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结婚了

I am getting m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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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印象 熟悉 不仅 性格 从来
共同 适合 吸引 互相

脾气

Part2 Texts& grammar： 不仅...而且/
也......，

即使...
也...，从来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复习和作业

Review

以为：though（against the fact）

她汉语说得那么好，我还以为她是中国人呢。

提 lift,carry

他的提着两个大箱子。

别提了 don't mention it any more

别提了，我们已经分手了。

原来 former     原来的计划

她原来是汉语老师，现在已经成了一名律师。

原来你是德国人啊？

Words:  提 以为 完全 生意 积累 经验

经验 一切 并 谈



复习和作业



复习和作业



复习和作业



复习和作业



给下列电影名字选择对应的图片：

导入 Warm-up

A B C

Tàitǎnníkè Hào

1. 泰坦尼克 号
Luómǎ Jiàrì

2. 罗马 假日
Dāng Nánrén Àishang Nǚrén

3.    当 男人 爱上 女人



给下列电影名字选择对应的图片：

导入 Warm-up

D E F

Nuòdīngshān

4.      诺丁山
Xīyǎtú Wèi Mián Yè

5. 西雅图 未 眠
夜

Luómì’ōu Yǔ Zhūlìyè

6.    罗密欧 与 朱丽叶



Word 1-4

bù jǐn

不 仅
(conj.)
not only

yìn xiàng

印 象
(n.)

impressio

n

xìng gé

性 格
(n.)

character, 

personality

shú xi

熟 悉
(v.)

to be  

familiar

with



Word 5-8

gòngtóng

共 同
(adj.)

common,

shared

cónglái

从 来
(adv.)
always,all 

along

xī yǐn

吸 引
(v.)

to attract

pí qi

脾气
(n.)

temper,

disposition



Words

印象

熟悉

不仅

性格

从来

共同

吸引

脾气

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xìng gé

xī yǐn

cónglái

pí qi

shú xi

bù jǐn

yìn xiàng

gòngtóng

not only

impression

to attract

always

temper

character

common

to be familar with



孙月：听说你男朋友李进跟你是一个学校的，是你同学吗？
fǎ lǜ

王静：是的，他学的是新闻，我学的是法律，我和他不是一个班。
liǎng

孙月：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王静：我们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认识的。我们班跟他们班比赛，他一个人踢进
yìn xiàng                       shú xī

两个球，我对他印象很深，后来就慢慢熟悉了。

孙月：你为什么喜欢他？
bù jǐn   xìng gé 

王静：他不仅足球踢得好，性格也不错。

Text 1



王静的男朋友学的是法律专业。1.

2. 王静和她男朋友是在篮球比赛中认识的。

3. 因为李进一个人进了两颗球，所以王静对他印象很深。

4.

True or false

王静喜欢李进的性格。



Grammar 1

Meaning

不仅...而且/也/还 conj.

bù jǐn... ér qiě / yě / hái 

not only...but also

他不仅喜欢跳舞，还喜欢唱歌



Examples
bù jǐn                              yě 

他不仅足球踢得好，性格也不错。

bù jǐn                   hái 

他不仅身体健康，还是一名长跑运动员。

bù jǐn                  ér qiě 

云南不仅风景很美，而且人也非常热情。



Exercise 1 

Please look at these picture and use “不仅 而且/
也/还 ”making a sentence.



王 静：李老师，我下个月五号就要结婚了。
kāi wán xiào gāng

李老师：你是在开玩笑吧？你们不是刚认识一个月？
cóng lái 

王 静：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从来没这么快乐过。
zuì hǎo

李老师：两个人在一起，最好能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gòng tóng

王 静：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经常一起打球、唱歌、做菜。
shì hé xìng fú 

李老师：看来你真的找到适合你的人了。祝你们幸福！

Text 2



Grammar 2

Meaning

从来：cóng lái adv. always,all along

,indicates something has always been like this for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usually used in the negative 

sentences.

从来不...

从来没...

从来只...

adv.



Examples

cóng lái méi

这家面馆儿从来没卖过牛肉面。

cóng lái bù 

老张这个人开会从来不迟到。

cónɡ lái zhǐ 

小王来这家店从来只点牛肉面。

从来不=从不

从来没=从没



Choose the right content to fill in the blanks.

Exercise  

1.很多人一回家就把门一关， ，住了几年还不知道邻居姓什么。

A. 从来没和邻居说话。 B. 从来不和邻居说话。

2.我经常在电梯里遇到她，可能她也在这座大楼里上班，但是我们___。

A. 从来没聊过天。 B. 从来不聊过天。

3. ---你丈夫说话真有意思。 --- ___________________ 

A. 他从来都这么幽默。 B. 他从来只这么幽默。



Grammar 3

刚

“刚”indicates that an action or a situation took place only a while 

ago.It is used after the subjectand before the verb.

1. 我上午刚借的那本书，怎么找不到了？

2. A：我刚从会议室过来，怎么一个人也没有？

B：对不起，今天的会议改到明天上午了。

3. 你们不是刚认识一个月？



完成对话 Complete the dialogue 

Exercise  

1. A：你们俩认识很久了吧？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刚）

2. A：你对这儿的生活习惯吗？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现在好多了。（刚）

3. A：他汉语说的怎么样？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刚）



Compare
刚——刚才

Similiarity：Both indicate that an action or a situation took place not long ago; 

both can serve as an adverbial modifier.

你叔叔刚/刚才打电话来说给你发了个电子邮件。



Compare
刚——刚才

Differences：1）In case of indicating an action or a situation took place not  long ago,

“刚”       adverb,                      “Subject +刚+V.”

“刚才”   temporal noun        “刚才+ subject+V.”    or “subject+刚才+V.”

我刚看客邮箱，没有新邮件。

我刚才去洗手间了，你给我打电话了？

刚才我去洗手间了，你给我打电话了？



Compare
刚——刚才

Differences：2） “刚”can be prceded by a temporal word,while“刚才”cannot.       

我上个月刚结婚，正准备和我先生一起出去旅游。

Differences：3） “刚”can be followed by a word of duration,while“刚才”cannot.       

他刚来一会儿。

Differences：4） “刚才”can be followed by a negative word,while“刚”cannot.       

他为什么刚才不说，现在才说。



选词填空 tick or crossExercise  

刚 刚才

（1）我________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

（2）我昨天________到，有点儿累，想休息休息。

（3）你________不在办公室，我把东西给你同事了。

（4）不好意思，_______我太忙了，没时间跟你说话。

（5）我________搬过来一个星期，对这儿的环境还不太熟悉。



zì rán yuán yīn

说到结婚，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爱情。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因为两
hù xiāng xī yǐn 

个人共同生活，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我丈夫是个
yōu mò 

很幽默的人。即使是很普通的事情，从他嘴里说出来也会变得很有意思。 在
pí qi

我难过的时候，他总是有办法让我高兴起来。而且他的脾气也不错，结婚快

十年了，我们俩几乎没因为什么事红过脸，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

Text 3



Grammar 4

Meaning

即使...也... : jí shǐ... yě... conj.
“即使” is used in the first clause,coordinating with “也”in 

the second clause.The structure usually indicats a 

hypothetical concession,though it can also indicate 

something that has already happened or been in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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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是即使晚上加班到零点，到家时，自己家里也还亮着灯。



Complete the dialogues.

（1）A：你丈夫真忙！

B：是啊！他即使星期天， 。（也）

（2）A：你一定要跟他结婚吗？

B:当然。 。（即使...也...）

Exercise  



课 堂 活 动 Class Activities

Accoding to your real situation,answer the below questions 

and narrate a little passage.

For example: 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们是在吃饭的时候认识的......

1 你有男/女朋友吗？

2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3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了？

4 你为什么喜欢他/她？

......



七夕节(qī xī jié )    Qixi Festival

Culture corner

The seventh day of the seventh month in the lunar calendar is the 

annual Qixi Festival (literally Seventh-Eve Festival) , a traditional 

festival of the Chinese Han ethnic group.As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activities that day are mainly young girls and the aim of the activities 

(such as doing needlework,making small handicrafts,and offering 

fruit sacrifices) is to “pray for skills”,the day is also called “Pleading-for-

Skills Festival”, “Maiden Festival” or “Girls'Day”.Rooted in the love 

story of the Cowherd and the Weaver Gril, the Qixi Festival is the 

most romantic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China, acknowledged as the 

“Chinese Valentine's Day”.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