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lingo Chinese

人与自然
Humans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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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凉快  热闹  广播  倒  趟  暑假  活泼
                     海洋  美人鱼  仍然  排列  梦 

Part2 Texts& grammar：  倒     仍然
                                      趟 vs.次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中国国宝大熊猫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 Warm-up
你喜欢什么动物？为什么？

What’s your favorite animal? Why?

喜欢的动物 样子 特点 喜欢的原因

狗 活泼

猫

鸟

熊猫

小小的

大大的

胖胖的

漂亮

活泼

安静

聪明

可爱

好像朋友一样

好像家人一样

让我不感到寂寞

喜欢照顾她的感觉



生词 Word

 liángkuài

凉快
adj.

pleasantly cool

 rè nao            
热闹

adj.
busy,bustling

guǎngbō            
广播

n.
broadcast,radio



生词 Word

dào
倒

(v. /adv.)
fall, upside down;
(used to indicate contrast)      

       yet,acturally

tàng
趟

(m.)
    (used for a round trip)      

                     time

zhào
照
(v.)

       to take a picture,
      to photograph

倒水           倒立 照相       照镜子



生词 Word

rùkǒu
入口

(n.)
entrance

huópō
活泼
(adj.)

     vivacious

páiduì
排队

(v.)
     to form a line,
        to line up



小夏：最近天气越来越凉快了，风一刮，草地上就会有一层厚厚的黄叶，看来

         秋天已经到了。

安娜：这几天香山特别热闹，随着气温的降低，那里许多植物的叶子都由绿变

         黄或者变红，吸引了很多游客参观，咱们今天也去看看吧。

小夏：你看天上的云，今天肯定有大雨。再说，香山上看红叶的人太多了。咱

         们改天去长城吧，广播里说那里也有不少专门看红叶的好地方。

安娜：真可惜，我还想多照点儿香山的照片呢。去长城倒是一个好主意，那我

         们明天去吧。

小夏：明天恐怕也不行，明天是我爸的生日。

安娜：没关系，那我们再约时间。

 课文 Text 1 小娜和安娜在聊天气
liángkuài

rè nao

guǎng bō

dào

guā



1. 最近的天气怎么样？

2.安娜今天想去哪里玩儿？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3.小夏觉得香山怎么样？他建议去哪儿？

4.安娜说什么时候去？小夏去吗？



语法 Grammar 1

倒
“倒” means to pour something from a container

1. 麻烦你帮我倒杯咖啡吧，困死我了。

2.你怎么咳嗽得这么厉害？我给你倒杯水吧。
“倒”（yet）means constrary to the fact, implies blame or indicates 

concession.Sometimes”倒是” is used instead.

1. 我以为坐出租车会快些，没想到倒比骑车还慢。
2. 你说得倒是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3. 区长城倒是一个好主意，就是太远了。



练习 Exercise 1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倒)

B: 好的，你想喝绿茶还是红茶？



练习 Exercise 1 

我的房间不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倒）



练习 Exercise 1 

B: 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倒是）

A: 您儿子跟我聊天时告诉我，他想大学毕业后就去当演员。



复述  Retell the dialogue 

安娜: 天气变_______,香山很________,很多人_______,

       我也想去________。小夏说人_______,也可以去_____。

       我说，那我们________________,他却说明天_______，

       要改天________________。



马克：上个月我去了趟北京动物园，那里约有500种动物，听导游说北京动物园是
          亚洲最大的动物园之一。
小夏：去年放暑假的时候，我也去过一次，我在那儿看了马、熊猫、老虎等动物。
         我特别喜欢熊猫，可惜它们当时大多在睡觉。
马克：我去的那天正赶上六一儿童节，许多父母带着孩子去动物园。入口处排队
         的人很多，动物园里热闹极了。熊猫们也变得特别活泼，我还给它们照了
         不少照片呢。
小夏：大熊猫身子胖胖的，样子可爱极了。
马克：不过，他们数量不多，现在全世界一共才有一千多只吧。
小夏：以前只有中国有大熊猫，为了表示友好，从1957年开始，中国把大熊猫作
         为礼物送给其他一些国家。现在，很多国家的人们在本国都能看到大熊猫了。

 课文 Text 2 马克和小夏在聊动物
tàng

yàzhōu

shǔjià

rènao huópō

rùkǒu

zhào



1. 马克去了哪儿？那儿有多少种动物？

2.小夏喜欢什么动物？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3.马克什么时候去的？那边怎么样？

4.大熊猫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作为国家礼物送给其他国家的？



语法 Grammar 2

趟
“趟”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round trips.

1. 上个月我去了趟北京动物园，那儿约有500种动物。

2. 我要出趟差，你能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小狗吗？

3. A：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你有什么安排吗？

    B：我打算先回一趟家，看看我奶奶，然后回学校

         准备考试。



练习 Exercise 2 

A：我要_________________，你有什么要买的吗？（趟）

B:  买点儿巧克力和水果回来吧。



练习 Exercise 2 

A：经理，_________________，我想请假一天可以吗？（趟）

B:  当然可以。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练习 Exercise 2 

A：今天寒假___________________,那里的气候和北方不同，尽管

现在是冬天，但那儿非常暖和，还能吃到许多新鲜的水果。（趟）



趟  Vs. 次

 Same： both indicate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an action takes place and  

often interchangeable.They are used with actions involving coming and 

going,such as”来-come，去-go，走-walk，跑-run，接-pick up，送-see off”

2.  昨天我生病了，我去了一趟/次医院。

1. 今年暑假我去广东玩儿了一趟/次。

3.   老公，我忘记带伞，麻烦你跑一趟/次，帮我拿一下吧。



趟 Vs.次

Difference: 1. when they indicate the meaning of the times of actions

 “趟”indicates a trip back and forth,only used for actions or behaviors that involve coming and going,

   “次”indicates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an action,not necessarily a back-and-forth on,repeats.

1. 回来的路上我去了趟银行。

2.  小时候，爷爷差不多每个月都带我去看一次京剧。

Difference:2.  “次”can be used for verbs indicating other behavior,such as”问，说，看，讨论”，
while“趟”has no such usage.

     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我刚才叫了你两次，你都没听到。

Difference:3.  “趟” can also be used for buses or trains that travel at a scheduled time on a fixed 

route,similar to”辆”and “列”,while “次”cannot be used this way.

附近好几趟公交车都能到我工作的公司。

你每天回家是坐哪一趟车啊？



选词填空

1. 去年放暑假的时候，我去了一        北京动物园。

趟 次

2. 我们去       超市吧，明天出去玩儿得买点儿饼干和面包。

3. 中午我给你打了好几       电话，你怎么都不接呢？

4. 他没赶上最后一____公共汽车，只好坐出租车回家了。

5. 西红柿鸡蛋汤的做法很简单，我保证你一____就能学会。



生词 Word

hǎiyáng

海洋
(n.)

sea,ocean

páiliè            
排列

(v.)
to put in 
order,to

réngrán
仍然
(adv.)
still,yet

她虽然受伤了，但是仍然坚持工作。



生词 Word

mèng
梦
(n.)

dream

gōnglǐ
公里
(m.)

kilometer

měirényú 
美人鱼

(n.)
   mermaid



 课文 Text 2

      地球上大约71%的地方是蓝色的海洋，在美丽的海底世界里，

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我们小时候都听说过美人鱼的故事，

其实真正的海底世界比故事里写的更美。科学研究发现，海洋底部

看上去非常安静，然而却不是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海底的动物们一

直在“说话”，只不过人的耳朵是听不到的。另外，就算在几公里

深的海底也仍然能看到东西，许多鱼会发出各种颜色的亮光，就像

一个个排列起来的灯，美极了，就像在梦里一样。



2.海底非常热闹，动物们都在“说话”。

3.很多鱼会发出各种颜色的亮光。

正误 True or Fault

4. 鱼儿做梦也会排在一起发光。

1.地球上海洋面积比陆地小。



语法 Grammar 2

仍然

“仍然 ”means the situation is the same as before without any change.

1. 就算在几公里深的海底，也仍然能看到东西。

3. 足球决赛时，如果90分钟后仍然是0比0，按照规定，可以进

行加时赛来决定输赢。

2. 人比动物聪明，但动物仍然有很多值得人学习的地方。

仍然+ V.



练习 Exercise 2 

1. 我又跟我丈夫谈了这件事，他仍然没有同意，_______

2. 尽管这知识一场误会，________

A: 一个20岁就放弃了理想的人，心已经老了。

C: 但我们仍然能从中学到很多事情。

3. 一个70岁还有梦的老人，仍然年轻。_______

B: 你再跟他好好儿商量一下。

完成句子



竟然       仍然      突然         

1.真实没想到，四年的大学生活________这么快就结束了！

2.A：刚才太危险了，那辆车怎么回事？

   B：不知道，________加速，估计是新手，刚学会开车。

同字词练习  Exercise
jìng rán

unexpectedly still，yet sudden

3.只要你不放弃努力，就________有希望。你总会找到一条合适的

   路，通往成功的目的地。

réng rán tū rán



练习 Exercise 4 

广播凉快 热闹 难受 

1.A: 下了雨，_____多了，前几天实在是太热了。

   B: 是啊，前两天晚上热得都睡不着，今天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2.A: 你经常参加学校举办的舞会吗？

   B: 不，我从来没参加过，我不太喜欢_____。

3.A: 工作半天了，起来活动活动。

   B: 好，坐久了确实有些_____。

4.刚才我听_____说明天可能会下大雨，足球比赛恐怕要推迟了。



活动 Activity 

相互了解下对保护自然的看法
Learn about each other’s opinions on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complete the 

form.

问 答
哪些动物应该得到保护？为什么？

你同意用动物做实验吗？为什么？

你会用动物的皮毛做的衣服吗？为什么？

植物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海洋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shíyàn

experiment

pelage yǐngxiǎng

influence，affectsēnlín

forest



文化 
Culture 中国国宝大熊猫

the national treasure of China—Giant Panda

zhōngguó guóbǎo dàxióngmāo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