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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新学期开始啦！

这学期我们将学习更多的有关学校生活的内容，学习如何介绍自己、表

达自己的喜好，学习数字、月份以及如何描述天气，并了解一些节日的名称。

同学们，你们喜欢什么节日？你们能用英语说这些节日吗？

你们肯定都喜欢交朋友，有很多的兴趣和爱好。你们想向自己的朋友做

一下自我介绍吗？那就开始我们这学期的学习吧！

在学习中，你们要注意在词语与相应事物之间建立联想，多运用。这

样，你们能说和能写的东西就会更多！这套教材每个单元中都有一篇有趣的

故事，书后面还有更多呢。你们一定要认真读哟！

同学们，在英语学习中，你们一定要多参与，遇到问题主动向老师或同

学请教，对所学内容要主动复习和归纳。相信你们一定能出色地完成学习任

务！

致 同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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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Lessons 1～6

Hello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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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How Are You?Lesson 1  How Are You?
1 A new teacher

2

3 4

1

Hello! I’m your new 
teacher! Welcome 
back to school!

Hello! My name
is Jenny. 

Hello, Jenny! You can 
call me Mr. Wood.

Hi, Mr. Wood! My name is 
Dann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Mr. Wood!

Nice to meet 
you, too.

Nice to meet
you,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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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 say and write.

43 Steven, these are my friends.
His name is Danny. Her name 
is Kim.

Hello, Danny!  
Hello, Kim!

21 Jenny, this is Steven. 
He is a new pupil.

Hello, Steven! 
How are you?

Very well,
thank you.

2 A new friend

Hello!  

3 Let's do it!

Fine, thanks.
And you?

This is my friend. 
Her name is...

My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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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2  Is This Your Pencil?
1 My pencil box

2 Whose pencil is this?

This is my new pencil 
box. What’s in it?

32
Is it Steven’s 
pencil?

No. It’s not 
his pencil.

Is it Kim’s 
pencil? No. It’s not 

her pencil.

Is this your 
pencil, Jenny? No, it isn’t.

pen pencil

ruler cray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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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Whose pencil 
is this?

It’s Danny’s 
pencil!

Where’s my
pencil?

Look and write.

3 Let's do it!

Whose          is this?
Is this his pencil? Yes, it is.

Whose          is this?
Is this _____ 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

Whose                is this?
Is this _____ 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

Kim’s Li Ming’s Dann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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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3  Where Are They?

2 Where are they?

1

Danny is between the desk 
and the chair.

1 My classroom

This is my classroom. 
What can you see?

blackboard desk

chair school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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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The schoolbag is ________ the desk.

The book is ________ the pencil box.

The crayons are ________ the pencil box.

The pencil is ________ the pen and the ruler.

The chair is ________ the desk.

The schoolbag is on the desk.
The book is in the schoolbag.
The crayons are under the 
desk.

Jenny is beside Kim.
Kim is beside Jenny.

Look and write.

3 Let's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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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4  How Many Books Are There?
1 Danny's game

   1 2

3 4

5 6

How many books are 
there on my desk, Jenny?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There are eight books.

Let’s put eight books on the 
eight books. How many books 
are there on my desk now?

Sixteen!

Let’s put 
twenty-nine 
books on 
the sixteen 
books. How 
many books 
are there?

One book!

O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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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umbers

Match and colour.

3 Let's do it!

  1 one
  2 two
  3 three 
  4 four 
  5 five
  6 six
  7 seven
  8 eight
  9 nine
10 ten

11 eleven
12 twelve
13 thirteen
14 fourteen
15 fifteen
16 sixteen
17 seventeen
18 eighteen
19 nineteen

  20 twenty
  30 thirty
  40 forty
  50 fifty
  60 sixty
  70 seventy
  80 eighty
  90 ninety
100 one hundred

Can you say the 
numbers from 
thirty to forty?

Yes! Thirty, 
thirty-one, 
thirty-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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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  Where Is Danny?
1 In front of, behind

   

2 Where is Danny?

1

2

Where is Danny? 
He’s in the classroom. 
He’s in front of Steven. 
He’s reading a book.

Where is Jenny?
She’s on the playground.
She’s behind Danny. 
They’re playing a game.

in front of behind

Li Ming is in front of the tree. Li Ming is behind the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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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tters and sounds

 ea   oo
meat
read

zoo
school

bread
sweater

book
look 

sea thread moon wood

Try to read.

Pair work. Look and say.

3 Let's do it!

1 2 3

5 6 7

4

Where is Danny?
He is beside 
the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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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Lesson 6  Little Zeke

Story time

Zeke is a little, little boy. Emma is a girl. 
She is Little Zeke’s friend.

Sometimes, Little Zeke puts an apple on the teacher’s desk. In the morning, 
Mrs. Jones finds the apple on the desk.

But Little Zeke has only one friend — 
Emma. He hides in Emma’s desk.

Emma has many friends. Tom, Nan 
and Jane are her friends.

What does Little Zeke do? He helps 
Emma.

Where is my pencil?

Here it is.

Emma, is this 
your apple?

No. It’s not 
my apple.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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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Zeke wants to help Tess. He 
wants her to feel happy. He writes 
to her.

A new girl, Tess, comes to Emma’s class. 
She feels sad and afraid. She hides 
behind her books.

Now, Little Zeke has two friends —
Emma and Tess.

Tess finds Little Zeke in her desk. She 
finds him in her pencil box. She is so 
happy.

Hello. My name 
is Emma. What’s 
your name? 

Hello!
Hi!

6 7

8 9

★ Read and talk

● Who is Little Zeke?
● What does Little Zek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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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 Please!

1 2

43

Hi, Kim. Where 
is Danny?

He is in the classroom.

Hi, Danny. This is Steven. 
He is my new friend.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What’s this? Is this 
your toy bus?

No. It’s my new 
pencil box.

1 Listen and talk.

Oh, it’s my crayon.  

A crayon is under the desk. 
Whose crayon i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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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1

14 40

1. Jenny is ________ Danny.

2. Steven is ________ the bike.

3. Kim is ________ the tree.

4. The red bike is ________ the blue bike.

5. The school is ________ the library and the restaurant.

6. The blue bike is ________ the red bike.

2 Listen and circle.

3 Look and write.

in front of
on

beside
under
behind

between

Word List

2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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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sixteen books.

Where is Kim?

a. How many books are there?   b. She is on the playground.

c. It’s Kim’s ruler.                    d. Fine, thank you.

Whose ruler is this?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Listening

At school

At home

Total stars

I am...
A
10~12

B
7~9

C
1~6

4 Read and match.

5 How am I doing?

This is my friend, 
Danny. How a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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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2
Lessons 7～12

Days and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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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7  Months of the Year

2 Let's sing!

1 Months of the year

Twelve Months

1=D 2
4

Ja-   nuary,   Fe-  bruary,     March,         A-      pril,     May,             June, 

Ju-      ly,       August,         Sep- tember, Oc-  tober,      No-vember,    December.

 Twelve months make   a       year.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These are the twelve 
months of the year. 
What’s your favourit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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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4 Let's play!

Whose birthday 
is in July? My birthday is 

in July, too.

Bingo!

July, April, 
December!

My birthday is 
in July.

Group work. Ask and answer. Then write.

3 Let's do it!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t. Oct. Nov. Dec.

Kim
Danny

Jul.

Apr.

May

July, April, 
May! Jul. Oct. Sept.

Jan. Apr. Feb.

Mar. May Dec.

Listen and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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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8  First, Second, Third
1

  1.   one           first
  2.   two           second
  3.   three        third
  4.   four          fourth
  5.   five           fifth
  6.   six            sixth
  7.   seven        seventh
  8.   eight         eighth
  9.   nine          ninth
10.   ten            tenth
11.   eleven       eleventh
12.   twelve      twelfth

Li Ming is the first.
The girl is the second.
The boy in red shorts
is the third.

This is a race.

Numbers

Let’s say them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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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r work. Match and say.

2 Let's do it!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sixth

first

second

ninth

fourth

third

eleventh

seventh

eighth

twelfth

tenth

fifth

January is the 
first month.

Let’s say the months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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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9  When Is It?
1 When is New Year's Day?

January the first is New 
Year’s Day.

When is the Spring Festival? 
It is in January or February.

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 
is May the first.

This is Children’s Day.
It is June the first.

Teachers’ Day is September
the tenth.

When is National Day?
October the first.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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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s your 
birthday? My birthday is 

May 20.

Pair work. Make and say.

2 Let's do it!

When is 
Children’s Day?

It is June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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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0  Rain and Sun
1 What is it?

2

This is the sun. The sun is hot. Do you see the cloud and the 
rain? 

Look at the wind. This is snow. Snow is cold 
and white.

1

43

I like rain and snow. 
What abou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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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t's sing!

The Month Song

1=E 4
4

Janu- ary,    Febru- ary,      one   and   two.

I       like to  play    in the   snow  with   you.

March,          A-      pril,      three and    four.

Clouds and  rain!               Close  the      door!

May,           June,               five   and    six.

Flow- ers    bloom  for       us       to      look.

 Ju-    ly,        Au-   gust,     seven  and   eight.

Here’s the    beach. The     sun      is       great! 

  Sep- tem-  ber, Oc-to- ber,  nine and    ten.

Leaves  and   wind,            school and   friends.    No-

vem-   ber,  De-cem-   ber, the    year  is      done.

Let’s   sing a-   gain   from  num-  ber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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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1  How’s the Weather Today?
1 Rainy and sunny

3 54

21

It is cold and snowy. This is a sunny day. It’s warm.

It’s cloudy. It is rainy. It’s windy. It’s cool.

2 How's the weather today?
1 2What day is it, 

Li Ming?
How’s the weather today?

It’s warm 
and windy.

It’s Tu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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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1  How’s the Weather Today?
43

4 Letters and sounds

How’s the weather 
in December?

It’s cold and 
snowy.

How’s the 
weather in July?

work
word

ir ur er or
first
third

nurse
Thursday

teacher
driver

dirty

Try to read.

fur dancer world

How’s the weather in 
Kunming?

Pair work. Look and talk.

3 Let's do it!

City Lanzhou Xi’an Changchun Beijing

It’s rainy.

It’s hot 
and sunny.

Weather

Kunming



 28

Lesson 12  Mr. Moon’s Birthday 

Story time

   

January says, “I am the first.” 
February says, “The Spring Festival 
often comes in February.”Mr. Moon doesn’t have a birthday.

May says, “The flowers are beautiful 
in May.” June says, “Children’s Day is 
fun.”

March says, “The weather is warm and 
sunny in March.” April says, “There is 
rain, and trees are green in April.”

Which month is the 
best for my birthday?

Me!

1 2

3 4

I am the 
best month.

Me! Me!

No! We are the best! How abou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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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and October say, “It’s nice 
and cool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July and August say, “We are hot and 
sunny. And there’s a long holiday!”

Mr. Moon says, “My birthday can be 
in every month! In every month, I will 
be big and round!”

November and December say, “We 
are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months. 
We are cold months. You can play in 
the snow. It’s fun.”

5 6

7 8

★ Talk and act

● Which month do you like best? Why? 
● Act out the story.

We are the best! Wait!

We are the best! Hmm...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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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 Please!

43

21

Today is my birthday. When 
is your birthday, Li Ming?

It’s nice and cool.

I like October. 
Our National Day 
is in October.

How’s the weather 
in October in China?

1 Listen and talk.

I like October, too. I can 
eat some birthday cake.

My birthday is 
Octob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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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Teachers’ Day is in ________.

2. The boy in red shorts is the ________.

3. June is the ________ month of the year.

4. I like the cloud and ________. 

5. How’s the weather? It’s ________ and ________.

6. In January, it’s ________ and ________.

4

2 Listen and tick.

3 Look and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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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ing Reading WritingListening

At school

At home

Total stars

I am...
A
10~12

B
7~9

C
1~6

4 Read. Tick or cross.

5 How am I doing?

 It’s a windy day.

 It’s sunny.

 National Day is October 1.

 It’s the sixth month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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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所列词汇要求学生听懂、会说、认读和书写）

Words in Each Unit

书书书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Ｕｎｉｔ

（注： 本表所列词汇要求学生听懂、 会说、 认读和书写）

Ｕｎｉｔ １

ｙｏｕ　 你； 你们 （ １ ）
ｔｅａｃｈｅｒ　 教师； 老师 （ １ ）
ｈｅｌｌｏ　 喂； 你好（表示问候等）

（ １ ）
ｙｏｕｒ　 你的； 你们的　 （ １ ）
ｈｉ　 嗨； 你好（非正式用语 ＝
　 ｈｅｌｌｏ） （ １ ）
ｎａｍｅ　 名字； 名称　 （ １ ）
ｆｒｉｅｎｄ　 朋友 （ １ ）
ｐｕｐｉｌ　 学生　 （ １ ）
ｈｉｓ　 他的　 （ １ ）
ｈｅｒ　 她的　 （ １ ）
ｐｅｎｃｉｌ　 铅笔　 （ ２ ）
ｐｅｎｃｉｌ ｂｏｘ　 铅笔盒　 （ ２ ）
ｗｈａｔ　 什么　 （ ２ ）
ｐｅｎ　 钢笔　 （ ２ ）
ｒｕｌｅｒ　 直尺　 （ ２ ）
ｃｒａｙｏｎ　 彩色蜡笔（或粉笔、
　 铅笔） （ ２ ）
ｗｈｏｓｅ　 谁的　 （ ２ ）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黑板 （ ３ ）
ｄｅｓｋ　 书桌 （ ３ ）

ｃｈａｉｒ　 椅子 （ ３ ）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ｇ　 书包 （ ３ ）
ｂｅｔｗｅｅｎ　 在……中间 （ ３ ）
ｂｅｓｉｄｅ　 在……旁边 （ ３ ）
ｆｏｒｔｙ　 四十 （ ４ ）
ｆｉｆｔｙ　 五十 （ ４ ）
ｓｉｘｔｙ　 六十 （ ４ ）
ｓｅｖｅｎｔｙ　 七十 （ ４ ）
ｅｉｇｈｔｙ　 八十 （ ４ ）
ｎｉｎｅｔｙ　 九十 （ ４ ）
ｂｅｈｉｎｄ　 在……后面 （ ５ ）
ｈｅ　 他 （ ５ ）
ｓｈｅ　 她 （ ５ ）

Ｕｎｉｔ ２

ｍｏｎｔｈ　 月份 （ ７ ）
Ｊａｎ． 　 一月（缩写） （ ７ ）
Ｆｅｂ． 　 二月（缩写） （ ７ ）
Ｍａｒ． 　 三月（缩写） （ ７ ）
Ａｐｒ． 　 四月（缩写） （ ７ ）
Ｍａｙ　 五月 （ ７ ）
Ｊｕｎ． 　 六月（缩写） （ ７ ）
Ｊｕｌ． 　 七月（缩写） （ ７ ）

Unit 1

Un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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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ｇ． 　 八月（缩写） （ ７ ）
Ｓｅｐｔ． 　 九月（缩写） （ ７ ）
Ｏｃｔ． 　 十月（缩写） （ ７ ）
Ｎｏｖ． 　 十一月（缩写） （ ７ ）
Ｄｅｃ． 　 十二月（缩写） （ ７ ）
ｒａｉｎ　 雨； 下雨 （１０）
ｓｕｎ　 太阳 （１０）
ｈｏｔ　 热的 （１０）
ｓｎｏｗ　 雪； 下雪 （１０）
ｃｏｌｄ　 冷的； 寒冷的 （１０）
ｈｏｗ　 怎样； 如何 （１１）
ｗｅａｔｈｅｒ　 天气 （１１）
ｓｕｎｎｙ　 阳光充足的 （１１）
ｗａｒｍ　 暖和的； 温暖的 （１１）
ｃｌｏｕｄｙ　 多云的 （１１）
ｗｉｎｄｙ　 多风的 （１１）
ｃｏｏｌ　 凉的； 凉爽的 （１１）

Ｕｎｉｔ ３

ａｍ　 是（用于 Ｉ后） （１３）
ｗｈｅｎ　 什么时候， 何时 （１３）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生日 （１３）
ｔａｌｌ　 高的 （１４）
ｌｉｖｅ　 住； 生活 （１５）
ｔｏｏ　 也； 太 （１５）

ｆｏｏｔ　 脚（复数为 ｆｅｅｔ） （１６）
　 ｏｎ ｆｏｏｔ　 步行 （１６）
ｂｙ　 乘； 用（交通工具等） （１６）

Ｕｎｉｔ ４

ｆａｖｏｕｒｉｔｅ　 最喜爱的； 特别喜
　 欢的人（或事物） （１９）
ｃｏｌｏｕｒ　 颜色； 涂色 （１９）
ｂｒｏｗｎ　 棕色； 棕色的 （１９）
ｂｌｕｅ　 蓝色； 蓝色的 （１９）
ｃｌｏｔｈｅｓ　 衣服 （２０）
ｏｕｒ　 我们的 （２０）
ｔｈｅｉｒ　 他们的； 她们的； 它们的

（２０）
ｓｕｂｊｅｃｔ　 学科； 科目 （２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汉语； 语文 （２２）
Ｅｎｇｌｉｓｈ　 英语 （２２）
ｓｃｉｅｎｃｅ　 科学 （２２）
ｍａｔｈ　 数学 （２２）
ＰＥ　 体育 （２２）
ａｒｔ　 美术； 艺术 （２２）
ｍｕｓｉｃ　 音乐 （２２）
ａｎｄ　 和； 与 （２３）
ｂｕｔ　 但是 （２３）

Unit 3

Un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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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
（注：黑体词要求听懂、会说、认读和书写；白体词要求听懂、会说和认读；标星号词为超标词）

书书书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注：黑体词要求听懂、会说、认读和书写；白体词要求听懂、会说和认读；标星号词为超标词）

Ａ

ａｂｏｕｔ　 关于 （１０）
ａｄｄｒｅｓｓ　 地址 （１５）
ａｆｒａｉｄ　 害怕； 担心 （ ６ ）
ａｇａｉｎ　 再； 又 （ １ ）
ａｌｌ　 全部， 都； 一切 （１８）
ａｌｓｏ　 也， 同样 （２２）
ａｌｗａｙｓ　 总是 （２４）
ａｍ　 是（用于 Ｉ后） （１３）
ａｎｄ　 和； 与 （２３）
ａｎｇｒｙ　 发怒的； 生气的 （２４）
Ａｐｒｉｌ　 四月（缩写为 Ａｐｒ． ） （ ７ ）
ａｒｔ　 美术； 艺术 （２２）
ａｔ　 在； 对 （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八月（缩写为 Ａｕｇ． ）

（ ７ ）

Ｂ

ｂａｃｋ　 回； 回来 （ １ ）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　 篮球 （１８）
ｂｅ　 是（ａｍ， ｉｓ， ａｒｅ的原形）

（１２）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美丽的； 漂亮的 （１２）

ｂｅｃａｕｓｅ　 因为 （１８）
ｂｅｈｉｎｄ　 在……后面 （ ５ ）
ｂｅｓｉｄｅ　 在……旁边 （ ３ ）
ｂｅｓｔ　 最好的 （１８）
ｂｅｔｗｅｅｎ　 在……中间 （ ３ ）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生日 （１３）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黑板 （ ３ ）
ｂｌｕｅ　 蓝色； 蓝色的 （１９）
ｂｏｙ　 男孩 （ ６ ）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早餐 （２４）
ｂｒｏｗｎ　 棕色； 棕色的 （１９）
ｂｕｔ　 但是 （２３）
ｂｙ　 乘； 用（交通工具等） （１６）

Ｃ

ｃａｌｌ　 叫； 称； 打电话 （ １ ）
ｃａｎ　 能； 可以 （ １ ）
ｃｈａｉｒ　 椅子 （ ３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孩子们（ｃｈｉｌｄ的复数）

（ ９ ）
Ｃｈｉｎｅｓｅ　 汉语； 语文 （２２）
ｃｌａｓｓ　 班； 班级 （ ６ ）
ｃｌｏｔｈｅｓ　 衣服 （２０）
ｃｌｏｕｄ　 云 （１０）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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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ｏｕｄｙ　 多云的 （１１）

ｃｏｌｄ　 冷的； 寒冷的 （１０）

ｃｏｌｏｕｒ　 颜色； 涂色 （１９）

ｃｏｍｅ　 来 （ ６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计算机， 电脑 （１７）

ｃｏｏｌ　 凉的； 凉爽的 （１１）

ｃｒａｙｏｎ　 彩色蜡笔（或粉笔、

　 铅笔） （ ２ ）

Ｄ

ｄａｄ　 爸爸（非正式用语） （１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十二月（缩写为

　 Ｄｅｃ． ） （ ７ ）

ｄｅｓｋ　 书桌 （ ３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不同的 （２４）

ｄｉｎｎｅｒ　 正餐； 晚餐 （２４）
ｄｏｎｕｔ　 面包圈 （１５）

ｄｒａｗ　 画 （２３）

ｄｒｉｖｅ　 驾车送； 驾驶 （１６）
ｄｕｍｐｌｉｎｇ　 饺子 （２１）

Ｅ

ｅａｓｙ　 容易的 （１８）

ｅｉｇｈｔｈ　 第八 （ ８ ）

ｅｉｇｈｔｙ　 八十 （ ４ ）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第十一 （ ８ ）

Ｅｎｇｌｉｓｈ　 英语 （２２）

ｅｖｅｒｙ　 每个 （１２）

Ｆ

ｆａｍｉｌｙ　 家； 家庭 （１８）
ｆａｖｏｕｒｉｔｅ　 最喜爱的； 特别喜
　 欢的人（或事物） （１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二月（缩写为 Ｆｅｂ． ）

（ ７ ）
ｆｅｅｌ　 感觉 （ ６ ）
ｆｅｅｔ　 脚（ ｆｏｏｔ的复数） （１４）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节； 节日 （ ９ ）
ｆｉｆｔｈ　 第五 （ ８ ）
ｆｉｆｔｙ　 五十 （ ４ ）
ｆｉｎｄ　 发现； 找到 （ ６ ）
ｆｉｎｅ　 好的； 健康的 （ １ ）

ｆｉｎｇｅｒ　 手指 （２４）
ｆｉｒｓｔ　 第一 （ ８ ）
ｆｌｏｗｅｒ　 花； 花卉 （１２）
ｆｏｏｔ　 脚 （１６）
　 ｏｎ ｆｏｏｔ　 步行 （１６）
ｆｏｒ　 为； 给 （１２）
ｆｏｒｔｙ　 四十 （ ４ ）
ｆｏｕｒｔｈ　 第四 （ ８ ）
ｆｒｉｅｎｄ　 朋友 （ １ ）

ｆｒｏｎｔ　 前面 （ ５ ）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在……前面 （ ５ ）

ｆｕｎ　 有趣的事； 有趣的，
　 愉快的 （１２）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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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ｇａｍｅ　 游戏 （ ４ ）

ｇｅｔ　 开始； 得到； 到达 （１４）

ｇｉｒｌ　 女孩 （ ６ ）

ｇｒｅａｔ　 好极的； 美妙的 （２１）

Ｈ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汉堡包 （２１）

ｈａｐｐｙ　 幸福的； 高兴的 （ ６ ）

ｈａｖｅ　 有； 吃（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为 ｈａｓ） （１２）

ｈｅ　 他 （ ５ ）

ｈｅａｄ　 头 （２４）

ｈｅｌｌｏ　 喂； 你好（表示问候）
（ １ ）

ｈｅｌｐ　 帮助； 协助； 援助 （ ６ ）

ｈｅｒ　 她的 （ １ ）

ｈｅｒｅ　 这里； 在这儿 （ ６ ）

ｈｉ　 嗨； 你好（非正式用语

　 ＝ ｈｅｌｌｏ） （ １ ）
ｈｉｄｅ　 藏 （ ６ ）

ｈｉｍ　 他（宾格） （ ６ ）

ｈｉｓ　 他的 （ １ ）

ｈｏｔ　 热的 （１０）

ｈｏｌｉｄａｙ　 假期 （１２）

ｈｏｔ ｄｏｇ　 热狗 （２１）

ｈｏｕｓｅ　 房屋； 房子 （１５）
ｈｏｗ　 怎样； 如何 （１１）
ｈｕｎｄｒｅｄ　 一百 （ ４ ）
ｈｕｎｇｒｙ　 饥饿的 （２１）

Ｉ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有趣的 （２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国际的 （ ９ ）

Ｊ

Ｊａｎｕａｒｙ　 一月（缩写为 Ｊａｎ． ）
（ ７ ）

Ｊｕｌｙ　 七月（缩写为 Ｊｕｌ． ） （ ７ ）
Ｊｕｎｅ　 六月（缩写为 Ｊｕｎ． ） （ ７ ）

Ｋ

ｋｎｏｗ　 知道； 认识 （１２）

Ｌ

ｌｉｔｔｌｅ　 小的； 少许的 （ ６ ）
ｌｉｖｅ　 住； 生活 （１５）
ｌｏｏｋ　 看 （１０）
ｌｏｖｅ　 爱； 热爱 （２３）
ｌｕｎｃｈ　 午餐 （２１）

Ｍ

ｍａｎｙ　 许多的； 许多 （ ４ ）

G

H

I

J

K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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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ｈ　 三月（缩写为 Ｍａｒ． ）
（ ７ ）

ｍａｔｈ　 数学 （２２）
Ｍａｙ　 五月 （ ７ ）
ｍｅ　 我（ Ｉ的宾格形式） （ １ ）
ｍｅｅｔ　 遇见； 会见 （ １ ）

ｍｅｔｒｅ　 米（长度单位） （１４）
ｍｏｎｓｔｅｒ　 （传说中的）怪物；
　 怪兽 （１８）
ｍｏｎｔｈ　 月份 （ ７ ）
ｍｏｏｎ　 月亮； 月球 （１２）
ｍｏｒｎｉｎｇ　 早晨； 上午 （ ６ ）
Ｍｒ． 　 先生（用于男子的姓氏
　 或姓名前） （ １ ）
Ｍｒｓ． 　 夫人、 太太（用在已婚
　 女子的夫姓或夫的姓名前）

（ ６ ）
ｍｕｓｉｃ　 音乐 （２２）

Ｎ

ｎａｍｅ　 名字； 名称 （ １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全国性的； 国家的（ ９ ）
ｎｉｃｅ　 好的 （ １ ）
ｎｉｎｅｔｙ　 九十 （ ４ ）
ｎｉｎｔｈ　 第九 （ ８ ）
ｎｏｓｅ　 鼻子 （２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十一月（缩写为
　 Ｎｏｖ． ） （ ７ ）

ｎｏｗ　 现在 （ ４ ）
ｎｕｍｂｅｒ　 数字； 号码； 给……

　 编号 （ ４ ）

Ｏ

ｏｃｌｏｃｋ　 ……点钟 （２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十月（缩写为 Ｏｃｔ． ）
（ ７ ）

ｏｆ　 ……的（表示所属或位置

　 关系） （ ５ ）

ｏｆｔｅｎ　 时常 （１２）

ｏｋａｙ　 对； 好； 行； 平安（＝ ＯＫ）
（１３）

ｏｌｄｅｒ　 更年纪大（旧）的； 较

　 年纪大（旧）的 （１８）
ｏｎｌｙ　 仅有的； 唯一的；

　 只有； 仅 （ ６ ）

ｏｒ　 或者； 还是 （ ９ ）

ｏｕｒ　 我们的 （２０）

Ｐ

ＰＥ　 体育 （２２）

ｐｅｎ　 钢笔 （ ２ ）

ｐｅｎｃｉｌ　 铅笔 （ ２ ）

ｐｅｎｃｉｌ ｂｏｘ　 铅笔盒 （ ２ ）

ｐｅｏｐｌｅ　 人； 人们 （２４）

ｐｉｃｔｕｒｅ　 图片 （２３）

N

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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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ｎｇｐｏｎｇ　 兵乓球运动 （１７）

ｐｕｐｉｌ　 学生 （ １ ）

ｐｕｔ　 放； 安置 （ ４ ）

Ｒ

ｒａｃｅ　 比赛； 赛跑 （ ８ ）

ｒａｉｎ　 雨； 下雨 （１０）

ｒａｉｎｙ　 多雨的 （１１）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饭店， 餐馆 （１５）
ｒｉｄｅ　 骑； 乘坐 （１６）
ｒｏａｄ　 路； 道路； 街道 （１８）
ｒｏｕｎｄ　 圆的 （１２）

ｒｕｌｅｒ　 直尺 （ ２ ）

Ｓ

ｓａｄ　 悲伤的 （ ６ ）

ｓａｙ　 说 （ ４ ）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ｇ　 书包 （ ３ ）

ｓｃｉｅｎｃｅ　 科学 （２２）

ｓｅｃｏｎｄ　 第二 （ ８ ）

ｓｅｅ　 明白； 看见； 会见 （ ３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九月（缩写为

　 Ｓｅｐｔ． ） （ ７ ）

ｓｅｖｅｎｔｈ　 第七 （ ８ ）

ｓｅｖｅｎｔｙ　 七十 （ ４ ）

ｓｈｅ　 她 （ ５ ）

ｓｉｎｇ　 唱； 唱歌 （２３）

ｓｉｔ　 坐 （１８）

ｓｉｘｔｈ　 第六 （ ８ ）

ｓｉｘｔｙ　 六十 （ ４ ）

ｓｎｏｗ　 雪； 下雪 （１０）

ｓｎｏｗｙ　 多雪的 （１１）
ｓｏ　 这么， 这样； 那么， 那样；

　 因此， 所以 （ ６ ）

ｓｏｍｅ　 一些 （２４）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有时 （ ６ ）

ｓｏｎｇ　 歌曲 （２３）

ｓｐｒｉｎｇ　 春天 （ ９ ）

ｓｔａｎｄ　 站； 站立 （１４）

ｓｔｏｒｙ　 故事 （ ６ ）

ｓｕｂｊｅｃｔ　 学科； 科目 （２２）

ｓｕｎ　 太阳 （１０）

ｓｕｎｎｙ　 阳光充足的 （１１）
ｓｕｒｅ　 肯定的； 当然的 （２２）

Ｔ

ｔａｌｌ　 高的 （１４）

ｔａｌｌｅｒ　 较高的 （１８）

ｔｅａｃｈｅｒ　 教师； 老师 （ １ ）

ｔｅｎｔｈ　 第十 （ ８ ）
ｔｈａｎ　 比 （１８）

ｔｈａｔ　 那个 （１５）

ｔｈｅｉｒ　 他们的； 她们的；

　 它们的 （２０）

R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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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ｍ　 他们 （ ｔｈｅｙ的宾格形式）
（２４）

ｔｈｅｒｅ　 在那里 （ ４ ）
ｔｈｉｒｄ　 第三 （ ８ ）
ｔｉｍｅ　 时间 （ ６ ）
ｔｏｏ　 也； 太 （１５）
Ｔｕｅｓｄａｙ　 星期二 （１１）
ｔｗｅｌｆｔｈ　 第十二 （ ８ ）

Ｖ

ｖｅｒｙ　 很； 非常 （ １ ）

Ｗ

ｗａｉｔ　 等待 （１２）
ｗａｌｋ　 步行； 散步 （１６）
ｗａｒｍ　 暖和的； 温暖的 （１１）
ｗｅ　 我们 （１２）
ｗｅａｔｈｅｒ　 天气 （１１）
ｗｅｌｌ　 好的； 好吧 （ １ ）

ｗｈａｔ　 什么 （ ２ ）
ｗｈｅｎ　 什么时候， 何时 （１３）

ｗｈｉｃｈ　 哪个 （１２）
ｗｈｉｔｅ　 白色； 白色的 （１０）
ｗｈｏｓｅ　 谁的 （ ２ ）

ｗｉｌｌ　 （表示将来）会； 将 （１２）
ｗｉｎｄ　 风 （１０）
ｗｉｎｄｙ　 多风的 （１１）
ｗｏｒｋ　 工作 （１４）
ｗｏｒｋｅｒ　 工人 （ ９ ）

ｗｏｕｌｄ　 要； 肯； 会（表示愿
　 意、喜欢） （２４）
ｗｒｉｔｅ　 写 （ ６ ）

Ｙ

ｙｅａｒ　 年 （ ７ ）
ｙｏｕ　 你； 你们 （ １ ）
ｙｏｕｎｇ　 幼小的； 年轻的 （１８）
ｙｏｕｒ　 你的； 你们的 （ １ ）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ｎａ　 　 　 安娜
Ｄａｖｉｄ　 戴维

Ｄｅｂｂｉｅ　 黛比

Ｄｉｆｆｏ　 迪福（姓）

Ｅｍｍａ　 埃玛

Ｊａｎｅ　 简

Ｊｏｎｅｓ　 琼斯

Ｍａｄｄｙ　 玛迪

Ｎａｎ　 南

Ｓｃｏｔｔ　 斯科特（姓）

Ｔｅｓｓ　 苔丝

Ｔｏｍ　 汤姆

Ｚｅｋｅ　 齐克

W

Y

V

Names

ｔｈｅｍ　 他们 （ ｔｈｅｙ的宾格形式）
（２４）

ｔｈｅｒｅ　 在那里 （ ４ ）
ｔｈｉｒｄ　 第三 （ ８ ）
ｔｉｍｅ　 时间 （ ６ ）
ｔｏｏ　 也； 太 （１５）
Ｔｕｅｓｄａｙ　 星期二 （１１）
ｔｗｅｌｆｔｈ　 第十二 （ ８ ）

Ｖ

ｖｅｒｙ　 很； 非常 （ １ ）

Ｗ

ｗａｉｔ　 等待 （１２）
ｗａｌｋ　 步行； 散步 （１６）
ｗａｒｍ　 暖和的； 温暖的 （１１）
ｗｅ　 我们 （１２）
ｗｅａｔｈｅｒ　 天气 （１１）
ｗｅｌｌ　 好的； 好吧 （ １ ）

ｗｈａｔ　 什么 （ ２ ）
ｗｈｅｎ　 什么时候， 何时 （１３）

ｗｈｉｃｈ　 哪个 （１２）
ｗｈｉｔｅ　 白色； 白色的 （１０）
ｗｈｏｓｅ　 谁的 （ ２ ）

ｗｉｌｌ　 （表示将来）会； 将 （１２）
ｗｉｎｄ　 风 （１０）
ｗｉｎｄｙ　 多风的 （１１）
ｗｏｒｋ　 工作 （１４）
ｗｏｒｋｅｒ　 工人 （ ９ ）

ｗｏｕｌｄ　 要； 肯； 会（表示愿
　 意、喜欢） （２４）
ｗｒｉｔｅ　 写 （ ６ ）

Ｙ

ｙｅａｒ　 年 （ ７ ）
ｙｏｕ　 你； 你们 （ １ ）
ｙｏｕｎｇ　 幼小的； 年轻的 （１８）
ｙｏｕｒ　 你的； 你们的 （ １ ）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ｎａ　 　 　 安娜
Ｄａｖｉｄ　 戴维

Ｄｅｂｂｉｅ　 黛比

Ｄｉｆｆｏ　 迪福（姓）

Ｅｍｍａ　 埃玛

Ｊａｎｅ　 简

Ｊｏｎｅｓ　 琼斯

Ｍａｄｄｙ　 玛迪

Ｎａｎ　 南

Ｓｃｏｔｔ　 斯科特（姓）

Ｔｅｓｓ　 苔丝

Ｔｏｍ　 汤姆

Ｚｅｋｅ　 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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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a’s Room

 Etta wants to throw 
the paper away.

 She puts the picture on the 
wall. It’s so nice!

 Etta likes to make her room 
clean and tidy.

Stop, please! You 
can draw a picture 
on me.

Okay. I’ll 
do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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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puts the bottle with flowers 
on the desk. How beautiful!

 Etta wants to throw the tin away.

 Etta wants to throw 
the bottle away.

 Her desk is tidy now.

Hey. You can put 
some flowers in me.

Good idea!

Hey. You can put your 
pens, rulers, pencils 
and crayons in me.

You’r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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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ta eats an orange and she 
wants to throw the peel away.

 She drinks the tea.

 Etta wants to throw her old 
bag away.

 Etta puts her toys in the bag. Now 
the bag is behind the door. 

Wait! You can put 
me in your tea.

 OK, I’ll try.

It’s nice.

You are so old. I 
don’t want you.

I’m a magic bag. You can 
put many things i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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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ta wants to throw 
the skirt away. 

 Etta cleans the floor with the 
skirt. The floor is clean now.

 Etta looks at her clean and tidy room. She is very happy. 

tidy  整洁的   paper  纸；纸张  idea  主意

bottle  瓶子   tin  罐；罐头盒  peel  果皮

thing  东西；物  floor  地板   useful  有用的

You are small. I 
don’t want you.

I can clean 
the floor.

That’s right.

Old things are 
so us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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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nd Mrs. Month have a big family. They have twelve little Months. 
Eleven of the little Months go to school —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and November.

The Month Family

“I want to go to school,” says December. “When do I go to school?”
“On August 31,” says Mrs. Month.
“Do I go to school tomorrow?” asks little December.
“Yes!” says Mrs. Month.
“I go to school tomorrow! I go to school tomorrow!” says December.
He jumps up and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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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ke up!” says December. He jumps on the bed.
January opens his eyes. He feels tired. “What is the date?” he asks.

On August 31, little December wakes up. He goes to school today! He feels 
happy.
Where are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and November are sle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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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ugust 31!” says December. “It’s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How’s the weather today?” asks 
January.
“In August, it’s hot and sunny,” says 
December.
“Hot and sunny? I like cold and snowy 
days,” says January. “When is it cold 
and snowy?”
“In January, January,” says little 
December.
“Wake me up in January,” says 
January.

Where is Mr. Month? Where is Mrs. Month? Mr. and Mrs. Month are 
sleeping.
“Wake up!” says December. “It’s August 31! It’s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Mrs. 
Month opens her eyes. She feels tired. “I’m hungry!” says December. “When 
is breakfast?”
Mrs. Month looks at her clock. “December!” she says. “It’s four o’clock in the 
morning! It’s not time for breakfast! Go to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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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goes to bed. He can’t sleep. He wants to go to school.
“January?” he says.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I don’t want to go to bed.”
“Shhhhh,” say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I want to go to school!” says December.
“Shhhhh,” say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It’s August 31!” says December.
“SHHHHH!” say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At seven o’clock, the Months are having breakfast. Here are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and 
November. Where is December?

December is sleeping!

date 日期   ask 问；询问  tomorrow 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