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现在累得下了班就想睡觉 

I am so tired that I want to do 

nothing but sleep afte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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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帽子 可爱 米 头发 

Part2 Texts& grammar： 如果，就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 Warm-up 

如果你有超能力你会做什么？ 



生词 Word1-3 

màozi 

帽子 

(n.) 
hat, cap 

tóufa 

头发 

(n.) 
hair 

 

可爱 

(adj.) 
 

 

kě’ài

lovely,

adorable



生词 Word4-6 

zhǎng 

长 

(v.) 
to grow, 

to develop 

mǐ 

米 

(n.) 
metre 

gōngjīn 

公斤 

(n.) 
kilogram 



生词 Word 7-8 

chéngshì 

城市 
(n.) 
city 

rènwéi 

认为 
(v.) 

to think, 

to believe 



生词 Word-9 

rú guǒ ,jiù 

如果，就 

(conj.) 

If, in case 

1. 如果有钱，我就去旅游了。 

2. 如果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吧。 

3. 如果是晴天，我们就去野餐。 



小  丽：我不喜欢一直住在同一个城市，想去其他城市看一看。 

周  明：我年轻的时候也这么想，但是那时候没有钱，如果有钱， 

              就去了。 

小  丽：那您现在为什么不去？ 

周  明：现在钱不是问题了，主要是没有时间。 

小  丽：我认为现在您有时间也不会出去玩儿。 

周  明：你说得对，我现在累得下了班就想睡觉。 

课文 Text 1  

chéngshì 

rúguǒ 

rèn wéi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什么？ 

1.  周明年轻时候为什么没有去旅行?

2.  现在周明为什么不能旅行?

3. 你喜欢旅行吗，有钱了，你最想做



语法 Grammar 1 

       如果……就…… 

The clause following “如果” is a hypothesis, 

and the clause after “就” is the result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1. 如果你喜欢，我就给你买。 
 
2. 如果有钱，我就去旅游。 
 
3. 如果不舒服，就去休息吧。。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the words given. 

 练习 Exercise1 

Ex：下雨、休息 
          
—— 如果明天下雨，我就在家休息。 

1. 晴天、踢足球 
 
——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钱、买车 
 
——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累、睡觉 
 
—— _____________________。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the words given. 



 
   

 

 练习 Exercise 2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如果 ________ ，运动会就 ________ 。 



 
   

 

 练习 Exercise 2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如果 ________ ，我就 ________ 去英国。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如果 ________ ，我就 ________ 。 



语法 Grammar 2 

V./adj.+得+V.phrase 

“得”can be used to form a complement to describe a 

certain state. Usually “得” is preceded by an adjective 

or a verb and followed by a verb phrase. For example 

 

 

 

 

1.  孩子们玩儿得不想回家。

2.  弟弟高兴得跳了起来。

3. 儿子累得下了班就睡觉了。

4. 人们忙得没时间跟别人见面。



 
   

 

 练习 Exercise 3 

完成句子  Complete the sentence 

1.  我牙疼得______________。 

2.  今天天气热得__________。 

3. 看了这个电影，她笑得________。 



                                                                                                             
                                                        mào zi 

同  事：谢谢你们来看我女儿。你送的小皮鞋和小帽子真漂亮。 
                            

小  丽：别客气，你女儿长得白白的、胖胖的，真可爱！现在多高了？ 
              mǐ        gōng jīn                                            

同  事：快1米了，25公斤。 

                                                  tóu fa 

小  丽：你看她鼻子小小的，头发黑黑的，长得像谁？ 

                                                           

同  事：像她爸爸，刚出生时他爸爸高兴得一个晚上都没睡着。 
         rú guǒ                           jiù 

小  丽：如果我也有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就好了。 

                 

课文  Text 2 

zhǎng                         kě ài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1.  同事的女儿长得怎么样？ 

2.  同事的女儿多少斤了？ 

3.  同事的女儿长得像谁？ 



语法 Grammar 3 

              AA的 

In Chinese, a monosyllabic adjective is often 

reduplicated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person or thing, indicating a deep degree. 



 
   

 

1. 你送的花红红的，我很喜欢。 
 
2. 这些草绿绿的，真漂亮。 
 
3. 他的鼻子小小的，长得像谁？ 
 

 
 



 
   

 Complete the sentences. 

 练习 Exercise 4 

1. 她的男朋友个子 ____________。 
 

 
2. 他的女朋友头发_____________。 



 
   

 Complete the sentences. 

1. 这只狗 _________ ，真可爱。 
 
 
2. 那个冰淇淋 _________ ，真好吃。 



 练习 Exercise 5 

用所学的词语填空 
 

马克的女朋友是个中国人，她 _____ 得

很 _____，_____ 长长的，鼻子小小的，

眼睛大大的，经常戴着帽子。她身高一 

_____ 五，体重四十 _____，马克觉得，

_____ 他的女朋友能再高一点儿 _____ 

好了。 



课 堂 活 动 Class Activities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answer the question 

with”如果……就……”. 

如果你有很多钱，你会做什么？ 
如果我有钱，我

就买一辆车。 

如果有时间你会做什么？ 

如果去旅游，你会去哪里？ 

如果你是超人，你会做什么？ 

如果你看到未来的你自己，你会说什么？ 



钱不是万能的 qián bú shì wàn néng de 

 文化角  Culture corner 

It means though money is important, it is not the answer to 

all problems. It tells us to have a correct attitude towards 

money. We may need money everywhere in life, but being 

wealthy doesn’t mean everything is possible. 

×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