）



Grammar 2

Meaning

本来：běn lái adv.

indicates naturally, it goes without saying; 

it can also mean “originally, at first”.

这次招聘本来是小李负责的。



Examples

这件事本来应该听他的。

我本来不会开车，但现在开得特别好。

Complete the dialogues

（1）A：你怎么没去爬山呢？

B：________________。（本来）

（2）A：附近那家银行5点就下班了！

B：那我不去了，___________。（本来）

（3）A：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来）

B：没关系，我从那儿打车回来很方便。

běn lái 



复述 retell

小林：这次招聘本来是……，可是他……，所以……。

来应聘的人……，有两个……。马经理让我……。

然后马上去安排了。



小林：王静，好久不见了！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王静：我一毕业就去上海当律师了。

小林：你对现在的工作一定非常满意吧？

王静：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因为我学的就是法律专业，而且同事们都很

喜欢我。另外，收入也不错。

小林：星期天咱们同学聚会，你能来参加吗？

王静：能来。虽然这次来北京，时间安排得很紧张，但我一定会跟大家

见面。

Text 2

lǜ shī

zhuān yè

shōu rù

zán men

ān pái



王静在哪儿工作？她的工作是什么？1.

2. 王静对她的工作满意吗？

3. 什么时候有班级聚会？

4.

回答问题 Questions

王静会参加周末的班级聚会吗？



Grammar 3-1

Meaning

另外：lìnɡ wài pron.
indicate the person(s) or thing(s) other than those that have 

been mentioned 

Example:  这件衣服有点儿大，你试试另外的那件吧。

这本书已经被预定了，_________。（另外）



Grammar 3-2

Meaning

另外：lìnɡ wài adv.
means”beyond the scope mentioned previously”, often used 

together with”还/再/又“

Example:  家里的空调坏了，咱们再另外买一个吧。

除了她说的，我_________.（另外）



Grammar 3-3

Meaning

另外：lìnɡ wài conj.

means “besides”,used to connect clauses or sentences 

Example:  现在网上买东西很方便，东西可以直接送到家里。另外，

还比较便宜。

冬季应该注意多吃水果。_____,还要_____。



Exercise

（1）A：同学们在体育馆做什么？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另外）

（2）A：你通知小王明天开会的时间了吗？

B：我让小林告诉他了，___________。（另外）

（3）A：你最近怎么总是生病呢？

B：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来）



面试的时候，经理对我印象不错，还通知我明天就可以上

班了。真没想到，找工作这么顺利。你想知道面试需要注意什

么吗？首先，要穿正式的衣服，这会给面试者留下一个好的印

象，让他觉得你是一个认真的人。其次，不管怎么样，应聘时

不要太紧张。回答问题时，说得不要太快，声音也不要太小，

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当然，最重要的是回答问题要诚实。

Text 3

shǒu xiān zhènɡ shì liú

qí cì bù ɡuǎn 

chénɡ shí 

first formal leave

second,next although

honest



“我”面试的情况怎么样？1.

2. 什么时候可以去上班了？

3. 面试要注意些什么？

4.

回答问题 Questions

面试最终要的是什么？



Grammar 4

Meaning

首先...其次...  : shǒu xiān... qí cì... pron.
are often used in coodination with each other in written 

Chinese,indicating the sqquence of the items enumerated.

“首先“ can also be used as an adverb,meaning “first of all”

Example: 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应该明白你为什么
要做，其次要知道怎么做。



Grammar 5

Meaning

不管 : bù ɡuǎn conj.
indicates that the conclusion or result won' t change under any 

assumed circumstances, often used together with interrogative 

pronouns such as “什么”， “怎么”， “谁”，“哪儿” and “多
么”. 

It is often collocated with “还是” or an affirmative negative phrase, 

followed by a clause with “都” or other words.

Example:

1.小王不管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
2.不管是上课，还是与别人约会，准时都非常重要。



Complete the sentences.

（1）要想学好汉语，______ , 其次，应该常常复习。（首先）

（2）每次游泳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首先）

（3）___________ , 他每天都去打篮球。（不管、还是）

（4）____________,都不喜欢吃。（不管）

Exercise  



扩展 Expansion

及时

1. __________我骑自行车上下班，可是今天起晚了，所以就打车来

公司了。

2.上个星期去北京，飞机不仅_______起飞，而且还早到了十分钟。

3. 每个人都有缺点，但我们应该努力发现自己的缺点，_________

去改。

准时平时
píng shí zhǔn shíjí shí

in time in normal time，daily life on time



课 堂 活 动 Class Activities

Mock Interview

（5 mins preparation）

1.你要应聘什么岗位？

2.之前有过工作经验吗？

3.你有什么特长？

......



zhōnɡ shān zhuānɡ hé qí páo 

中山装和旗袍
Chinese Tunic Suit and Cheongsam 

Culture corner

The Chinese tunic suit and cheongsam are respectively the 

traditional formal attire of Chinese men and women. The former was 

designed by Mr. Sun Yat-sen, a leading Chinese decocratic 

revolutionary, by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clothing styles. Its Prussian collar stands for Mr.Sun's rigorous 

theory of governing a country , and the four pockets represent four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 virtues, namely propriety, justice, honesty , 

and a sense of shame.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fashion circles, 

cheongsams are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Oriental women's 

dresses”. Today,wearing cheongsams has become a fashion.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