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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水果拿过来

Please bring the fruit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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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打扫 干净 然后
菜单 简单 香蕉

Part2 Texts& grammar：先……,然后……
把…V+complement of Result/Direction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找路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Warm-up

有朋友/客人到你家做客，你会做什么准备？



Word1-3

打扫
(n.)

to clean,

to sweep

干净
(adj.)
clean

然后
(conj.)
Then,

After that



Word1-3

菜单
(n.)

to clean,

to sweep

简单
(adj.)
simple

香蕉
(adj.)
clear,

distinct



妈妈：客人就要来了，你怎么还不打扫房间？

爸爸：别着急，我让孩子们打扫呢，客人来的时候，他们会把房间打扫干净。

妈妈：那你也不能看电视啊。

爸爸：让你让我做什么？

妈妈：先把茶和杯子放好，然后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 。

爸爸：太热了，我还是先把空调打开吧。

Text 1

zhāo jí



Arrange the  order which Zhou Ming need to do.  

④把房间打扫干净

①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

②把茶和杯子放好

③把空调打开

Question 1



A把B+V+Complement of Result/Direction

客人来的时候，他们会把房间打扫干净。

妈妈还没把饭做好呢。

请同学们把铅笔拿出来。

Grammar 1

result：clean

result：well,finish

direction：out



完成对话Complete the dialogues

1.A: 妈妈，让我再看一会儿这个节目吧。

B: 好吧。你把这个节目 就去写作业。

2. A: 房间里太热了。

B: 那我把空调 吧。

3. A: 我的行李呢？

B: 别着急，我 你的行李 房间里去了。

拿 打开 看完 把

Exercise1

jié mù

xíng lǐ

kōng tiáo

zhāojí



Exercise 2

看图说句子 Make sentences with “把”





先……，再／又……，然后……
Indicates the order of actions

我先做作业，然后再吃饭。

我先坐了一个小时公共汽车，又坐了一会儿地铁才到小刚家。

先把茶和杯子放好，然后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

Grammar 2



Fill the blanks with “先，然后，再，又”

1. A: 下课以后，你做什么？

B: 我 和朋友们在教室里聊一会儿天， 一起去看电影。

2.  A: 你妈妈来了，你打算带她去哪儿玩儿？

B: 我打算先带她去北京玩， 带她去上海玩。

3.  A: 考完试了，你有什么打算？

B: 我打算先去旅游， 学一下儿日语。

Exercise 3



cài dān

你吃过水果饭吗？你在饭馆的菜单上见过水果饭吗？你想
jiǎn dān

学做水果饭吗？其实做水果饭很简单，先把米饭做好，然后
xīn xiān

再把一块块新鲜的水果放进去，水果饭就做好了。你可以做
yuàn yì

苹果饭、香蕉饭，要是你愿意，还可以做西瓜饭。多吃新鲜

水果对身体好。

Text 2

xīn xiān



Question 2

怎么做水果饭？



用“先……，再/又……，然后……”，
说一说在下面的时间中，你会做的三件事

Exercise 4



Grammar 2

Measure Word+ Measure Word
Indicates the each/every one, or one by one.

这个商店的衣服件件都很漂亮。

听了他的话，一个个都站起来，然后走了。

先把米饭做好，然后再把一块块新鲜的水果放进去。



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1. 桌子上放着 筷子。

2. 这个班的学生 都很努力。

一个个 一本本 一双双 次次

3. 他把自己的 词典都卖出去了。

4. 他开会 都迟到。

Exercise 4

nǔ   lì

cí diǎn



Use the new-learned word to fill the blanks.

A：今天下午你做什么？

B：我 打扫房间，然后去图书馆。

A：你帮我把这本书 吧。

B：好的。

先还回去

Exercise 5



A：今天使周末，你可以休息了吧？

B：没有时间休息，我要把这些衣服 。

A：别着急，我 ，然后回来帮你。

B：好的。

先开会 洗完



课堂 活动 Class Activities

看北京地铁图，说说怎么去下面这些地方。

Look at the Beijing subway map and talk about how to get 

the following place

从医院到超市

从邮局到公园

从酒店到学校

从书店到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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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先…,然后…,再…



先到先得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Culture corner

Common Saying

In saying “先到先得”（first come, first served）,“先” means 

“early”.The saying means that due to the limited amount of 

something, the ones who come early will get it, while those who 

come late won’t.Now it is usually used to encourage people to take 

initiative in doing something and to be ready and get start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