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用户玩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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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Cultural Note

社交媒体

直播 宣传 推广 实现 移动
应用 开发 创新 销售 移民

科技进步给生活带来的影响？

直播网红



导入 Warm-up

你常用一些什么社交媒体呢？
社交媒体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用户

颠球

直播

逗

yònghù

diānqiú

zhíbō

dòu

n. user

v. to juggle a soccer ball

v. to make a live broadcast

v. to amuse, to tease

生词

宣传

手笔

推广

召开

xuānchuán

shǒubǐ

tuīguǎng

zhāokāi

v. to publicize

n. style(of handing affairs)

v. to popularize

v. to hold(a meeting)

在线用户

媒体宣传
虚假宣传

网络直播
电视直播

大手笔

全球推广

召开会议
召开研讨会



逗 直播 推广 召开 用户

1、为了______这项新产品，公司做了很多宣传。

2、原本定在周三上午______的会议改时间了。

3、你做这么多事，难道只是为了______女朋友开心？

4、如今的______数量已经增长了40%了。

练习

5、现在正在网上____这次比赛呢。



生词

伙伴

总裁

实现

覆盖

移动

通信

huǒbàn

zǒngcái

shíxiàn

fùgài

yídòng

tōngxìn

n. partner

n. president(of a company)

v. to realize, to achieve

v. to cover

v. to move; mobile

n./v. communication;

to communicate

应用 yìngyòng n./v. application; 

to apply APP–手机应用

移动互联网

网络通信

合作伙伴 小伙伴



Words

实现

逗

宣传

手笔

覆盖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生词

创新工坊 创客

现实很残酷

开发新产品
开发软件开发

相关

业务

现实

kāifā

xiāngguān

yèwù

xiànshí

v. to develop

v. to correlate

n. professional work

n. reality

创新

领导

地位

经营

chuàngxīn

lǐngdǎo

dìwèi

jīngyíng

v. to create sth. new

n. leader

n. position, status

v. to manage, to run

社会地位

企业经营



选择正确答案

1. 像这样能够给全社会信心与快乐的事情，我们应该重点____。

A. 宣传 B. 推广

2. 要吃中国菜，你首先要学会____筷子。

A. 应用 B. 使用

3. 过了这么多年，我的愿望终于____了！

A. 现实 B. 实现

4. 这是我的____爱好，跟我学什么专业没有关系。

A. 个人 B. 自己

练习



课文-1

举着手机，边颠着球边拍......国际足球明星梅西用微信直播自

己的颠球技术，把手机另一头一个正在哭的小宝贝逗笑。这条30

秒的全新广告宣传片在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同步上线。

如此大手笔的推广，腾讯自有其底气所在。微信“在海外注册

用户已经超过7000万，且在快速增长当中”。7月3日，在北京召

开的2013腾讯合作伙伴大会上，腾讯总裁刘炽平言语间充满了骄

傲。

重点词语：明星、逗、宣传



课文-2

2011年1月，微信上线；同年4月，以英文WeChat正式进入国

际市场；2011年12月，实现支持全球100个国家的短信注册；2012

年低，覆盖国家和地区超过100个。如今，微信已经覆盖了200多个

国家和地区、支持16种外语，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通信应用。

在美国互联网企业“称霸”全球的背景下，作为中国自己的移

动互联网产品，微信的出现，自然吸引了更多的关注。

你知道：微信的发展情况

重点词语：上线、注册、覆盖、移动



课文-3

被称为“微信之父”的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张小龙介绍了微信

的发展过程：微信的研究开发工作开展得很早，2010年底，移动互

联网刚起步，腾讯广州产品研发中心就开始考虑相关业务。他们清

楚地认识到了这样的现实—在个人计算机时代，由于中国互联网的

用户数量以及市场成熟程度等都低于发达国家，在产品创新上难有

领导地位，而移动互联网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你知道：微信是怎样被研发出来的吗？

重点词语：中心、以及、程度



课文-4

在经营销售上，微信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推出了不

同的广告片，邀请当地明星和名人代言，收效相当不错。海

外用户群中不仅有华裔和新移民，还出现了更多的外国人。

你知道：微信的营销计划是什么吗？

重点词语：针对、明星、当地



1.谁帮微信代言拍了广告？

2. 微信敢请大牌明星拍广告的底气何在？

问题

4. 张小龙认为微信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为什么？

5. 微信海外用户群体主要是那些？

3. 微信什么时候上线的，覆盖了多少国家/地区？



复述

内容提示 重点词语 课文复述

微信的广告 明星、逗、宣传

微信的发展 总裁、召开、注册、
实现、应用。

微信的研发 中心、以及、程度、
领导、机会



语言点 1

发达 发展

1、形容词 1、动词

如: 这个城市的经济不太发达。 如: 这个城市正在大力发展经济。

2、形容发展水平很高 2、指事物的变化

如: 由于中国互联网的用户数量以
及市场成熟程度等都低于发达国家
，在产品创新上难有领导地位。

如: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选词填空

彼此 互相

练习

发达 发展

1. 四川是茶馆文化最____的地区之一。

2. 人们常说这种动物不聪明，其实它的大脑很____。

3. 方便的交通是_____经济的基础。

4. 她的病情_____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以及

连词—用来连接并列关系的词或词组，连接成分

一般有主次或先后的分别。

1、吃饭时不要用筷子敲打碗、盘子以及桌面。

2、学校的领导、教师以及一些学生代表观看了演出。

语言点 2



完成句子或对话

1. A: 你认为学中文的重要性有哪些？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及）

2. 妈妈在电话里问了我很多问题，如北京的天气怎么样，

吃饭习惯不习惯，_________________。（以及）

3. A: 送人礼物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及）

练习



程度

名词—指某方面达到的水平或层次

1、……由于中国互联网的用户数量以及市场成熟程度等

都低于发达国家，在产品创新上难有领导地位

2、问题已经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3、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未来取决于他所受的教育。

语言点 3



完成句子或对话

1. _______________，你应该马上去看医生。（程度）

2.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程度）

B: 我还不能完全理解。

3. A: 对他提出的意见，你有什么看法？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程度）

练习



给括号里的词语选择适当的位置

1、这个问题A是在什么样的背景B提C出D来的？

2、公司A新B开发C的产品很受D消费者欢迎。

3、本店销售A电视、B冰箱、C洗衣机D其他电器。

4、A这个问题，B我们C开会讨论了D好几次。

（下）

（出）

（以及）

（针对）

练习



课堂讨论 Class Discussion

人类的科学技术总是在不断进步，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

的改变，使之更加轻松、方便。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问世，随后，出现了网络技术，到今天，起应用已遍布社会的方方

面面，全世界已大约10亿网民，人们用手机就可以随时上网。手机

的应用越来越广，许多人把它看作生活中的必须品。

不过，这些科技发明应用在给我们带来许多方便的同时，也产

生了一些我们不愿看到的现象：过度的应用造成了经济上的浪费，

时间的占用是我们忽略了亲友间面对面的交往等等。

1、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微信的？你觉得它在你生活中重要吗？

2、微信给你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3、微信对你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4、以“XX（网络，手机…）改变了我的生活”为题，谈谈你的看法，写100字左右的文章。



文化角

直播网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