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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太着急赚钱
Don’t hurry to mak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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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提  以为 完全 赚  生意  谈 积累

Part2 Texts& grammar：以为     并 
                                      原来 Vs.本来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给下边的词语选择对应的图片：

A

    gǎnxiè
1.   感谢

  tánshēngyi
2.  谈生意

   zhīshi
3.  知识

B C

D E

    ànshí
4.  按时

  zhuànqián
5.     赚钱

  shǒumáng-jiǎoluàn
6.  手忙脚乱

F

导入 Warm-up



v. to mention提

v. to think,to believe以为

m. used for jobs among other things份

adv. completely完全

v. to earn赚

tí

yǐwéi

fèn

wánquán

zhuàn

生词（一）



将下列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份

提

完全

以为

赚

wánquán

fèn

zhuàn

tí

yǐwéi

m. used for jobs among other things

v. to earn

v. to think,to believe

adv. completely

v. to mention

练习



以为

(1)她汉语说得那么好，我还以为她是中国人呢。    (不是“中国人”)

(2)马克以为今天是星期一，到了学校一看，没人来上课，
才发现今天是星期天。

(3)我以为新工作比以前的好，没想到还没有以前好呢。

语言点

The verb“以为”indicate what the speaker thought goes against the fact



用“以为”完成句子：

还有半小时就到了，。1.

2. ________，其实很容易。

3. __________，没想到他们一直留在北京。

练习



提

他的提着两个大箱子。            (carry )

麻烦你帮我把那个袋子提起来。 (carry)

老师，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ask，bring)

语言点



别提了

A: 你和女朋友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B: 哎，别提了，我们已经分手了。



小林和小李聊小李的工作

小林：听说你又换工作了？今年已经换了三次工作了吧？

小李：别提了，我以为新工作比以前的好，没想到还没有以前好呢。

小林：上次那份工作你只做了两个月就离开了，其实，完全适应一个

          新的工作需要一年时间，所以，经常换工作不一定好。

小李：我也明白。但是那份工作的收入太少了！

小林：你才到新公司，不要太急着赚钱，多学习才是最重要的。

小李：好。我一定会努力把现在这份工作做好。

课文（一）

huàn

zhuàn

tí

shìyìng

zhòngyào

wánquán



 小李今年已经换了几次工作了？

 小林觉得完全适应一个新工作需要多久？

回答问题

 小林给了小李什么建议?



     小李今年_________工作了。他新工作比以前的好，其

实还没有________的好。小林_________工作需要_____时

间，经常换工作也不一定好。但小李______上一工作的收

入太少了。最后小林______小李，刚到一个新公司的时候，

不要______，要多________。

填空(tiánkòng)



n. business,trade生意

v. to talk,to discuss谈

adv. used before a negative forem phasis并

v. to accumulate积累

n. experience经验

shēngyi

pron. all,every一切

tán

bìng

jīlěi

jīngyàn

yíqiè

生词（二）

 谈生意   生意很好

 积累经验  

 谈话    谈论   



生意   难    觉得   很   谈   我

谈    并    其实    容易    生意    不

时候   的   开始   刚   工作    重要   很   经验      积累

连词成句



并

（1）其实，人们将来做什么工作可能和上学学的专业并没有

        太大关系。

（2）我原来以为做生意很简单，后来才发现其实并不容易。

（3）根据调查，人每天晚上最少应该睡7个小时，但是这并不适合
           每一个人。  

语言点

Used for a negative for emphasis



选择合适的句子补全对话：

A:  咱们明天下午两点去看电影，马克没告诉你吗？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 A:  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我都习惯在早上锻炼身体。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A:  我跟你的学习方法差不多，为什么我的汉语水平没有提高呢？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我不知道啊，他并没有告诉我。
2): 我不知道啊，并他没有告诉我。

1): 我并没知道你有这个习惯。
2): 我并不知道你有这个习惯。

1): 可能这种学习方法并不适合你。
2): 可能这种学习方法不并适合你。

选择



王经理和马经理在说工作

王经理：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马经理：我们和上次哪个公司的生意终于谈成了。

王经理：太好了！你工作那么努力，公司会越来越好的。

马经理：我原来以为做生意很简单，后来才发现其实并不容易，

                现在赚钱越来越难了。

王经理：慢慢来，万事开头难，重要的是要多积累经验。

马经理：我相信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公司的生意会越做越大，

            一切都会好的。

课文（二）

Shēng yi 

jī lěi jīngyàn

yī qiè



什么事让马经理很高兴？

现在马经理觉得做生意容易吗？

回答问题



马经理谈成了一笔生意，所以很高兴。1.

2. 王经理觉得马经理工作不努力。

3. 马经理以前觉得做生意很难。

4. 马经理认为现在赚钱越来越难了。

5. 马经理相信只要努力，公司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大。

判断对错



原来（n.）

 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原来最快差不多需要12个小

时，现在有了高铁，5个小时就能到了。

朋友觉得自己太胖了，所以每天跑步减肥。原来他

有190斤，昨天他告诉我现在他只有160斤了！

语言点

“开始的时候、从前”  “the beginning，the pass” indicating the situation 
described in the clasuse or sentence following i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pass



按原来的计划应该是两周，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

朋友原来的体重是190斤，现在他只有160斤了。

原来（adj.）语言点

“以前的、没有改变的”—— 原来的



她原来是汉语老师，现在已经成了一名律师。

我原来不喜欢这种手机，但用了一个月以后，我

觉得这种手机比别的都好用。

原来（adv.1）
语言点

“以前的某一个时期”  used as an adverb to indicate”a certain period in the 
pass”,meaning something/somebody has changed now.



马克一直等李明回电话，可是电话一晚上都没来，原来李

明把马克的电话号码记错了。

A: 快一年没回家了，今年夏天我打算回德国看看爸妈。

B:原来你是德国人啊？我一直以为你是英国人呢！

语言点
原来（adv.2）

“发现了以前不知道的情况” indicates the discovery of a formerly unknown 
situation.It can be used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subject.



判断下列句子中的“原来”是否使用正确，如不正确，请改正：

是你原来啊！我几乎没认出来。1.

2. 我觉得他原来应该学法律，不过后来发现新闻专业更适合他。

3. 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冷？天气预报原来还说今晚25度呢！

练习



原来（adj.）

这是它原来／本来的颜色，不过现在已经穿了好几年了，颜色都变

了。

本来（adj.）

原来（adv.）

我家原来／本来住这儿附近，不过这里以前不像现在有这么多楼房。

本来（adv.）

原来vs本来

“以前的、没有改变的”

“以前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

相同点：Similarities



原来（adv.）

我还以为是谁帮我打扫

房间呢，原来是你啊！

本来（adv.）

我还以为是谁帮我打扫

房间呢，本来是你啊！

这本书本来应该昨天

还给你，真不好意思！

这本书原来应该昨天

还给你，真不好意思！

原来（adv.） 本来（adv.）

不同点：Differences

原来vs本来

“发现了以前不知道的情况” “按道理应该这样”



1. 事情总是变化着的，我们需要及时对_____的计划
做出改变。

原来 本来

2. _____是你啊，我差点儿没认出来。

3. 我大学____是学中文专业的，只是后来当了律师。

4. 我_____星期二就能回来，但是公司让我再调查一
下，所以我就留下继续工作了。
5. 我在后面叫她，可她一直没回头。等到了她身边，
才发现______我认错人了。

✓

✓ ✓

✕

选词填空



我们今年的工作都已经按照计划完成了。这一段时间，尽管工作很紧张，

中间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因为有大家的努力，我们成功地解决了问

题，顺利地完成了工作，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另外，马经理让我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大家按时完成了工作，公司决定这个月给每

人多发三千元奖金。感谢大家这三个多月的努力工作，希望明年能有更

大的成绩。

阅读 yuèdú：reading

 ànzhào

chénggōng

 gǎnxiè shùnlì

 xiāoxi  ànshí

 jiǎngjīn

prep. According to

adj. successful

adj. smooth v. to thank

n. news adv. ontime,on schedule

n. moneyaward, bonus



课堂活动 
Class Activities

    问 答

你最希望做哪种工作？

你是自己开公司还是在公司工作？

你觉得做生意容易吗？为什么

你认为找工作时什么最重要？

如果工资比较低，你会换工作吗？

你觉得常常换工作的人没有责任心吗？

双人活动 Pair Work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