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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把它放在桌子上。

I put it on the table jus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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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留言 刚才 桌子 把

Part2 Texts& grammar： “把”字句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 Warm-up

杯子去哪儿了？



导入 Warm-up

花放在哪儿？



导入 Warm-up

水果放在哪儿？



Word1-3

留言
(n./v.)

message; 

to leave a 

message

衣柜
(n.)

wardrobe

桌子
(n.)

table



Word-4

照顾
(v.)

to take care

感谢
(v.)

to thank



Word-5

刚才
(n.)

Just now; 

a moment ago

刚才东西还在桌子上。

我刚才吃了两碗饺子。

刚才他来过



Word-5

刚
(adv.)

Just now; 

a moment ago

他感冒刚好就去上班了。

我刚把西瓜吃完。

我刚到家。



小 丽：我刚才放在这里的衣服呢？

小 刚：我刚放到衣柜里了。

小 丽：我知道了。我明天要去出差，能麻烦你帮我照顾我的狗吗。

小 刚：没问题。

小 丽：需要的东西我都放在桌子上了，如果有什么问题，请给我留言，我回

来再处理。真是太感谢你了！

小 刚：没事儿，别客气。

Text 1



Grammar 1

S+ 把 + N + V + preposition phrase 

Indicates the position of something to be 

changed as the result of an action.



我 把 手机 放 在车里了。

他 把 笔和书 放 在书包里。

小李 把 衣服 放 在衣柜里。

我 把 车 停 在停车场。



Complete the dialogues with the words given

Exercise1

我把手机 _____________。（桌子）

他把汉语书 ______________。（书包）

我把车 ______________。（停车场）



Complete the dialogues with the words 
given

Exercise1

我把手机 _____________。（桌子）

他把汉语书 ______________。（书包）

我把车 ______________。（停车场）

放在桌子上

放在书包里了

停在停车场了



Exercise 2

Ex：西瓜在桌子上→ 我把西瓜放在桌子上

衣服在衣柜里。→

车在停车场里。→ 

饮料收在冰箱里。→



Exercise 2

Ex：西瓜在桌子上→ 我把西瓜放在桌子上

衣服在衣柜里。→ 我把衣服放在衣柜里。

车在停车场里。→ 我把车停在停车场里。

饮料收在冰箱里。→ 他把饮料收在冰箱里。



刚才&刚

“刚才” & “ 刚” Indicates that the action happened a 

moment ago.

“ 刚才” usually used either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or after the subject.

“刚” usually uesd before a verb or an adjective.

Grammar 2



Complete the sentence with the right words.

Exercise 3

刚 刚才

1. 他 _____ 走，你有什么事？

2. _____ 他来过。

3. 他的感冒 _____ 好就去上课了。

4. 我 _____ 到家。



Exercise 4

用所学的词语填空

马克的 _____

亲爱的玛丽，我 _____ 接到老板通知，明天要去出差，

麻烦你帮我 _____ 我的狗狗，我 _____ 狗粮 _____ 在

_____ 上了，每天喂两次。为了_____ 你，回去后我会

请你吃饭。—— 马克



课 堂 活 动 Class Activities

Key words：

Leave a message to your friend and please use 把-sentences.

照顾 zhào gù to take care of

感谢 gǎn xiè to thank

打扫 dǎ sǎo to clean



汉字 Character



汉字 Character



中国的瑞兽

Culture corner 

龙 龟

凤凰貔貅 麒麟

Auspicious animals 
are the worship of 
patron saints by the 
primitive people, 
which is the earliest 
cultural phenomenon 
in human history.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