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边运动，一边听音乐
       YKbiQn    yMndHng,            yKbiQn    tUng     yUnyuF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Learn the compound complex sentence  “一
边⋯⋯一边⋯⋯”;

掌握并列复句“一边⋯⋯一边⋯⋯”的用法

Learn to use the dynamic auxiliary “着”;

学会使用动态助词“着”；

Master the demonstrative pronoun “这么”;

掌握指示代词“这么”的用法；

Learn to express doubt with “是不是⋯⋯”.

学会使用“是不是⋯⋯”表示疑问。

Ask yourself  问问你自己 

Are you acquainted with your 
neighbors?

你和你的邻居熟悉吗？

Do you or your neighbors like to 
take morning exercise?
你或你的邻居喜欢晨练吗？

Do you or your neighbors have 
any pets?

你或你的邻居养宠物吗？

What are the pets’ names?

这些宠物都叫什么名字？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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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第5课  一边运动，一边听音乐

Word game “-1”
词语游戏：“-1”

□  打电话 dA diSnhuS

□  跑步 pAo bM

□  听音乐 tUng yUnyuF

□  踢毽子 tU jiSnzi

□  打太极拳 dA TSijIquWn 

□  打羽毛球 dA yLmWoqiP

Look at these pictures and guess what they are doing.

看图，猜一猜图里的人都在做什么？ 

运动、运动、
运动！

运动、运动、
运动、运动！  戴 wear

  dSi

  着  (added to a verb 
  zhe or adjective to
           indicate a continued 
              action or state)

  耳机 headphones  
  DrjU

  音乐 music  
  yUnyuF

  一边......一边......
  yKbiQn...yKbiQn...

  …while…

  运动 sports 
  yMndHng

  对了by the way
  duK le

   这么 so   

  zhFme  

  早 early  
   zAo

  亮 light   

  liSng

   跟......一起......
  gEn...yKqJ...

  together with ... 

  眼镜 glasses   

  yAnjKng

  清楚 clear   
  qUngchu

  遛 walk   

   liM

  座  measure word   
  zuH (for mountains)

  山 mountain  

  shQn

1

5

3

7

9

13

11

15 18

2

6

4

8

10

14 17

12

16 19

  挺(⋯⋯的) quite 

  tJng(...de)

  适合 fit   

  shKhR

  壮实 sturdy 

       zhuSngshi  

热  身Warm-up

The rules of the game are on page 10.
游戏规则见第10页。

 词  语
Vocabulary

耳机 音乐 运动 眼镜

清楚 遛狗 适合 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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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特: 刘阿姨， 早晨  好！
 KAitF:  LiP   QyI,       zAochRn hAo!

 刘阿姨: 早晨   好！
 LiP QyI: ZAochRn hAo!

 凯特: 您 怎么 戴 着耳机啊？您 在 听 音乐 吗？
 KAitF: NIn zDnme dSi  zhe    DrjU   a?     NIn  zSi tUng yUnyuF ma?

 刘阿姨: 是啊，我一边  运动，一边  听  音乐。对了，今天是 周末，
 LiP QyI:  shK a,     wG yKbiQn yMndHng, yKbiQn tUng yUnyuF.   DuK le,    jUntiQn shK zhTumH, 

  你 怎么 这么 早 就  起  床    了？
   nJ  zDnme  zhFme zAo  jiM    qJ chuWng   le?

 凯特 是啊，天 一 亮，我就 跟 爷爷一起  起  床    运动  了。
 KAitF: ShK a,       tiQn  yI liSng,  wG  jiM  gEn   yRye  yKqJ      qJ chuWng yMndHng  le.

 刘阿姨: 你爷爷在哪儿呢？我 没 戴 眼镜，看 不  清楚。
 LiP QyI:  NJ yRye   zSi    nAr   ne?     WG mRi dSi yAnjKng,   kSn  bu qUngchu.

 凯特: 他 在那儿，一边  跑步，一边 遛狗。
 KAitF:  TQ   zSi   nSr,        yKbiQn   pAobM,     yKbiQn  liM gGu.

 刘阿姨: 对了，你们家的那 只 狗 叫  什么 名字？是不是叫 泰森？
 LiP QyI:  DuK le,    nJmen jiQ de  nS  zhU gGu jiSo shRnme mIngzi?  ShK bu shK jiSo TSisEn?

 凯特: 刘阿姨,它叫 泰山，不是泰森。泰山 是  中国   的一座山。
 KAitF:  LiP  QyI,     tQ jiSo TSi ShQn,   bP shK TSisEn.  TSi ShQn shK ZhTngguY de yI zuH shQn.

 刘阿姨: 呵呵，没关系，这 两 个 名字
 LiP QyI: HEhe,     mRi guQnxi,   zhF liAng gF  mIngzi 

  都   挺 好 的，都  挺 适合它
  dTu  tJng hAo de ,    dTu tJng   shKhR tQ 

  的。看，它 多   壮实  啊！
  de.      KSn,     tQ duT  zhuSngshi a!

1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answer questions.

 听录音，回答问题。 1. 刘 阿 姨 在 做
什么？

2. 凯 特 的 狗 叫
什么名字？

第一部分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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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第5课  一边运动，一边听音乐

2 Choose the proper verb to fill in the blanks. You can use them more than once if 

necessary.

 选择合适的动词填空，词语可重复使用。

3 Group activity. Work in threes. Student A acts, student B makes a sentence with 

“他在⋯⋯”, and student C makes a sentence with  “一边⋯⋯一边⋯⋯” .

 小组活动。三人一组，A表演，B使用“他在⋯⋯”造句，C用“一边⋯⋯一边
⋯⋯”造句。

                 着眼镜                  着音乐                        着电视

                 着作业                 着足球                         着电话

                 着耳机                  着故事                          着面包

                 着牛奶                  着篮球                       着滑板

听 戴

看

打

玩 踢

讲

喝

写

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他在跑步。 他一边跑步，
一边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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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ke sentences as directed by the following pictures. Divide the whole class into 

three groups. The first and second groups describe “who”, and the third group 

describes “what to do”. Then make sentences with “X和Y一起⋯⋯” and see 

whether these sentences make sense.

 仿照下图，做造句游戏。全班分为三组，第一组和第二组分别写“谁”，第三组

写“做什么”，用“X和Y一起⋯⋯”造句，看看哪些句子是合理的。

5 Experience the ball game. When the drumming stops, the student with the ball should 

make a sentence with “一边⋯⋯一边⋯⋯”  or  “跟⋯⋯一起⋯⋯” .

 体验球游戏。敲击声停的时候，球到谁的手里，谁就用“一边⋯⋯一边⋯⋯”或
“跟⋯⋯一起⋯⋯”造句。

爸爸和警察一
起写作业。

爸爸 妈妈警察 姐姐写作业   购物

妈妈和姐姐
一起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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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第5课  一边运动，一边听音乐

  我 今年  夏天  要 去          ，那儿有一个  
   WG  jUnniWn   xiStiQn  ySo  qM                        nSr   yGu yI gF 

夏令营。我 在 看  这个  夏令营    的   广告，
xiSlKngyIng.  WG  zSi  kSn  zhFge   xiSlKngyIng   de  guAnggSo, 

你也           吧。
 nJ yD                     ba.

  这个  夏令营    有  美国人、 韩国人、 
  ZhFge   xiSlKngyIng   yGu    MDiguYrRn,       HWnguYrRn, 

日本人、法国人和            。 夏令营  的          
RKbDnrRn,     FAguYrRn   hR                          XiSlKngyIng de            

很   漂亮， 有 一 个 很 大 的   游泳池。 在 
hDn   piSoliang,    yGu   yI  gF    hDn  dS   de   yYuyGngchI.    ZSi 

这个   夏令营， 可以           藤球、 滑板、
 zhFge  xiSlKngyIng,        kDyJ                   tRngqiP,    huWbAn, 

羽毛球、排球、棒球、足球、篮球、          
yLmWoqiP,     pWiqiP,    bSngqiP,     zPqiP,       lWnqiP,                   

和 网球。
hR  wAngqiP.

1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fill in the blanks.

 听录音，填空。

1. 夏天 xiStiQn

 summer 

2. 夏令营
  xiSlKngyIng

 summer camp 

3. 广告 guAnggSo

 advertisement 

4. 游泳池 
   yYuyGngchI

 swimming pool 

5. 棒球 bSngqiP

 baseball 

6. 对象 duKxiSng

 object 

7. 联系人 liWnxKrRn

 contact 

8. 电子邮件  

 diSnzJ yYujiSn

 Email 

9. 休息 xiOxi

 rest 

10. 活动 huYdHng

    activity

Vocabulary 词  语  

第二部分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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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的男孩不能去这个夏令营。 （    ）

这个夏令营的时间是两个星期。 （    ）

可以联系张老师，也可以联系王老师。 （    ）

夏令营里有数学课。 （    ）

看电影的时间是上午十点。 （    ）

上午和下午都有汉语课。 （    ）

4

5

6

 

2 Read the advertisement and schedule of the summer camp and decide wheth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读一读夏令营的广告和时间表，判断正误。

北京汉语夏令营

 对  象: 10－17岁的男孩和女孩
 时  间: 7月22日－8月1日
 电  话: 010－58556336
 联 系 人: 张老师 王老师
 电子邮件: bjxialingying@126.com

夏令营时间表

08:50－09:45 汉语课
09:50－10:45 艺术课
10:45－10:55 休息
10:55－12:40 看电影
12:40－14:00 午饭
14:00－16:00 汉语课
16:00－17:30 体育活动
17:30－18:15 晚饭
22:30 睡觉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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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第5课  一边运动，一边听音乐

看书 kSn shO
read a book

筷子 kuSizi
chopsticks

看 筷

楼
写字楼 xiDzKlYu
office building

kuSi

lYu

kSn
1

2
4

3

5
6
7
8
9

2

1

3 4

13
11 12

9 10
7

5

8
6

1
2

3 6
5

4

12

10

11
13

9

7 8

Pictures and characters

图 片 汉 字

第三部分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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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刺绣  

刺绣，是中国著名的传统手工艺品，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人们用丝、绒或棉线，在

绸缎和布帛上穿孔引线，绣出各式各样的花纹和图案。现在有的刺绣作品远看像画、像照

片，近看才知道是绣出来的。
Chinese Embroidery

  As a traditional craft, embroidery has been one of China’s most famous feats for over 3000 

years. People work on satin and cloth, and make various designs with silk or cotton thread. Some 

embroideries look like a picture or a photo from a distance and won’t be known as handmade 

unless you come near.

你们国家也有刺绣吗？和中国的刺绣有什么不一样？

Are there any embroideries in your country? Are they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ones?  

这几张照片是北京的一个居民小区和小区里的体育设施，与你们那里的小区有何不

同？用图画、照片或者文字等来描述你的发现吧。

  The following pictures are some gym facilities in one community in Beijing. Are the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your community? Describe your discoveries with pictures, photos or words.

Experiencing China

体验中国

 Chinese Community

汉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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