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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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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看着拼音,选出词语。.

词汇 1

jī lěi jín guǎn ān pái

fù zé tōng zhīchà bu duō

积累 通知 安排 尽管 负责 差不多



2.找到词语相应的解释，连线。

词汇 2

正好

just in time , just right

性格

character

印象

impression

首先

first of all

积累

to accumulate



2.找到词语相应的解释，连线。

词汇 2

经验 experience

一切

吸引

生意

business,trade

all,every

to attract

熟悉 to be familar with



A. 知识 B.  联系 C.  旅游

词汇 3

3.选择正确的词汇。



A. 手忙脚乱 B. 赚钱 C. 按时

词汇 3



A. 感谢 B. 学习 C. 律师

词汇 3



A.紧张 B.面试 C. 收入

词汇 3



4.看着图片，你能想起对应的词语吗？

词汇 4



再试一次：

词汇 一



词汇总结



复习 1



复习 2

1.我和马克的中文水平（ ）。

2.你来得（ ），跟我一起出发吧。

3.（ ）我买了苹果，你可以喝苹果汁。

4.他们俩的性格（ ）。



复习 3

原来 本来



课文

我们今年的工作都已经按照计划完成了。这一段时间，尽管工作

很紧张，中间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因为有大家的努力，我们成功

地解决了问题，

顺利地完成了工作，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另外，马经理让我告

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大家按时完成了工作，公司决定这个月给每

人多发三千元奖金。感谢大家这三个多月的努力工作，希望明年能有

更大的成绩。

àn zhào

chéng gōng

shùn lì

xiāo xi

jiǎng jīn

lìng wài



对 或 错

1. 工作完成了。

2. 工作没有遇到困难。

3. 每个人都会拿到奖金。

4. 马经理自己告诉大家好消息。



Notes

消息

奖金 jiǎng jīn

xiāo xi n.        news

n.       moneyaward, bonus

按照

成功

顺利

àn zhào

chéng gōng

shùn lì

prep.   accordingto

adj.     successful

adj.     smooth



重点词

Meaning

àn zhào

The preposition “按照”means ‘according to”，similar to 
“根据”.
For example：

（1）我们今年的工作都已经按照计划完成了。

（2）这回材料都按照银行的要求准备好了吧？

（3）按照经验，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很快解决，请大家放心。

The preposition “按照”means ‘according to”，similar to “根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别再写错了。 (按照)

（2）________________,我们可能完不成今年的工作了。 (按照)

（3）经理说得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按照）

练习 Exercise

完成句子



汉字 Character



汉字 Character



中国文化

There is a Chinese saying that goes ，“It ‘s better to 

teach a man fishing than to give him fish ”, meaning that 

teaching people how to obtain knowledge or wealth is 

more useful  than imparting to them the existent 

knowledge or wealth , etc . The truth behind it is quiet 

simple .In the saying ,“fishing” is the method . One  

who want to always have fish needs to learn the 

method of fishing .The same is true at work . If someone 

meets a problem ,the  best way to help is not to finish 

the task for him ,but to teach him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授人以渔” 与 “授人以鱼”

shòu rén yǐ yú yǔ shòu rén yǐ yú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