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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一片红叶

	教学目标

1.	掌握本课词语

2.	学习语法

 a. “把”字句（2）
 b. “是……的”句式（2）
3.	交际话题

 谈论季节和自然

4.	文化知识

 了解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

	教学重点

1.	词语重点

当（当作）  弄  到处  美  难怪  一共  
从来  唯一  像  感动  笑话  舍不得  花

2.	语法重点

 a. “把”字句（2）
 b. “是……的”句（2）

	教学内容

1.	词语教学

1.1 词语认读（1） 
当（当作）：

把红叶当书签  把啤酒当水喝

她不把我当朋友看。

弄 ： 
（别）把电话号码弄错了 
把钱包弄丢了。

把衣服弄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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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电脑弄坏了。

到处 ：

房间里到处都是水，怎么回事？

在那儿，到处都可以看到红叶。

美 ：

真美  太美了  美极了 
美美地睡一觉  美美地吃一顿

想得美  
难怪 ： 

她在中国学过一年，难怪她汉语说得这么好。

听说她病了，难怪今天没来上课。

难怪房间里这么热，他把空调关了。

一共 ：

一共多少钱？

我们班一共有 18 个学生。

那个地方我一共去过 3 次。

1.2 词语认读（2）
从来 ：

我从来不喝酒。

他从来没去过中国。

唯一 ：

唯一的朋友  唯一的礼物  唯一的爱  唯一的中国老师

唯一的办法  唯一爱过的人  
像 ：

他画的老虎像一只猫。

我觉得她像一个日本人。

感动 ：

这个电影把很多人都感动了。

很多人被这个电影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他的话感动了很多人。

笑话 ：

我说得不好，你们别笑话我。

你那样做会让人笑话的。

笑话！我怎么可能那么做呢。

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吧。

舍不得 ：

他有点儿舍不得花钱。

教师手册3.indb   34 2015-3-31   12:32:20



035

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舍不得用

花 ：

这件衣服是我花 200 多元钱在中国买的。

钱都被我花完了。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完。

2.	课文教学

2.1 对话教学

听录音，理解内容。

提问 ： 
（1）陈静为什么把香山红叶放在书里？

（2）陈静说有人把加拿大的枫叶叫什么？

（3）加拿大的枫叶什么时候最漂亮？

（4）杰克为什么很喜欢枫叶？

（5）为什么有人把加拿大叫“枫叶之国”？

（6）陈静为什么不马上把笔借给杰克？

（7）杰克知道加拿大国旗上的枫叶一共有几个角吗？你知道吗？

对话解释，领读。

学生分配角色读。

2.2 短文教学

听录音，理解内容。

提问 ：

（1）陈静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2）陈静的男朋友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3）陈静和男朋友认识多长时间了？

（4）陈静男朋友送给她的红叶是从哪儿摘来的？

（5）陈静收下红叶的时候，为什么特别感动？

（6）为什么有人笑话陈静？

（7）你觉得陈静的男朋友小气吗？

（8）你觉得爱情能不能 / 应该不应该用钱来表达？

领读，解释难点。

学生朗读。

短文复述 ：陈静和她的男朋友。

3.	语法教学

3.1“把”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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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把 Y VC 了

X ：人 / 有能力、力量的事物。

C ：动作的结果（一般是形容词）或趋向（趋向动词）。

你把我的衣服弄脏了。

我把护照弄丢了。

对不起，我把地址写错了。

她的话把我气坏了。

你把那本书给我拿过来。

你把地址写下来。

3.2“是……的”句式

S 是 P 的

中国的长城是非常有名的。

东京的东西是非常贵的。

这样做是不行的。

这样说是可以的。

我是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她的。

不认真学习是学不好汉语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教学参考

1.	词语

1.1 关于重点词语的补充说明

当（当作）：一般用在“把”字句中。

弄 ：口语里的多义动词，和“搞”相近。

美 ：口语（“美丽”是书面语）。“美”可以做补语，还可以是语素。如 ：

美事 / 美差  想得美  美女

新词语 ：美眉 网络词语，上网的（漂亮）女孩儿。跟“妹妹”、“美丽的眉毛”

声音和意思有关。“男性”叫“大虾”（因为一直弯着腰坐在电脑前面），但不太好听，

所以又叫“大侠”。

难怪 ：一般用在句子（主语）的前面，可以在前一分句，也可以在后一分句。表

示明白或理解了某一情况。

从来 ：一般用在否定句中。“从来不 / 没 VP”，只指“过去”的某一段时间。如果

句子中没有参照时间，则指从过去到现在。如 ：“我从来不抽烟”。

唯一 ：做修饰语（定语），名词中心词一般要用“的”。

舍不得 ：舍不得 + 动词性短语 / 小句。肯定形式是“舍得”。俗语 ：“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狼。” 意思是不愿意付出代价就不能获得成功。

花 ：可以“花钱”，也可以“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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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词语

爱 ：一般不能用在“把”字句中，可以用在“被”字句中。

著名 ：和“有名”意思基本差不多，“著名”更“有名”一些。“著名作家 / 歌星 / 演员”

等不用“有名”。现在“著名”用得太多，太随便，“著名”变得不“著名”了。

小气 ：一般不用“不”修饰。反义词是“大方”，不是“大气”。相关的词语有 ：

小气鬼 / 小家子气。北方口语同义词 ：抠门儿。

生怕 ：“就怕 / 只怕”的意思。后面一定是动词短语或小句。没有否定格式“不生怕”，

只能说“生怕不 / 没 VP”。
国花 ：没有作为生词出现。

之 ：是古汉语的遗留，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的”。类似的词语还有很多，如“鱼米

之乡”“友谊之花”“感激之情”等等。

2.	语法

2.1“把”字句

“把”字句是汉语语法的难点之一。什么时候在句法上必须用“把”字句，第二册

已经学过。这里介绍一下什么时候在表达上可能用“把”字句。

（1）说话人想表示某种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某一目的的实现）的时候。如果结

果是说话人不希望发生的，说话人的意思可能是想说明“把”的主语是责任者。反之，

说话人的意思可能是想指出“把”字句主语的一种“能力”。例如 ：

你把我的衣服弄脏了。

对不起，我把地址写错了。

造成某种结果的不仅是人，也可以是某种力量。因此“把”字句的主语可能是无

生命的。例如 ：

她的话把我气坏了。

孩子的哭声把她吵醒了。

（2）说话人想表示为了实现某一目的采取某一手段或行为的时候。例如 ：

你把信给我，我给你寄。

（3）说话人想表示某种目的的时候。例如 ：

把你的词典借给我看看。

有些动词如“当 / 当作 / 看作 / 叫作”以及“成”做补语的动词短语，如“看成 /
听成 / 写成 / 变成”等，一般要求使用“把”字句。这些可以在词语教学时指出。

本课的重点是介绍“把”字句表示结果的用法。

2.2“是……的”句

第二册里已经学过“是 + 时间 /地点 /方式+ V.+ 的”。这里的“是……的”句有所不同。

前者中“是”是对比焦点的标记，“的”跟时间有关，“是”可以省略，“的”不能省略。

可以有否定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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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的“是……的”句是一种强调格式。“是”和“的”一起表示确认的语气，所

以在句法上不是必需的，“是……的”都可以去掉，但“是”不能单独省略。

“是……的”句含有评议、说明、描写语气。经常用在下面几种情况。

（1）形容词作谓语。 形容词含有评议成分，因此很多形容词谓语句可以变换成这

种“是……的”句。如 ：

北京的夏天是很热的。

（2）谓语中有助动词。“可以 / 可能 / 能 / 会”等助动词表示“情态”，也含有评价

说明语气，所以也可以用“是……的”确认。如 ：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是不会向他道歉的。

（3）否定句。这时否定表示一种评议，因此也可以用“是……的”确认。

上课的时候不能睡觉。上课的时候是不能睡觉的。

（4）委婉肯定。“是……的”格式一般没有否定用法，除非是为了表示委婉的肯定。

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

3. 背景知识

本课选红叶为谈论话题。因为很多地方秋天都有红叶，秋天的红叶为许多人所喜爱。

加拿大的枫叶更是非常著名。

每个民族都用自己的方式赋予植物以象征意义。有时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异，这是

在学习语言时也应该注意的。

中国人认为梅、兰、竹、菊是高雅的“四君子”。松、竹、梅是“岁寒三友”。中

国的国花现在还没有确定，不过牡丹和梅花的呼声最高。牡丹是“花中之王”，象征高

贵。梅花在冬天开放，象征高洁。

	听力文本

对话

男 ：张小美，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你男朋友没给你过生日吗？

女 ：男朋友？你说杰克？

男 ：当然是他，你什么时候换男朋友啦。

女 ：现在还没有。不过快了。

男 ：怎么了？

女 ：他太小气了。今天是我生日，他只送了一片树叶给我。

男 ：树叶？

女 ：一片他从加拿大带来的枫叶。他说枫叶可以表达爱情。

男 ：真有意思。

女 ：有意思？说得好听。我认识他快一年了，他从来没送过好东西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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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1）张小美今天怎么啦？

 A. 很高兴 B. 很生气 C. 很感动

（2）张小美的男朋友是谁？

 A. 江山 B. 马力          C. 杰克

（3）今天是谁的生日？

 A. 陈静          B. 张小美          C. 杰克

（4）张小美觉得杰克怎么样？

 A. 很小气        B. 很好           C. 很有钱

（5）杰克为什么送枫叶给张小美？

 A. 中国没有枫叶     
 B. 张小美喜欢枫叶       
 C. 杰克想用红叶表达爱情

短文

小王的家在农村。父亲和母亲都是农民，没有多少钱给他。小王就自己去打工。

因为知道钱来得不容易，所以他从来不随便花钱，从来不去饭店大吃大喝，他还特别

爱惜东西，用旧了也舍不得扔掉。

小王和女朋友认识快两年了，从来没买过礼物送给女朋友。有人笑话他，说他太

小气。小王听了也不生气。他觉得他现在没有钱，但是他有一颗爱心。爱情是用心来

表达的，不是用钱表达的。

问题 ：

（1）小王的家在哪里？

 A. 市区      B. 郊区     C. 农村

（2）关于小王，下面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 特别爱钱

 B. 从来不去饭店大吃大喝

 C. 舍不得扔旧东西

（3）小王和女朋友认识多长时间了？

 A. 一年 B. 两年 C. 一年多

（4）为什么有人说小王太小气？

 A. 他从来不去饭店吃饭

 B. 他不花钱买东西送女朋友

 C. 他舍不得扔旧东西

（5） 下面哪一个不是小王的意思？

 A. 他没有钱，但是他有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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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爱情不是用钱能表达的

 C. 有了爱情就有了钱

练习参考答案	

练习二

1. 辨字组词

（1）摘花 / 红叶 （2） 捧着 手捧 （3）打工 / 电话 （4）换车 / 人

（5）推人 / 自行车 （6）拍照 （7）接朋友 （8）撞车 / 人

2. 写出下面词语的反义词

（1）坏 （2）难看 （3）难听 （4）难吃 （5）难学 （6）难办

3. 选词填空

（1）会  （2）会  （3）能  （4）能  （5）能  （6）会 / 能

4. 给括号里的词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

（1）A  （2）C  （3）B  （4）C  （5）B

5. 组词成句

（1）我一共去过 10 个国家。

（2）我一共学过 800 个生词。

（3）他 / 我从来不把我 / 他当朋友。

（4）陈静是我唯一的中国朋友。

（5）看上去今天可能不会下雨。

6. 用“是……的”改写下面的句子

（1）我是不怕她们笑话的。

（2）这么大的事情，我是不会忘的。

（3）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不能当作生日礼物送人的。

（4）总统是很忙的。

（5）北京的夏天是很热的。

（6）我是从来不喝咖啡的。

7. 用所给的词填空

（1）唯一 （2）象征 （3）把 （4）觉得 （5）下来 （6）好看 （7）书签

（8）像  （9）住  （10）只

教师手册3.indb   40 2015-3-31   12:32:20



041

8. 用括号里的词或句式把下面的句子翻译成中文

（1）她看上去不像一个老师。

（2）我觉得爱情比钱更重要。

（3）陈静生病了，难怪她今天没来上课。

（4）我的空调坏了，你能把它修好吗？

（5）这种小气的男人，我是不会喜欢的。

（6）他从来不把我当朋友。

练习三

1. 听力理解

根据听到的内容，选择正确的答案 ：

对话 ：

（1）B （2）C （3）B （4）A （5）C
短文 ：

（1）C （2）A （3）C （4）B （5）C

3. 阅读理解

根据短文内容，判断下面的说法是否正确 ：

（1）F （2）F （3）F （4）F （5）T

	交际任务设计

进行完课文教学后，教师可以视情况设计交际任务，作为课堂补充活动或课后作业。

本课的交际任务可以是“一份浪漫的礼物”。

任务目标 ：本班男生送给女生、女生送给男生一份浪漫的礼物。

任务步骤 ：

1. 宣布目标。本班男生为一组，女生为一组，互赠浪漫礼物。

2. 组内讨论。小组内讨论什么礼物才是浪漫的 , 就该话题展开讨论。

3. 学习语言。教师可给出相关语言表达的知识。

4. 小组实践。小组间送礼和接受礼物。

 5. 评比总结。评比不同小组所送礼物是否合适，探讨什么才是浪漫的礼物，教师总结

相关语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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