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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怎么走?
How to Get to the Gymnasium?

In this lesson, you’ll learn to:
在本课，你应学会：  

3. describe directions on the campus.
 描述校园的方位。

1. ask for directions and understand them;
 问路并听懂所指的方向；

2. give directions for the one who asks the way;
 给问路者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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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ir work. Following Activity 1, tell about these places in your 
school by using the patterns given.

	 两人一组，根据活动1，用所给句型说说你们学校的这些地方。

图书馆
tPshOguAn

library

体育场 
tJyMchAng
stadium

教室
jiSoshK

classroom

实验室 
shIySnshK

lab

体育馆 
tJyMguAn

gymnasium

礼堂 
lJtWng

auditorium

食堂 
shItWng

dining hall

宿舍 
sMshF

dormitory

1	 Put ea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under the appropriate picture.
Then listen the recording and repeat.

	 将下列词语写在适当的图片下面。然后听录音，跟读。

                            

                            

Warm-up

热身

食堂  离  宿舍 

   很近。
                      不远。
                      有点儿远。
                      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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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月: 对不起，请问， 从 这儿到体育馆 怎么 走？
 WWng YuF:  DuKbuqJ,   qJngwFn,  cYng zhFr dSo tJyMguAn zDnme  zGu?

 大卫:  一直 向  北 走，到 第一个路口  往
 DSwFi:   YKzhI xiAng bDi zGu,   dSo dK  yU ge lMkGu   wAng

    东  拐，马路  南边 那个 白色的
    dTng guAi,     mAlM  nWnbian nSge   bWisF  de

  楼就是体育馆。
   lYu jiM shK  tJyMguAn.

 王月: 不好意思，我第一次 来 这个 学校，
 WWng YuF:  BM   hAoyKsi,        wG dK  yU  cK  lWi   zhFge  xuRxiSo,         
  不 知道“东 南 西北”, 你还是 说“前 后 左 右”吧。
   bM zhUdSo “dTng nWn xU bDi ”,     nJ hWishi shuT “ qiWn hHu zuG yHu”  ba.

 大卫: 一直 向   前 走，到 第一个路口  往  右  拐，马路 右边  有
 DSwFi: YKzhI  xiAng qiWn zGu,   dSo dK  yU  ge  lMkGu  wAng yHu guAi,    mAlM  yHubian yGu

   一个白色的楼，就是体育馆。
      yI ge  bWisF  de lYu,      jiM shK  tJyMguAn.

 王月: 体育馆离这儿 远  吗？
 WWng YuF: TJyMguAn  lI    zhFr  yuAn ma?

 大卫: 不太 远，走路大概需要几 分钟  吧。
 DSwFi: BP  tSi yuAn,     zGulM  dSgSi xOySo jJ  fEnzhTng ba.

 王月: 好的，谢谢。
 WWng YuF: HAode,      xiFxie.

 大卫: 不客气。
 DSwFi:  BP  kFqi.

 玛丽: 你 说 她 是 老师 吗？
 MAlK: NJ  shuT  tQ  shK  lAoshU  ma?

 大卫: 不是吧，我觉得她 是 个 学生。
 DSwFi:  BP shK ba,     wG juRde  tQ  shK ge xuRsheng.

 玛丽: 等   一下，大卫。体育馆⋯⋯你 确定  体育馆 在那里吗？
 MAlK: DDng  yIxiS,       DSwFi.      TJyMguAn …       nJ quFdKng  tJyMguAn  zSi   nSlJ  ma?

  我记得是 在马路北边啊。
  WG   jKde  shK  zSi  mAlM bDibian a.

(一个女的在校园里问路，两个高中生在帮她指路		A women is asking for directions on the campus 
and two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helping her.)

课 文 1T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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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  dSo

 to   

2. 往  wAng

 towards   

14. 等  dDng   

 wait    

15. 确定  quFdKng   

 certain   

16. 记得  jKde   

 remember    

17. 指  zhJ

 point   

3. 第  dK

 (used before cardinal numerals to indicate order)

10. 远  yuAn   

 far  

  9. 离  lI

 away

4. 路口  lMkGu

 crossing

 1 1. 走路  zGulM   

 walk

5. 拐  guAi

 turn

 1 2. 大概  dSgSi

 about  

6. 马路  mAlM

 road

7. 楼  lYu   

 building

8. 向  xiSng

 towards

13. 分钟  fEnzhTng   

 minute    

 大卫: 体育馆？不好，我告诉她的是图书馆。
 DSwFi: TJyMguAn?     BM hAo,    wG gSosu tQ de shK tPshOguAn.

 玛丽: 大卫，你 怎么可以 这样 指路呢？
 MAlK: DSwFi,       nJ zDnme   kDyJ zhFySng zhJ lM  ne?

     (In class next day)

 王月: 同学们，    早上  好，我叫  
 WWng YuF: TYngxuRmen,  zAoshang hAo,    wG jiSo 

  王    月，是你们 的新 汉语老师。
  WWng YuF,   shK nJmen de xUn HSnyL lAoshU.

 大卫: 天 啊！
 DSwFi:  TiQn a!

生词表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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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         很近/有点儿远/很远。

我家 图书馆 邮局 

纽约 美国

学校 体育馆 饭店 

北京 加拿大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look for the location of the gymnasium and the library, 
and then tell your partner how to get to the gymnasium.

	 听课文录音，在下图中找到体育馆和图书馆的位置。然后与同伴说一说去体育馆应该怎么走。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ell wheth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听课文录音，判断对错。正确的画“3”，错误的画“7”。

2

1

1. 王月以前来过这个学校。  

2. 王月不知道“前后左右”。

3. 体育馆是一个白色的楼。   

4. 玛丽记得体育馆在马路北边。

5. 大卫指错路了。

6. 王月是这个学校的新同学。     

Language focus 语言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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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Pair work. Look at the picture, and take 
turns to ask for and give directions use 
the sentence patterns given.

	 两人活动。根据图片，用所给句型轮流问
路和指路。

Class Activity. Blindfold a student, give 
him or her directions in Chinese and ask 
him or her to go to another student.

	 全班活动。蒙上一个同学的眼睛，其他同
学用汉语给他/她指路，让他/她去找另外一
个同学。

人 大 附 中
                         RRndS    FMzhTng

课 文 2Text 2

   我 叫  王  丽，是 人大 
    WG  jiSo WWng LK,    shK  RRndS

  附中 的 一名     高中生。
FMzhTng de  yKmIng gQozhTngshEng. 

  学校 离 我 家不 太 远， 
 XuRxiSo   lI  wG  jiQ  bP tSi yuAn,    

我 每 天 都 骑 自行车 去  
wG mDi tiQn dTu qI zKxIngchE  qM

  上学。   
shSngxuR. 

从⋯⋯到⋯⋯怎么走？
一直向⋯⋯，到⋯⋯往⋯⋯
拐，马路⋯⋯就是⋯⋯。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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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  附中  有  教学楼、实验楼、 图书馆、 体育场、
       RRndS  FMzhTng yGu   jiSoxuRlYu,     shIySnlYu,    tPshOguAn,      tJyMchAng,    

艺术  中心   等。 从  教学楼   往   北  走，到 第一个 路口    
yKshM  zhTngxUn dDng.  CYng  jiSoxuRlYu  wAng  bDi   zGu,    dSo dK   yU ge  lMkGu  

往    东  拐，然后 一直 走，就 能 看到  图书馆，这里是  同学们
wAng dTng guAi, rWnhHu  yKzhI   zGu,   jiM nRng kSndSo tPshOguAn,   zhFlJ shK tYngxuRmen

学习新 知识 的地方，是   学生 的 第二 课堂。体育场 离 
 xuRxI xUn  zhUshI  de dKfang,    shK xuRsheng de   dK’Fr   kFtWng.    TJyMchAng  lI

 教学楼 不  远，下课  后， 很 多  同学   都  在 这里   锻炼 
 jiSoxuRlYu  bM yuAn,     xiSkF    hHu,     hDn duT tYngxuR dTu  zSi    zhFlJ   duSnliSn

身体。从  教学  楼 往 西 走，就 是 艺术 中心。人大  附中
 shEntJ.  CYng jiSoxuR  lYu wAng xU zGu,     jiM  shK yKshM zhTngxUn.   RRndS FMzhTng

 艺术团   非常   著名， 我们在 美国   进行  过 四 次 表演，
 yKshMtuWn fEichWng zhMmIng,   wGmen zSi MDiguY  jKnxIng  guH   sK   cK  biAoyAn,

也  经常   去其他国家 表演。
yD jUngchWng  qM  qItQ  guYjiQ biAoyAn.

毕业生  去 哈佛大学、 哥伦比亚 大学  等  海外  著名  大学
bKyFshEng  qM    HQfY  DSxuR,      GElPnbJyS   DSxuR dDng hAiwSi zhMmIng dSxuR

学习。所以，很 多   学生   都  希望   能 进入 人大 附中 学习。
 xuRxI.      SuGyJ,     hDn duT xuRsheng dTu xUwSng nRng  jKnrM  RRndS FMzhTng xuRxI.

  我  非常  喜欢  人大 附中，你喜欢 你的 学校 吗？
  WG fEichWng xJhuan RRndS FMzhTng,    nJ xJhuan nJ de xuRxiSo ma?            

        2007      年，人大 
  Èr lIng lIng qU niWn,  RRndS 

 附中  的   毕业生   有       
FMzhTng  de   bKyFshEng   yGu 

    284       人进入北京
FrbAi bQshIsK rRn  jKnrM  BDijUng

大学、 清华  大学   等   
DSxuR,   QUnghuW DSxuR  dDng

中国      著名  大学 学习。也有
ZhTngguY zhMmIng dSxuR  xuRxI.      YD y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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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ure tips 文化小贴士		

  The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al system is adopted in 

China, which includes six-year primary and three-year junior high 

schooling. Within the category of secondary education, a senior 

high school is a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fter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It can be an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or a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or a polytechnic secondary school.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China, and it is the required qualification for enrolling in and 

choosing universities. Scheduled on June 7 and 8, the exam is held 

annually in most parts of China.

  中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包括小学六年和初中三年。高中

是义务教育结束后更高等的教育机构，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

中、中等专业学校等，属于中等教育范畴。高考是中国的高等教

育入学考试，是考生进入大学和选择大学资格的标准。中国大部

分地区每年举行一次高考，考试时间为每年的6月7日、8日。

 

1. 教学楼  jiSoxuRlYu  

 teaching building   

2. 实验楼  shIySnlYu   

 lab building

 5. 然后  rWnhHu

 then

3. 体育场  tJyMchAng  

 stadium

 6. 能  nRng

 be able to  

4. 艺术中心  yKshM zhTngxUn 

 arts center  

 7. 这里  zhFlJ

 here

 8. 知识  zhUshI

 knowledge   

10. 艺术团  yKshMtuWn

 arts troupe

 9. 课堂  kFtWng

 class

1 5. 海外  hAiwSi

 overseas 

11. 进行  jKnxIng

 process  

12. 表演  biAoyAn

 perform  

 13. 毕业生  bKyFshEng

 graduate   

14. 进入  jKnrM

 enter   

生词表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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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 names 专有名词 

1. 人大附中  RRndS FMzhTng 

 The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 北京大学  BDijUng DSxuR  4. 哈佛大学  HQfY DSxuR 

 Peking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3. 清华大学  QUnghuW DSxuR 5. 哥伦比亚大学  GElPnbJyS DSxuR

 Tsinghua University  Columbia University 

Read the text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阅读课文，选择正确答案。5

1. 人大附中离王丽家远吗？

 A 很近 B 不太远 C 有点儿远 D 非常远

2. 人大附中里面没有什么？

  A 教学楼 B 实验楼 C 图书馆 D 饭店

3. 从教学楼到图书馆怎么走？

  A 从教学楼往北走，到第一个路口往东拐，就能看到图书馆。

 B 从教学楼往南走，到第一个路口往东拐，就能看到图书馆。

 C 从教学楼往东走，到第一个路口往北拐，就能看到图书馆。

 D 从教学楼往西走，到第一个路口往北拐，就能看到图书馆。

4. 为什么图书馆是学生的“第二课堂”？

  A 因为学生们在这里上课 B 因为学生们在这里学习

 C 因为学生们在这里锻炼 D 因为图书馆又叫“第二课堂”

5. 同学们在哪儿锻炼身体？

  A 图书馆 B 体育场 C 健身房 D 艺术中心

6.  人大附中艺术团去过哪个国家进行表演？

  A 泰国 B 英国 C 美国 D 法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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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

 2. 我昨天一直在   你，你去哪儿了？

 3. 大家都认为人大附中的   非常优秀。

 4. 聚会那天，你和我一起   一个节目好吗？

 5.    是一种特别好的锻炼方式。

 6. 我们的   在图书馆南边，体育馆东边。

 7. 《甜蜜蜜》是我学会的   一首中国歌。

 8. 还   我吗？我是你的小学同学迈克。

 9. 从邮局出来   左拐，然后一直走，就是那个饭店。

 10. 今天上学的时候，我在   看见一只小狗。

往 第 离 走路  教学楼  

等 路口  表演  记得   毕业生

6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proper words.
	 选词填空。

Group Activity. Each one in the group describes your campus, then draws a 
sketch map of your campus and see whose sketch is the most accurate.

	 小组活动。几人一组，先说说你们校园的样子，然后每人画一张校园地图，看谁画得最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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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学习

Suppose the school introduction on the webpage needs updating. Imitate Text 2, 
write a passage to introduce your school.

	 假如学校的网页上需要更新校园介绍。请仿照课文2，写一段文字介绍你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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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haracters

Work in a group, to ask for directions in a residential area. For example, you may ask 
how to get to a restroom. Please perform the whole process in Chinese in class.
几人一组，去某个居住小区里问路，如：卫生间怎么走？然后在课堂上，用汉语表演出来。

挑战你自己Challenge yourself

Working in a group, form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the following radicals (radicals can 
be repeated) and see which group is the fastest and best.
几人一组，用下列部件组汉字（部件可以重复使用），看看哪个组完成得又快又好。
     

本  讠  木  果  娄  亻  己  公  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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