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上的风景
The view along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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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航班 推迟 登记牌 怪可怜 合格
小吃 减压 收拾 精神百倍

Part2 Texts& grammar： V着 V着,  V起
一……就……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香辣Vs麻辣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Warm-up

你认为最理想的旅行方式是什么样的？为什么
Questionnaire about  the use of cell phones

跟谁一起 旅行方式 出发时间 旅行内容 多长时间

普通朋友 开车 一放假就出发 自然风景 三四天

你爱的人 坐飞机 心情不好时 历史文化 一个星期左右

家人 坐火车
有了足够的钱

城市生活 大概一个月

自己 走路 父母同意时 美食小吃 想去多久就多久



生词 Word

háng bān

航班
(n.)

schedule fight

zuī chí

推迟
(v.)

to postphone

to delay

dēng jī pái

登机牌
(n.)

boarding pass



生词 Word

zhù hè

祝贺
(v.)

to congratulate

guài

怪
(adv.)

rather，quite

kě lián

可怜
(adj.)

pitiable

hé gé

合格
(v.)

qualified，up 

to standard



看图选词并造句
Matchthe picture with the words and describe the pictures with sentence using the words.

A CB

D FE

1 收拾 _________         2 小吃 _________            3 烤鸭 ________

4 加油站________         5 高速公路 ______            6 干杯 ________

shōushi

gāosùgōnglùjiāyóuzhàn

kǎoyāxiǎochī

gānbēi



朋友：该加油了，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

小张：我记得过了大桥往右一拐就有一个，大概有四五公里远。

朋友：好，那我就放心了，别开着开着没油了。你去北京的航班是几点的？时间

来得及吗？

小张：航班本来是十点的，后来机场网站上通知推迟了一个小时，所以九点半

以前到就应该没问题。

朋友：刚才我还有点儿担心来不及呢。一会儿加完油，往西走五百米就能上高速

公路。走高速公路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

小张：一会儿我自己进去换登机牌，你就不用送我了，等我到了首都机场再给你

发短信。

课文 Text 1 小张去北京，朋友送他去飞机场

gāosù gōnglù

háng bān

jiāyóuzhàn

tuī chí

dēng jī pái shǒu dū

capital of a country



1.李进因为什么事情担心？

2.他和王静是怎么解决的？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3.王静坐的航班时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4.她和李进大约多长时间能到达机场？

5.你开车的时候出现过突发事件吗？
你怎么处理的？



语法 Grammar 1

V+着+V+着

usually single character verb.

1. 好，那我就放心了，别开着开着没油了。

2. 她讲着讲着自己就先笑了，而大家却不明白她到底为什么笑。

3.晚上躺在草地上看星星的感觉非常棒，有时候躺着躺着就安静地

睡着了。

(就) V +

another action occurs when one is going on 



练习 Exercise   



练习 Exercise   



练习 Exercise   



练习 Exercise   

1. 小时候的记忆总是那么美好，_______

2. 那天的羊肉饺子太好吃了，________

A: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C: 吃着吃着就吃了两盘。

3. 这篇小说写得太无聊了，________

B: 有时候总是想着想着就笑了。



练习 Exercise   

1.乘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由于天气的原因，您乘坐的

CA1864_____推迟起飞。

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558982

2.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海南，_____中有任何事您都可以找我商量。

3. A: 小高，听说你出国的时间_____了。

B: 是的，我的签证还没有办好，大概得10月底才能走。

推迟航班 旅行

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558982


孙月：女儿下个星期就要放寒假了，到时候咱们带她去旅游，放松放松，怎么样？

丈夫：平时女儿那么多课，总是说想去旅行，但是没时间，怪可怜的。这次放假

咱们带她去哪儿玩儿比较好呢？

孙月：去年我同事带她儿子去广西玩儿了一趟，听说很不错，我们就去广西吧。

丈夫：好啊，那里的气候和北方很不同，即使是冬天，也非常暖和，还能吃到许

多新鲜的水果。等女儿一回来我就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孙月：先别着急说。中午我们不是要去对面的饭店吃烤鸭，祝贺她考试成绩都

合格吗？那时候再告诉她，不是更好？

丈夫：好主意，到时她知道了肯定特别开心。

课文 Text 2 孙月和丈夫计划放寒假带女儿去旅行

guàikělián

kǎoyā

roast duck

zhùhè

hé gé



1.孙月和丈夫为什么想带女儿去旅行？

2.他们准备去哪儿旅行？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3.他们想在什么时候告诉女儿去旅行这个消息？为什么？

4.你假期会带孩子去哪儿旅行？



语法 Grammar 2

一...... 

1. 100年前，空调一出现就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2. 等女儿一回来我就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就 ……+

two events happen one immediately after the other,event may or may not 

share the same object.

as soon as…



语法 Grammar 2

一...... 

1.儿子小时候一说话就脸红，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声音

也很小，我当时很为他担心。

2.父母必须让孩子从小就知道，不是所有的东西一哭

就能得到。

就 ……+ if…then…,”要是…就…”

Condition a situation that would ocour under the condition

3. 妈妈一进房间，他就把手机装了进来。



练习 Exercise   



练习 Exercise   



练习 Exercise   



练习 Exercise   

1. 明天我要去上海出差，_______

2. 张阿姨还是不适应北方的气候，________

A: 他们一开会就要开四五个小时。

C: 一去北方就觉得皮肤很干，感觉不舒服。

3. 马经理上午去开会了，________

B: 每次我一去上海就要去那家饭店吃饭。

完成句子



一个人有时间一定要去旅行，旅行不仅能丰富一个人的经历，

而且是很好的减压方法。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旅行能让我有机

会尝到各地有名的小吃。放假的时候，我会收拾好行李，带上地图，

买张火车票，向目的地出发。说起吃的东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湖

南菜。湖南菜的特点就是辣，与其他地方的辣不同，湖南菜的辣主

要是咸辣、香辣和酸辣。虽然全国各地都有湖南饭馆儿，但最好还

是直接去那里尝一尝。每次旅行结束后，我都会精神百倍地开始我

的工作。

课文 Text 3

xiǎo chī shōushi

jīng shén bǎi bèi

chū fā

là

xiāng suān



1. 对“我”来说，旅行有哪些好处？

2.旅行中什么东西给“我”的印象最深？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3.它有哪些特点？

4.你去过最难忘的地方是哪儿？



语法 Grammar 3

1. 说起吃的东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湖南菜。

2. 聊起那场网球比赛，他们俩就兴奋得停不下来了。

V. 起

说、谈、讲、问、提、聊、回忆 + 起 + n.

Introduce the thing that an action involves

speak talk speak ask mention chat recall

3. 要是有人问起那件事，你就告诉他你还没接到通知，

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练习 Exercise   

1. 聊起上学时候有趣的事情，_______

2. 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________

A: 当我们说起那件事，还像刚发生的一样。

C: 总会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故事。

3. 尽管已经过去十多年了，________

B: 大家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完成句子



练习 Exercise   

完成句子

笑话祝贺 合格

1.“活到老，学到老”。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必须坚持学习。努力

获得新的知识，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速度，做一个_____的现代人。

2. A: 你这一肚子的_____，都是从哪儿听来的？

B: 有个网站上有很多，看到有趣的我就记下来。我把网址发给你

，你也去看看吧。

3. A:这次活动非常成功，我们顺利完成了公司交给的任务。

B:辛苦了，_____你们！来，干一杯！



Culture 

麻辣 香辣

花椒 jiāo 朝天椒

cháotiānjiāo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