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in Us!
加入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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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学习目标    1. Talk about club activities. 
2. Draw up a plan.

 谈论社团生活 

 制订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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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
dEngshQn

摄影
shFyJng

辩论
biSnlMn

演讲
yAnjiAng

游泳
yYuyGng

跳舞
tiSowL

旅行
lVxIng

看电影
kSn diSnyJng

踢球
tU qiP

Warm-up    热  身

1.	Look at the pictures, try to tell the names of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and then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peat.

 看图，试着说出下面几项活动的名称。然后听录音，跟读。
	

2.	Tell your partner what you like to do and the clubs you want to join according to 
Activity 1, and then ask your partner about his/her plan.

 根据活动1，向同伴介绍一下你喜欢做哪些事情，你想参加哪些相关的社团。然后问问同伴的想
法是什么。

我 同伴

A：我喜欢 看电影 ，所以我想参加 电影世界社团 。

B：我每天都 游泳 ，所以我打算参加 游泳俱乐部 。

唱歌
chSng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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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嗓子”合唱团

听，这是“金

嗓子”合唱团在唱

歌。我们认为，人

的声音是世界上最

美丽的声音，你是

不是也和我们的观

点一样呢？

要是你对自己

的歌声有信心，还

想认识更多喜欢音

乐的朋友，你就加

入我们，让我们一

起唱歌吧。

模拟联合国

想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热点话

题吗？想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美好

吗？来模拟联合国吧。在这里，你

可以扮演联合国秘书长或者各国外

交官，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出你

的观点，和“对手”进行辩论。

只要你关注世界和平，你就可

以加入我们！

Text 1     课文1

加入我们吧！

新学期开始了，学校里的各个社团都在欢迎新成员的加

入。听听他们的介绍，想想有没有你感兴趣的社团！

创业社
想参加校园创业大赛吗？想和成功创业的大哥哥、

大姐姐一起交流吗？来创业社吧！在这里，你会了解自
己喜欢干什么，能够干什么，适合干什么，优势劣势是
什么，然后做出一份科学的创业计划。也许你能得到一
笔创业资金，也许你能创造下一个创业奇迹。

要是你也想创业的话，就加入我们的社团吧。创
业，其实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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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       （的话），         就          。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生  词

你想参加 下个星期六 知道今天下雨

我 哥哥 他 

给你当介绍人 能跟我们一起去 不来了

 1 加入  jiQrM

  join

 2 学期  xuRqU

  semester

 3 各  gF

  every

 4 社团  shFtuWn 

  club

 5 成员  chRngyuWn

  member 

 6 模拟  mYnJ

  simulate 

  7 讨论  tAolMn

  discuss  

 8 热点  rFdiAn

  hot issues  

 9 秘书长  mKshOzhAng

  Secretary General 

 10 外交官  wSijiQoguQn

  diplomat

 11 观点  guQndiAn

  view  

 12 辩论  biSnlMn 

  debate

 13 关注  guQnzhM 

  concern 

 14 金  jUn  

  golden

 1 5 合唱团  hRchSngtuWn

  choir

 16 美丽  mDilK 

  beautiful 

 17 要是⋯⋯（的话）， 
  就⋯⋯
  ySoshi...(dehuS), jiM...   

   if…so

 18 信心  xKnxUn 

  confidence

 19 创业  chuSngyF
  start an enterprise

 20 交流  jiQoliP

  communicate 

 21 优势  yTushK

  advantage

 22 劣势  liFshK

  disadvantage

 23 笔  bJ  

  (measure word for mo-
ney or the matters conc-
erned)

 24 资金  zUjUn

  capital

Proper noun 专有名词

 1 联合国  LiWnhRguY
  the United Nations 

 

Language focus     语言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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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of Text 1 and decide wheth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Mark “3” if a statement is true, and “7” if false.

 听课文1的录音，判断对错。正确的画“3”，错误的画“7”。

1.	 在模拟的联合国大会上，你可以扮演联合国秘书长。

2.	 如果你不关注世界和平，也可以加入“模拟联合国”。	

3.	 “金嗓子”合唱团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合唱团。

4.	 加入“金嗓子”合唱团后，你可以认识很多喜欢音乐的人。

5.	 在创业社里，你可以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6.	 只要你加入创业社，就可以得到一笔创业资金。

 2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cues.                       
 听录音，根据提示回答问题。                 

	 1.	 在“模拟联合国”你可以做什么？	

	 	 讨论，热点，在⋯⋯上，辩论

 2.	 如果你加入创业社，可能会有哪些收获？

	 	 交流，优势，劣势，资金

 3.	 什么样的人可以加入合唱团？	

❶ ❷

 3  Picture talk. Work in groups to tell the whole story using the given sentence 
structures. 

 看图说话。几人一组，根据所给句型，试着把故事完整地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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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欢迎加入⋯⋯社团
2. 既可以⋯⋯，也可以⋯⋯
3. 要是⋯⋯（的话），就⋯⋯
4. 只要⋯⋯，就⋯⋯

	 学生应该参加社团活动
  1 发展其他兴趣
 2 认识更多的朋友
 3 ⋯⋯

	 学生不应该参加社团活动
  1 影响学习
 2 没有时间
 3 ⋯⋯

❸ ❹

 4  Debate. Divide the class into two groups and debate the topic “whether students 
should take part in club activities”.

 辩论会。全班分成两组，就“学生是否应该参加社团活动”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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