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忘了把空调关了。

Don’t forget to turn off the 

air condit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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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图书馆 借 还 词典 空调

Part2 Texts& grammar： “把”字句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 Warm-up

Sometimes, do you feel it is too cold in a air-conditioned room?



Word1-3

Tú shū guǎn

图书馆
(n.)

library

Cí diǎn

词典
(n.)

dictionary

Kōng tiáo

空调
(n.)
air 

conditioner



Word-4

jiè

借
(v.)

To borrow,

to lend

这本书能借给我吗？

他借给我100元。

我要去图书馆借书。

Tā jiè gěi wǒ yī bǎi yuán

Zhè běn shū néng jiè gěi wǒ ma

Wǒ yào qù tú shū guǎn jiè shū



Word-5

huán

还
(v.)

To reurn

你什么时候还钱？

我要去图书馆还书。

东西还给小王了。

Nǐ shén me shí hòu huán qián 

Wǒ yào qù tú shū guǎn huán shū 

Dōngxi huán gěi xiǎo wáng le 



小 丽：我先走了。
Nǐ qù nǎr ?

小 刚：你去哪儿？
Wǒ yào qù tú shū guǎn jiè shū. 

小 丽：我要去图书馆借书。
Bāngwǒ bǎ zhè běn cídiǎn huán le ba.

小 刚：帮我把这本词典还了吧。
Hǎo ，nǐ lí kāi jiāo shì de shí hòu ，jì dé bǎ kōng tiáo guān le

小 丽：好，你离开教室的时候， 记得把空调关了。

Hǎo de ，fàng xīn ba

小 刚：好的，放心吧。

Text 1

Wǒ xiān zǒu le



Grammar 1

A 把 B + V + ……

Often used to request or order 

other people to do something.



（1）请你把衣服洗了。

（2 ）帮我把这本词典还了。

（3）你把灯关了吧

（4）我把东西忘在家里了

Nǐ bǎ dēng guān le ba

Bāng wǒ bǎ zhè běn cí diǎn hái le 

Qǐng nǐ bǎ yī fú xǐ le

Wǒ bǎ dōng xī wàng zài jiā lǐ le 



A 把 B + V + ……

If there is a negative adverb or a 

modal verb ect., it should precede”把”.

Grammar 1



（1）你没把书给我。

（2 ）你别把手机忘了。

（3）我不能把电脑给你。

（4）你可以把空调关了吗？

Nǐ bié bǎ shǒu jī wàng le

Nǐ méi bǎ shū gěi wǒ

Wǒ bú néng bǎ diàn nǎo gěi nǐ

Nǐ kě yǐ bǎ kōng diào guān le ma 



左右

Used after a numeral to  indicate an 

approximate number.

Grammar 2



（1）周末我一般十点左右起来。

（2 ）我们公司有五百人左右。

（3）这个笔记本五千块左右。

（4）我两点左右要出门。

Zhōu mò wǒ yī bān shí diǎn zuǒ yòu qǐ lái。

Wǒ men gōng sī yǒu wǔ bǎi rén zuǒ yòu 。

Zhè gè bǐ jì běn wǔ qiān kuài zuǒ yòu。

Wǒ liǎng diǎn zuǒ yòu yào chū mén。



Exercise1

Ex：记得关灯。 → 记得把灯关了。

我吃了苹果。→

我不能给你电脑。 →

你别忘了手机。 →

Jì dé guān dēng 。 →  Jì dé bǎ dēng guān le 。

Wǒ chī le píng guǒ 。

Nǐ bié wàng le shǒu jī 。

Wǒ bú néng gěi nǐ diàn nǎo 。



①完成对话。（左右）

你昨天几点去的学校？

。

你周末一般几点起床？

。

你坐车坐了几个小时？

。

Exercise 2 

Nǐ zuó tiān jǐ diǎn qù de xué xiào？

Nǐ zhōu mò yī bān jǐ diǎn qǐ chuáng？

Nǐ zuò chē zuò le jǐ gè xiǎo shí？



Exercise 3

用所学的词语填空。

玛丽很喜欢看书，所以她经常去（ ）。上周

三她去图书馆（ ）了一本（ ），今天要去（ ）

书。图书馆离她家不远，走过去二十分钟（ ）。

玛丽出门的时候太着急了，忘记关（ ），妈妈看

到后（ ）空调关掉了。

Mǎ lì hěn xǐ huān kàn shū ， suǒ yǐ tā jīng cháng qù shàng zhōu

sān tā qù tú shū guǎn le yī běn jīn tiān yào qù

shū Tú shū guǎn lí tā jiā bú yuǎn ， zǒu guò qù èr shí fèn zhōng

Mǎ lì chū mén de shí hòu tài zhe jí le， wàng jì guān mā mā kàn

dào hòu kōng diào guān diào le

还 空调 书 左右 借 图书馆 把
huán kōng tiáo shū zuǒ yòu jiè tú shū guǎn bǎ



课 堂 活 动 Class Activities

Key words：

Talk about today’s plan (including when, where, 

and what to do using “把”sentences and “左右”).

图书馆 tú shū guǎn library

词典 cídiǎn dictionary

写作业 xiě zuò yè do homework

借 jiè to borrow，to lend

下课 xià kè afternoon



你经常忘记一些事情吗？

贵人多忘事 guì rén duō wàng shì

The saying means that someone often forgets certain trivialities 

due to the enormous amount of work.

Culture corner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