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是塑料袋

1. express what is about to happen;
 表达即将发生的事情；

2. express the successive relation;
 表达承接关系；

3. express the addition relation by using 一A比一A⋯⋯
 “一A比一A⋯⋯”表示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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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Not a Plastic Bag

In this lesson, you’ll learn to:
在本课，你应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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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Look at the following four couples of 
pictures,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ch couple and tell your 
partner.

	 找不同。看看下面四组图片，每组中的两幅图片各有什么不同？跟你的同伴
说一说。

2	 Wha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there in your country? Referring 
to Activity 1, discuss with your classmates and write down the results 
in the table.

	 你们国家的环境都有什么问题？请参考活动1，与同学们讨论一下，将讨论结
果写在下面的空格里。

水 山 城市 垃圾

A

E

B

F

C

G

D

H

Warm-up

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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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差:	 以前		刷	牙	的	时候，我	总是		一边	
 BQchQi: YJqiWn shuQ yW  de   shIhou,    wG zGngshK yKbiQn 

	 	 刷		牙	一边	开着	水龙头。我	喜欢		
  shuQ yW  yKbiQn  kQizhe shuJlYngtYu.  WG xJhuan 

	 	 		用	水，我	觉得	水	是		用	不	完	的。
  yHng shuJ,   wG   juRde shuJ shK yHng bu wWn de. 

	 	 自从	我	知道了	世界	上							20％						的	人	面临着	缺		水	的	
  ZKcYng wG zhUdSole    shKjiF shang bAifEnzhU FrshI de rRn miSnlInzhe quE shuJ de

	 	 问题，而且	水	一	天	比	一	天	少，我	就	不	再	浪费	水	了。
  wFntI,       RrqiD  shuJ  yK tiQn  bJ   yK  tiQn shAo,   wG   jiM    bP  zSi  lSngfFi shuJ  le. 

	 	 现在		我		刷		牙	的	时候	一	定	会			关上				水龙头。你	说，
  XiSnzSi   wG  shuQ   yW  de  shIhou  yIdKng  huK guQnshSng shuJlYngtYu. NJ shuT,   

	 	 如果	没有了	水，地球	将	会		变成					什么样			呢？
  rPguG  mRiyGule  shuJ,    dKqiP jiQng huK biSnchRng shRnmeySng  ne?

	 周	红:	 以前	我	去	饭店		吃饭	的	时候，都	用	一次性	的	木	筷子。
 ZhTu HYng: YJqiWn  wG  qM fSndiSn  chUfSn de shIhou,     dTu yHng yIcKxKng de  mM    kuSizi. 

	 	 我	觉得	一次性	筷子	很	方便。自从		我		
  WG  juRde   yIcKxKng    kuSizi  hDn fQngbiSn. ZKcYng  wG 

	 	 知道	一	棵			生长了			20			年	的	大	树	
  zhUdSo  yK   kE shEngzhAngle FrshI niWn de  dS  shM  

	 	 只		能			制成				6000	~	8000					双			筷子，
  zhU nRng zhKchRng liM qiQn dSo bQ qiQn shuQng kuSizi, 

	 	 我	就	不	再		使用	一次性	筷子	了。
  wG   jiM   bP   zSi shJyHng  yIcKxKng   kuSizi    le.      

	 	 现在		我	总是		随身		带	一		双		筷子，
  XiSnzSi  wG zGngshK suIshEn dSi    yK shuQng kuSizi,   

	 	 这样			又		干净		又		环保。你	说，如果	没有了	森林，地球	
  zhFySng yHu gQnjKng yHu huWnbAo.  NJ  shuT,    rPguG  mRiyGule    sEnlIn,     dKqiP 

	 	 将			会			变成						什么样			呢？
  jiQng huK biSnchRng shRnmeySng  ne?

	 玛丽:	 以前			上学		的	时候，我	总是		让	爸爸	开车	送	我。自从	
 MAlK: YJqiWn shSngxuR de shIhou,     wG zGngshK rSng bSba kQichE sHng wG.    ZKcYng 

课 文 1T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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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知道	汽车	尾气	会			造成			空气	污染，而且	石油	一	年
  wG zhUdSo qKchE   wDiqK  huK zSochRng kTngqK wOrAn,      RrqiD   shIyYu   yK niWn 

	 	 比	一	年		少，我	就	不	再	坐	爸爸	的	车		上学		了。现在	
    bJ  yK  niWn shSo,   wG   jiM    bP  zSi  zuH   bSba  de  chE shSngxuR le.      XiSnzSi 

	 	 我	每	天	骑	车		上学，这样		既	可以	保护		环境，又	可以	
  wG  mDi tiQn qI chE shSngxuR, zhFySng  jK      kDyJ   bAohM huWnjKng,  yHu    kDyJ 

	 	 锻炼		身体。你	说，如果	没有	
  duSnliSn shEntJ.    NJ shuT,     rPguG mRiyGu 

	 	 新鲜		的		空气，地球		将		会	
  xUnxiQn  de   kTngqK,     dKqiP  jiQng   huK 

	 	 		变成					什么样			呢？
  biSnchRng shRnmeySng  ne?

 

1. 水龙头		 shuJlYngtYu

 tap

12. 生长		shEngzhAng

 grow

2. 自从	zKcYng

 since

13. 制		zhK

 make

14. 双		shuQng

 pair

15. 随身		suIshEn

 portable

 8. （变）成		(biSn) chRng

 become

3. 面临		miSnlIn

 confront

 9. 一次性		yIcKxKng

 disposal

4. 缺		quE

 lack

10. 木（头）		mM (tou)

 wood

5. 浪费		lSngfFi

 waste

6. 地球  dKqiP

 earth

7. 将		jiQng

 will

1 1. 筷子		kuSizi

  chopstick

生词表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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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环保		huWnbAo

 envrionmental protection

21. 污染		wOrAn

 pollution

17. 森林		sEnlIn

 forest

22. 石油		shIyYu

 petrolum

18. 开（车）		kQi (chE)

	 drive

23. 保护		bAohM

	 protection

19. 尾气		wDiqK

 discharged gas

24. 环境		huWnjKng

 envrionment

20.造成		zSochRng

 cause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de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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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个子	 	 树木	 	 学生	

污染	 	 城市

1. 以前巴差刷牙的时候喜欢开着水龙头。

2. 以前巴差觉得水是不会用完的。

3. 世界上只有20%的人没有缺水的问题。

4. 周红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因为一次性筷子不环保。

5. 制成6000~8000双筷子需要20棵大树。

6. 以前玛丽的爸爸总是开车送她去上学。

7. 玛丽不再坐车上学了是因为石油一年比一年贵。

8. 现在玛丽每天都骑自行车去上学。

一年比一年

高	 少	 多	 严重	 漂亮

Language focus 语言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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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Work in pairs to discuss with your partner whether you have any habits advers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两人一组，和同伴讨论一下，你们是否也有不利于环保的习惯。

A mini interview. Work in a group to interview one another concerning how they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see who is the “sta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your group.
小采访。几人一组，互相采访对方是怎么保护环境的。看看谁是本小组的“环保之星”。

2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complete the sentence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pictures. 
Then retell the story in your own words.
听课文录音，完成句子，并选择正确图片。然后用自己的话复述一下。

(								)	1.	 以前，我总是	 	 	 刷牙	 	 	 开着水龙头。我觉得水是

	 	 	 	 的。	 	 	 我知道了还有很多人	 	 	 缺水的问题，我就

不再	 	 	 水了。如果没有水，地球	 	 	 变成什么样呢？

(								)	2.	 以前，我喜欢用	 	 	 木筷子。我觉得它很	 	 	 。现在我

总是	 	 	 带一	 	 	 筷子，这样又干净又	 	 	 。如果没

有森林，地球将会变成什么样呢？

(								)	3.	 以前，我总是让爸爸开车送我去上学。自从我知道汽车尾

气会造成空气	 	 	 ，我就每天骑车	 	 	 ，这样既可

以	 	 	 环境，又可以	 	 	 身体。如果没有新鲜空气，地

球将会变成什么样呢？

名字 例子1 例子2 例子3 例子4

我

 同伴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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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不 是 塑料 袋
                   wG    bP   shK    sMliSo    dSi

	 	 					2007					年		4		月			25		日，英国			出现了	
            Èr lIng lIng qU niWn sK yuF FrshIwL rK,    YUngguY chOxiSnle      

一	款				环保		购物	袋。这		款	白色	的	棉布		
 yK kuAn huWnbAo gHuwM  dSi.    ZhF kuAn  bWisF    de  miWnbM 

袋	是	由		著名		设计师	安娅	设计	的，上面			
dSi  shK yYu zhMmIng   shFjKshU    A

—
nyS    shFjK    de, shSngmian  

写着“我		不	是	塑料	袋（I’m NOT A Plastic Bag）”。这	款			环保			
xiDzhe    “wG    bP   shK   sMliSo  dSi        (I’m NOT A Plastic Bag)”.             ZhF kuAn huWnbAo 

购物	袋	卖	得	很	快，价格	也	从	最	开始	的	5			英镑，		涨到了		
gHuwM dSi mSi  de hDn kuSi,     jiSgR   yD cYng zuK   kQishJ  de wL yUngbSng, zhAngdSo le   

几	百		英镑。
  jJ   bAi yUngbSng.

	 	 最	早	的	时候，人们			用	木	盒子、铁	盒子	或者	木	箱子、
            ZuK zAo de  shIhou,   rRnmen yHng mM     hRzi,       tiD     hRzi   huHzhD  mM xiQngzi, 

铁	箱子		装			东西。木	和	铁	很				重，于是	人们		发明了	棉布	袋，
tiD xiQngzi zhuQng dTngxi.    MM  hR   tiD hDn zhHng,  yPshK rRnmen fQmIngle miWnbM dSi, 

后来	又	出现了	纸	袋。		1950				年，美国人	发明了	塑料	袋。
hHulWi  yHu chOxiSnle  zhJ  dSi.  YU jiL wL lIng niWn,  MDiguYrRn fQmIngle    sMliSo dSi. 

塑料	袋		用		起来		很		方便，所以	用		得	越	来	越	多。到了
SMliSo   dSi  yHng   qJlWi    hDn  fQngbiSn,  suGyJ yHng  de   yuF   lWi  yuF duT.    DSole 

			1996		年，5	个	袋子	中			差不多	有	4	个	是	塑料		制成		的。
yU jiL jiL liM niWn,   wL ge   dSizi zhTng chSbuduT yGu  sK ge  shK   sMliSo zhKchRng de.

	 	 塑料	跟	棉布、纸	不		一样，它	是	一	种“白色	污染”。为了
            SMliSo gEn miWnbM,    zhJ   bM  yIySng,     tQ  shK   yK zhGng  “bWisF   wOrAn”.     WFile 

保护		环境，很	多	人	不	使用		或者		不	再		使用		塑料	袋。袋子
bAohM huWnjKng, hDn duT rRn  bM shJyHng huHzhD   bP  zSi   shJyHng  sMliSo  dSi.       DSizi 

的		历史		从	布	袋	开始，又	回到了	布	袋。现在，使用		塑料	
de      lKshJ  cYng  bM  dSi   kQishJ,   yHu  huIdSole   bM   dSi.    XiSnzSi,   shJyHng  sMliSo   

袋		成了	不		环保		的	表现，而	纸	袋	则	是	亲切	友好		的	表现，
dSi chRngle  bM huWnbAo de biAoxiSn,    Rr   zhJ dSi  zR   shK  qUnqiF yGuhAo  de biAoxiSn, 

最			环保	的	表现		则	是	使用	布	袋。
zuK huWnbAo de biAoxiSn zR  shK shJyHng  bM dSi.

课 文 2T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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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款		kuAn

 model

1 1. 箱子		xiQngzi

 case

6. 价格  jiSgR

 price

4. 购物  gHuwM

 go shopping  

12. 装		zhuQng

 store

7. 英镑  yUngbSng

 pound

2. 袋（子）  dSi (zi)

  bag

13. 重	 zhHng

 heavy

14. 于是	 yPshK

 thus

16. 表现	 biAoxiSn

 expression

15. 纸	 zhJ

 paper

17. 亲切	 qUnqiF

 genial

18. 友好	 yGuhAo

 friendly

8. 涨  zhAng

 increase

5. 棉布  miWnbM

 cotton cloth

9. 铁  tiD

 iron

1. 塑料  sMliSo

 plastic

10. 盒子  hRzi

 box

   Culture tips 文化小贴士		

	 	 Since June 1, 2008, “the Order of Plastic Bag Restriction” 

has been officially implemented, which initiates the nation-wide 

practice of charging plastic shopping bags and marks the beginning 

of prohibiting production, sale and use of plastic bags whose 

thickness is less than 0.025mm. Plastic bags in shopping centers and 

supermarkets are charged. No super-thin plastic shopping bags can be 

offered to passengers or visitors on trains, buses, boats and planes and 

at stops, airports and scenery spots.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order, 

the use of plastic bags has been reduced by 2/3 and the recycling rate 

of disposal plastic bags has increased considerably.

生词表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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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the text and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ions with your partner.
阅读课文，然后跟同伴一起讨论下列问题。

5

1.	 “我不是塑料袋”是谁设计的？

2.	“我不是塑料袋”的价格是多少？

3.	 塑料袋发明以前，人们用什么装东西？

4.	 塑料袋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5.	 袋子的使用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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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	 	 	 太阳镜是我们今年刚刚设计推出的新产品，很受年轻人欢迎。

 2.	 她工作五年了，已经从一名年轻的大学生	 	 	 了一名优秀的教师。

 3.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我们的世界	 	 	 变

得更加美好。

 4.	 大家都觉得他在这次比赛中的	 	 	 非常出色。

 5.	 王志是李宁的粉丝，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拥有一	 	 	 李宁牌篮球鞋。	

 6.	 	 	 	 我来到中国，我的汉语水平越来越高了。

 7.	 当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饭吃以后，就	 	 	 浪费粮食了。	

 8.	 我们听说老师生病了，	 	 	 买了一些水果去医院看她。

将会  自从  不再  于是  变成  款  表现  双

6

  从2008年6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限塑令”，在全国范围内

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

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商场超市内的塑料购物袋单独收费。旅

客列车、客船、客车、飞机、车站、机场及旅游景区等也不得再向

旅客、游客提供超薄塑料购物袋。中国实施“限塑令”后，全国塑

料袋的使用量减少了2/3，一次性塑料袋的回收率也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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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the following passage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with your classmates.
阅读下面的短文，跟同学们讨论下列问题。7

Make a plan for a most environment friendly day according to the discussion in 
Activity 7 and then write an article about it.
根据活动7的讨论，设计出你认为最环保的一天，写成一篇短文。

8

	 	 乐活（lFhuY,	LOHAS），是由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中每

个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也就是

“健康、可持续（kDchIxM,	 sustainable）的生

活方式”。“健康、快乐、环保、可持

续”的生活就是“乐活族”心中的理想生

活。“乐活族”不仅注重自己生活的环

保，而且支持地球的环保；既认真保护自

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也努力保护周围的

环境。比如，他们节约用水，一水多用，

去超市购物时不用塑料袋，少开车，少使

用手机，不吃垃圾食品等等。

	 	 乐活的生活方式在欧美国家很早就出现了，现在在中国也越来越流

行了。

	 	 1.	你是不是“乐活族”？

	 	 2.	你周围有没有“乐活族”？

	 	 3.	你认为“乐活”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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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you ever seen any artware made of shabby 
clothes and boxes? Please make a similar article of 
“garbage” artware and present it to your class.
你见过用旧衣服、破盒子等等制作的工艺品吗？请制作
一个类似的“垃圾”工艺品，并给同学们展示一下。

汉字学习 เรียนตัวจีน

Group activity. Each one in the group writes down a Chinese character consisting of each of 
following radicals. 
小组活动。几人一组，看看下面几个部首，每人写一个由这些部首构成的汉字。

氵	 浪

王	 球

土	 境

汉字学习Chinese Characters

挑战你自己Challenge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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