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地球母亲
Humans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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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行 省 污染 地球 既然 得意 目的
温度 乘坐 丢 垃圾桶 美丽

Part2 Texts& grammar：于是 Vs. 因此
什么的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天人合一——中国人的“人与自然观”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Warm-up 污染情况调查
Questionnaire abou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水污染 垃圾污染

空气污染 其他

大家不重视环保

国家不重视环境问题

乱认垃圾 人太多

你身边污染严重吗？

污染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你用一次性饭盒吗？

在公众场合，你有瓶子要扔，但找不到

垃圾箱，你一般会怎么做？

你认为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有哪些？



生词 Word

chū chāi

出差
v.

go on a 

business trip

shěng

省
v.

save,

economize 

wū rǎn 

污染
n.

pollution

空气污染 水污染 白色污染节省 省电 省水 省钱



生词 Word

jì  rán

既然
(conj.)
since,as, 

now that

mù dì

目的
(n.)

aim,purpose

dé  yì

得意
(adj.)

complacent,

gloating



王静：这是明天你出差要带的毛巾、牙膏和牙刷，把它们放到箱子里吧。

李进：不用拿这些，宾馆都会免费提供的。再说，箱子已经够重的了。

王静：我当然知道宾馆里有。你不是一直说要保护环境吗？现在就从

身边的小事做起吧。

李进：行，没问题。我明天上午10点的飞机，你能开车把我送到机场吗？

王静：那个时间路上堵车多严重啊！你还是坐地铁去机场吧。这样不仅

省油钱，而且还不会污染空气

李进：好那就听你的。

课文 Text 1 李进要出差，王静和李进在聊天儿

liángkuài



1. 王静让李进带什么东西？

2.李进想怎么去机场？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3.王静建议李进怎么去机场？

4.你出差会自带牙膏、牙刷和毛巾吗？为什么



语法 Grammar 1
够

“够”means being enough in quantity.

1. 客人来了，中国人一定要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请客人吃，并且让客人吃够，吃饱。

2. 医生提醒我们，睡觉时间太长并不好，有时甚至会引起头疼，

一般睡够八小时就可以了。

“够”means the degree has reached a certain standard.

When“够+Adj.”is used in a affirmative sentence, 

“够 + adj. + 的”

1. 不用拿这些，宾馆都会免费提供的。再说，箱子已经够重的了。

2. 有的人害怕失败，无法接受失败。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够勇敢，

还因为他们对自己要求太高。



练习 Exercise 1 

A: 一共两百三十九块七。您付现金还是刷卡！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够）。



练习 Exercise 1 

B: 再来个青菜吧。

A: 这些菜_______________，不要再点了。（够）



练习 Exercise 1 

A:   你来得_____________的，正好八点。

B： 我以为我又要迟到了呢。（够）



复述 Retell the dialogue

王静: 李进要去，我让她带上_____________。他说，宾馆会

_________。我觉得保护环境应该__________。他每天__________的

飞机，想让我_____________。我认为坐__________,不仅_________, 

而且_______________。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行重 省

1.按照规定，您只能免费带20公斤的行李，超_____的部分每公斤

加收全部票价的1.5%。

2.山东_____烟台市是中国著名的“苹果之都”。由于气候等自然条

件较好，那儿的苹果个儿大，味道香甜，颜色也漂亮。

出差

3. A:打扰一下，请问李老师在吗？

B:他_____了。你找他有事吗？

4. A:马上就要毕业了，你准备在学校附近租房子吗？

B:学校附近房子太贵。离学校远点儿没关系，只要离地铁或者

公交车站近就_____。

练习 Exercise



孙月：早上听新闻说明天有一个叫“地球一小时”的活动，你对这个活动了解吗？

王静：这个活动年年都有，最早是从2007年开始的。明天晚上很多人都会关

灯一小时，支持这个活动。你没看到门口的通知吗？我们公司也参加了。

孙月：真的吗？太好了！既然明天晚上公司会关灯停电，那么我们肯定不用加班了。

王静：看你得意的样子！还以为你高兴是为了支持环保，原来是因为不用加班啊！

孙月：环境保护我当然也支持了！对了，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活动啊？

王静：其实目的挺简单的，就是提醒人们节约用电，希望引起人们对气候变暖问题

的关注。

孙月和王静在聊关于环保的事情
课文 Text 2

j ì rán

dé yì 

mù dì 



1. 明天晚上孙月的公司会做什么？

3. “地球一小时”是个什么活动？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4.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2. 孙月为什么很高兴？



语法 Grammar 2

既然

“既然…...,                       就/也/还……
Since this is the fact now…. ,            the conclusion draw from the situation mentioned

1. A:你既然不愿意打球，为什么还要打？

B:我是不得不打啊，因为这些天我又胖了。

2. A:真抱歉，明天我得出差，不能产假明天的会议了。

B：既然这样，就只好安排在下周了。

3. 既然明天晚上公司会关灯停电，那么我们肯定不用加班了。



练习 Exercise 2 

A：这里的风景确实很不错,我很喜欢这里。阳光好，

空气新鲜，来这儿散步真舒服。

B:  _________________，以后我们可以常来。（既然）



练习 Exercise 2 

A：有些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再也不能回头。

B:  ______________, 我们就只能想办法走好以后的路。（既然）



练习 Exercise 2 

A：我刚才看了一下，一共二十个人，有十五个人同意这个计划。

B：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就按这个计划实行。 （既然）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扔抱歉 得意

1.不要因一时的成功而_____，也不要因一时的失败而伤心。因为

那些都已经过去，重要的是怎么过好将来的生活。

2. A:实在_____，我来晚了。今天路上有点儿堵。

B:没关系，请坐。你喝果汁还是咖啡？

3. A:垃圾桶又满了，你去_____一下垃圾吧。

B:好的，看完这个节目我就去。

练习 Exercise



于是 Vs. 因此

Same： Both are conjunction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structure “A,于是/因此 B”

meaning  A  causes  B

1. 大家都同意寒假去旅行，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去哪里旅行的问题。

小时候，他经常生病，于是/因此每天都去跑步锻炼身体。

2. 他三岁跟父亲母亲一起来到这儿，就再也没离开过这里。因此，他对这

个地方感情深厚。

Difference:  In case of mething A causes B，“于是”emphasizes that A thathappens before B，

while“因此”emphasizes that A is the reason and B the result.

对比 Comparison



选词填空

1. 有些年轻人申请了信用卡，但在购物时却没有考虑从自己的经济

能力，最后不能按时还银行的钱， 出现严重的信誉问题。

于是 因此

2. 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 ，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要帮他们

养成好的生活、学习习惯。

3. 不少人刚开始运动时，会感觉十分无聊， 很快就放弃了。

4. 那是1994年的冬天，那场雪下得特别大。大家都很激动，

____都跑到外面去玩儿雪。

5. 生活往往不会按照我们的计划来进行。____，光有计划还不行，还

需要我们能及时地对原来的计划作出改变。

练习 Exercise



生词 Word

wēn dù

温度
(n.)

temperature

lā jī tǒng

垃圾桶
(n.)

dustbin,trash can

chéng zuò

乘坐
(v.)

to take (a vehicle)

to ride (in a vehicl)



课文 Text 2

保护地球环境，并不是一件离我们很远、很难做到的事情。实际

上，我们只需注意一下身边的小事，就可以。例如，夏天把空调的温

度开得高一些，出门时记得关空调和电脑，这样可以节约用电；少开

车，多骑车或者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这样能降低空气污染；还有养

成把垃圾丢进垃圾桶的习惯什么的。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小事，但却有实实在在的效果。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只有大家共同

努力，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才能使我们的家变得更美丽。

wēn

dù

chéng zuò

diū lā jī tǒng

xiào guǒ



2. 怎样才能降低空气污染？

3.生活中养成什么习惯能有利于保护环境。

正误 True or Fault

1.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来保护地球环境？



语法 Grammar 2

“什么的”is used after the examples enumerated，means there are still other 

things that are similar to the examples listed. It is used in spoken Chinese.

1. 既然你不喜欢新闻专业，那就考虑考虑其他专业吧，中文、国际关系什么的，

我和你爸都不反对。

3. 例如，夏天把空调的温度开得高一些，出门时记得关空调和电脑，这样可以

节约用电；少开车，多骑车或者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这样能降低空气污

染；还有养成把垃圾丢进垃圾桶的习惯什么的。

2. A: 我们去趟超市吧，明天出去玩儿得买点儿饼干和面包。

B: 好，还有矿泉水、果汁什么的。

…,…,...什么的。



练习 Exercise 2 

完成句子

1. 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_______

A: 很多手机功能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

C: 比如说：幸福、快乐。

3. 现在手机的作用越来越大，________

B: 经常一起喝茶，唱歌，跳舞什么的。

2. 很多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________



速度 温度 态度

1.这个月底，我和丈夫准备开车去长白山，那边_____比较低，

所以要提前准备几件厚一些的衣服。

2. A:小张，你有什么意见？

B:按照现在的_____，想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计划，好像有点儿

困难。

同字词练习 Exercise
sù dù

speed temperature attitude

3.幽默是一种积极的生活_____，不但可以减轻你工作上的压力，

还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wēn dù tài dù



练习 Exercise 4 

扔抱歉 得意

1.不要因一时的成功而_____，也不要因一时的失败而伤心。因为

那些都已经过去，重要的是怎么过好将来的生活。

2. A:实在_____，我来晚了。今天路上有点儿堵。

B:没关系，请坐。你喝果汁还是咖啡？

3. A:垃圾桶又满了，你去_____一下垃圾吧。

B:好的，看完这个节目我就去。



活动 Activity

相互了解下对保护环境的看法
Learn about each other’s opinion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plete the form and say some sentences.

问 答

你认为在生活中那些方面产生污染？

污染对你的生活有哪些影响？

污染给我们的地球带来了哪些变化？

你认为造成污染的原因是什么？

你认为国家应该有哪些规定来保护环境？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保护环境？

yǐngxiǎng

influence，affect

guī dìng

rule



天人合一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Chinese Philosoph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文化 Culture tiān rén hé yī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