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经济
Intern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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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Objective

主要交际内容

练习与活动

文化导入

 

互联网生活

探讨互联网经济

交流讨论



互联网生活
文 化 导 入

      

      如今，互联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

网不仅仅为我们沟通、学习、娱乐提供了便利，而且购物、

订票、订酒店、叫外卖，甚至相亲，都可以在网上轻松便

捷地完成。互联网经济让经济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互联网+X”的经济业态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你觉得互联网经济有什么特点?

Rú jīn,    hùliánwǎnɡ  yǐ jīnɡ shèntòu dào wǒmen shēnɡhuó de fānɡfānɡ-miànmiàn, hù lián

wǎnɡ bù jín jǐn wèi wǒ men ɡōu tōnɡ,     xué xí,          yú lè    tí ɡōnɡ le    biàn lì,        ér qiě ɡòu wù, 

dìnɡ piào , dìnɡ jiǔ diàn,       jiào wài mài ,  shèn zhì xiānɡ qīn ,  dōu kěyǐ zài wǎnɡshànɡ qīnɡsōnɡ biàn 

jié de wán chénɡ.  Hù lián wǎnɡ jīnɡ jì rànɡ jīnɡ jì xínɡ tài fā shēnɡ le fāntiān-fùdì de biàn huà.

“ Hù lián wǎnɡ +X ”        de jīnɡ jì     yè tài   pénɡ bó fā zhǎn ，   yǐ jīnɡ chénɡwéi wǒmen shēnɡhuó bù 

kě-huò quē de yī bù fen. 



重点词

pénɡ bó

蓬勃
thriving

biàn jié

便捷
convenient and fast

蓬勃发展

hù lián wǎnɡ

互联网
internet

biàn lì

便利
equipment



重点词

bù kě huò quē

不可或缺
indispensable

  fān tiān fù dì 

翻天覆地
earthshaking

   xiānɡ qīn 

相亲
blind date 

翻天覆地的变化

shèn tòu

渗透
permeate; infiltrate



重点词

xiào lǜ

效率
efficiency

fù ɡōnɡ

复工
work resumption

yè tài

业态
type of business

fù chǎn

复产
production resume

yú lè

娱乐
entertainment



常用对话

Jeff：李经理，好久不见，你们那边的疫情怎么样了？

李明超：谢谢你的关心，我们这的疫情基本结束了，从上个月

             开始已经复工了。

Jeff：我们这还是很厉害。我们现在还是居家办公，生活上也

          很不方便。

李明超：疫情影响下，人们不出门，在线购物激增，促进了在

           线买菜、在线学习等新的经济业态的发展。

                               Lǐ jīnɡ lǐ ，           háo jiǔ bú jiàn ，          nǐ men nà biɑn   de     yì qínɡ zěn me yànɡ le ？

      Xiè xiè      nǐ de   ɡuān xīn ，    wǒ men zhè de      yì qínɡ    jī běn      jié shù le ，   cónɡ shànɡ ɡè yuè 

      Yì qínɡ yǐnɡ xiǎnɡ xià ，     rén men bù chū mén ，     zài xiàn ɡòu wù      jī zēnɡ ，      cù jìn     le   zài

  xiàn mǎi cài 、       zài xiàn xué xí    děnɡ xīn de     jīnɡ jì      yè tài     de   fā zhǎn.

      kāi shǐ    yǐ jīnɡ     fù ɡōnɡ le.

  Wǒ men zhè   hái shì    hěn  lì hɑi.         Wǒ men xiàn zài    hái shì     jū jiā    bàn ɡōnɡ ， shēnɡ huó shànɡ yě 

      hěn bù fānɡ biàn.



常用对话

Jeff： 是啊，互联网经济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起来。我们这里的

          网上叫外卖也流行起来了。

李明超：互联网便捷了生活，提高了工作效率，确实很不错。

            现在我也天天叫餐。

Jeff：对，我也考虑开发一个在线理发平台，疫情期间，不少人

        都宅在家，头发也长了没法打理，我觉得这是一门好生意。

李明超：真棒，有机会我也想参与一份。

Jeff： 太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干。！

Shì ā ，       hù lián wǎnɡ    jīnɡ jì    zài     yì qínɡ   qī jiān pénɡ bó    fā zhǎn    qǐ lái 。         wǒ men zhè lǐ    de

wǎnɡ shànɡ jiào wài mài yě      liú xínɡ    qǐ lái     le 

Hù lián wǎnɡ   biàn jié   le  shēnɡ huó ，   tí ɡāo     le ɡōnɡ zuò xiào lǜ ，         què shí hěn bú cuò 

xiàn zài   wǒ yě     tiān tiān jiào cān.

Duì ，      wǒ yě      kǎo lǜ      kāi fā      yí ɡè    zài xiàn     lǐ fà     pínɡ tái ，       yì qínɡ    qī jiān ，     bù shǎo rén

dōu zhái zài jiā ，        tóu fɑ     yě chánɡ le   méi fǎ      dǎ lǐ ，         wǒ   jué dé   zhè shì    yì mén  hǎo shēnɡ yi

zhēn bànɡ ，     yǒu jī huì      wǒ yě xiǎnɡ   cān yù yí fèn 

Tài hǎo le ，        wǒ men    ké yǐ      yì qǐ ɡàn ！



回答问题

可视电话

1、Jeff和李明超在讨论什么？

2、他们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3、Jeff想做什么事情？



简述

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这个对话：

可视电话

 

Jeff：今天见到李经理，他们那儿……，但是我们这

里……。疫情影响下……，互联网经济……，我们这里

的……。李明超也……。我在考虑……,因为……,我觉

得……。李经理……。



熟能生巧 请选择重点词填空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s using the above Chinese marketing terms

1.互联网经济在疫情期间            发展起来。

2.互联网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_______。

3.互联网经济让经济形态发生了           的变化。

4.互联网提高了我们的工作_______。



重点句型
 还是……： still...

1、我们这里的疫情还是很厉害。

2. 我们现在还是居家办公，生活上也很不方便。

Wǒ men zhè lǐ     de   yì qínɡ hái shì   hěn  lì hɑi.

Wǒ men xiàn zài hái shì jū jiā bàn ɡōnɡ ， shēnɡ huó shànɡ yě hěn bù fānɡ biàn .



互联网经济：几大类型
Internet economy： main types

diànzǐ shānɡwù 
电子商务

 

hùliánwǎnɡ 
jīnrónɡ

互联网金融
 

jíshí tōnɡxùn

即时通讯
 

sōusuǒ yǐnqínɡ

搜索引擎
 

wǎnɡluò yóuxì

网络游戏
 



学以致用
和你的朋友聊一聊你对互联网经济的看法。
Talk abou your opinion of internet economy with your friends.

便利

效率

变化

发展

未来

……



温故知新

词语  互联网  便利  效率  蓬勃  渗透  娱乐

业态  翻天覆地  不可或缺 

句子  互联网经济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起来。

 互联网经济让经济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