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Learning

七年级下册

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

教师用书
( 衔接三年级起点 )

Teacher’s Guide

义
务
教
育
教
科
书
·
英
语 

 
 
 

教
师
用
书

（
衔
接
三
年
级
起
点
）

七
年
级
下
册

定价：41.40 元 ( 含光盘 )













书书书

１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ｉｍ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ａｌｋ 牗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牘 ． Ｉｔ ｇ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ｎｙ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ａｌｋ ｉｎ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牶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ｏｓｔｕｄｅｎｔ牞 ｓｔｕｄｅｎｔｔｏｇｒｏｕｐ牞 ｓｔｕｄｅｎｔｔｏ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ｔｏ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ｔｅｎ ｒｏｌｅ 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ｎ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ｔａｌ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ｒｅ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ｓ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Ａｔ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牞 ｉｔ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牞 ｂｕｔ ｉ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ｔ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ｋｉｌｌｓ牞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ｋｅｙ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ｓｔｅ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ｋｉｌｌｓ
牗 ｒｅａｄｉｎｇ牞 ｗｒｉｔｉｎｇ牞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牘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ａ ｃｈｉｌｄ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ｎｅ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ｙ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牶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ｍ
ｓｐｅａｋ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ｌａｓｓｅｓ牞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ｎｅｅｄ ｍａｎｙ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 ｗｉｄ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牞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牷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牞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牷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ｏ ｐｌａｙ牞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ｍａｓｔｅｒ ｎｅｗ ｗｏｒｄｓ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ａｙ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ｔｉ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ｔｅｓ牞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ｄａｐｔ ｔｈｅｉｒ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Ｎｏｔ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ｗｉｌ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ｆｌｕｅｎ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ｅａｃ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牞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ｉｒｓｔ
ｅｘ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ｏ ｎｅｗ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ｌｅｔｓ ｔｈｅｍ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ｄｓ 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ｅｎｔｒ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ｇｒｏｕｐ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ｇａｍｅｓ牞
ｓｏｎｇｓ ａｎｄ ｒｏｌｅｐｌａｙｉｎｇ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牞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ａｌｋ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牞 ｔｈｅ ｆ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ｏｒｋｓ ｂｅｓｔ ｉ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ａｌｋ ａ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ｕ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牞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牞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ｅ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牞 ｈｏｗｅｖｅｒ牞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ｎ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ｏ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ｂｕｔ ｏｎ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ｏ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ｎｇ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ｎｅｅ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牶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ｒｅｑｕｅｓｔ牞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ａ ｆｅｅｌｉｎｇ牞 ｔｏ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牞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 ｔ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ｅｅｌ ｍｏｒ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 ｒｅ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牞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ｌｅａｒ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牞 ａ ｐｅｒｓｏｎ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ｔｅｌｌ． Ｏｆｔｅ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牞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ｅｔ ｕｐ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ａ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牶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牷 ｔｏ ｖａｌｕ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牷 ａｎｄ ｔｏ ｉｍａｇ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Ｅａｃｈ
ｌｅｓｓｏｎ ｅｘ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ａ ｌｏｔ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牞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ｉｔ ｅｘ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牞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ｉｖｅ
ｔｏ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ａ ｇｏｏ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ｓｔｅｒｓ牞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牞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牞 ｂｏｏｋｓ牞 ｌｅｔｔｅｒｓ牞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ｓ牞 ｓｉｇ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ｗａｌ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



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ａｂｅｌ ｉ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ｗｉｔｈ ｂｉｇ
ｃａｒｄ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Ｎｏ ｏｎｅ ｃａｎ ｌｅａｒｎ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Ｉ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ｅａ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牞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ｔｒｙ ｎｅｗ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 ｌｏｔ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ｙ ｎｅｅｄ ｐｒａｉ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ｓａｙ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牞 ｇｏｏ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ｇｉ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ｏｔｓ ｏｆ ｐｒａｉ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ｙ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ｓ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ｍｏｄｅｌｓ牞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ｌｕｅｓ． Ｇｏｏ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ｎ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牞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牞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ｍａｎｙ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ｙ牞
ｓｏｎｇｓ牞 ｇ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ｌａｓｓ ｆｕ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ｉｍｓ ｔｏ ｆｏｓｔｅｒ ａ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ａｔｔｅ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ｅｌ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ａｃ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ｓｔｅｒｉｎｇ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牞 ｇｒａｍｍａｒ牞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牞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牞 ｈｏｗｅｖｅｒ牞 ｎｅｅｄ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ｒ牞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ｇｏａｌｓ牞 ｎｏｔ ａ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ｉｍ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ｓ ｔｈｅ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ｖｅ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牶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牞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ｌｉｓｔｓ ｏｆ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ｉｎ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牞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ｍｅｍ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ｔｉｎｇ．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牞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牞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ｐｌａｙ ｇａｍｅｓ牞 ａｓｋ ｆｏｒ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牞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ｌｉｋ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ｌｉｋｅｓ．

●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ｖ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Ｍａｎ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ｄｉｏｍｓ ａ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牞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牶
●　 Ａｎ ａｕｄｉｏｔａｐ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ｏｎｅｓ牞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ｆｏｒｍａｌ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ｃｃｅｎｔｓ．

●　 Ｇｏｏｄ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ｌｅ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ｗｈｏｌｅ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牞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ｗｏｒｄｓ牷 ｔｈａ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牷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ｍｏｒ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Ｓｔｅｐｂｙｓｔｅｐ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ｏ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　 Ａ ｗｉｄ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ｅｎｔｒ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牞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牞 ｒｏｌｅｐｌａｙ牞 ｇａｍｅｓ牞 ｓｔｏｒｙｗｒｉｔｉｎｇ牞
ｓｍａｌｌｇｒｏｕｐ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牞 ＴＰＲ牗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牘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ｌｌｓ．

●　 Ｗａｙ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ｔｈｅｙ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ｆｏｒ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ｉｓ ｖｅｒｙ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ｍａｎｙ
ｔｉｐ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ｈａｔ ａｂｏｕｔ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牽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ａｎ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Ｙｏｕ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ｉｍｉｃ ｗｅｌｌ． Ｔｈｅｙ ｏｆｔｅｎ ｌｅａｒｎ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牞 ａｎｄ ｉｍｉｔａｔｉｎｇ牞 ｇｏｏｄ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牞
ｈｏｗｅｖｅｒ牞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ｆｒａｉｄ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ｗｏｒｒｙ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ａｂｏｕｔ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ｍｕｓｔ ｇｅｎｔｌｙ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ｂｌ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牞 ｂｕｔ ｎｅｖｅｒ ｌｅｔ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ａ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ｗｈｅｎ
ｎｅｗ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ｈａｓ ｓｏｕ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ｍａｙ
ｆｉ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
ｆｅｗ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ｄｒｉｌｌｓ． Ｌ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ｆｅｒ ｍｏｒｅ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ｄｒｉｌｌｓ牞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ｐａｉｒｓ． Ｏｌｄ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牞 ａｔ ｌａｔｅｒ



３　　　　

ｌｅｖｅｌｓ牞 ｌｅａｒｎ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ｆｏ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ｏｕｎｄｓ牞 ｓｏ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ｕｓｅ 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ｏ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 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ｏｒｄｓ． Ａ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牞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ｄｒｉ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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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ｉｓ ｔｏ ｆｒｅ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ｉｖ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 ｗｏｒｄ ｔｈｅｙ ｒｅａｄ． Ｔｈｅｙ ｄｏ
ｎｏｔ． Ｔｈｅ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ｃｈｕｎｋ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ｅｘｔ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ｏｔｈｅｒ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ｔｅｘ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ｍｓ牶 ｌｅｔｔｅｒｓ牞 ｓｈｏｒ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牞 ｌｉｔｔｌ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牞 ｐｏｅｍｓ牞
ｅｓｓａｙｓ 牗 ａ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 牘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 ｓｕｃｈ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牞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ｄｒａｆｔ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ｕｎｔｉｌ ｉ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牞 ｖｉｖｉｄ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ｏｒｋ ｈａｒｄｅｒ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牞
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牞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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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语》编写指导思想

　 　 本套教材旨在帮助中国学生学说英语，并帮
助中国英语教师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和教学能

力。

本套教材强调交际和会话，重点在交谈（听

和说）。 教材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在各种不同

交际情景中用英语进行交谈的机会：学生与学

生、学生与小组、学生与教师及学生与全班等。

学生能经常进行角色表演并自编对话。 这些交

谈有利于培养学生交流真情实感的能力，促进灵

活的语言运用，使其在各种情景中都能自如地使

用英语。

本套教材讲究系统性。 在起始年级，既强调

听与说，又兼顾读与写，从而达到各项语言技能

之间的平衡。 而这一点对于语言的教与学至关

重要。 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是随着学生感知能

力的增强而同步发展的。 语言的四项技能（听、

说、读、写）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自然地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 儿童需要用习得母语的方法来学

习英语：通过听周围的人讲出的词语去学习。 上

英语课时，孩子们需要大量机会，于各种不同的

情景之中，探索、建构、表达意义；去澄清、反思各

自的思想感情和经历；去发挥、试验、运用各自的

想像力。

本套教材仿效儿童的语言发展过程。 儿童

是通过掌握新的词语而获得建构意义的方法的，

这需要时间。 语言习得的方式和速度，往往因人

而异。 好的教师一般都力求使其课堂活动适合

不同学生的需要。 一个单元学完，并非全班同学

人人都能达到相同的流利程度。 因此，本套教材

先让孩子们接触新单词，然后，在整个学年里，让

他们在不同的情景之中，反反复复地碰到并运用

这些单词。

本套教材强调主动性的，以学生为中心的语

言活动，频繁地让学生参与一对一和小组活动，

并要求他们自编英语对话。 教材提供了大量的

游戏、歌曲及角色表演等，供学生用英语交流。

教材强调学生的参与和能激发学生用英语作出

个人评论性反应的活动。 学生实实在在地用英

语讲得越多，其语言能力提高也就越快。 教师如

能激励学生最大限度地用英语交谈，便达到了教

材理想的教学指导效果。 教师应指导、组织活

动、表演、示范对话，必要时应纠正学生的错误。

然而，本套教材重点不在于教师在教室前面干什

么，而在于学生在教室里做什么。

本套教材强调有意义的学习情景。 教材把

学生置于特定的情景中，使其必须用英语应付真

实的讲英语的环境：提出要求、表达感情、做成一

件事、查到重要信息、完成一项任务等等。 学生

处在真实的环境中，学英语的劲头也就越大，而

且学到的是自然的句型句式，而不是矫揉造作的

课堂对话。

本教材强调思维是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人要交流，必须有话可讲。 本教材常常由教

师设计让学生形成自己观点的课堂教学：思考并

与他人交流彼此的经历；评价他人的思想和经

历；运用语言来想像并形成新的观点。

本套教材强调沉浸式训练。 每一课均让学

生接触大量的英语，但并不都要求学生完全掌握

或理解。 教师必须尽可能地使学生处于英语的

氛围中：教室内应张贴一系列的英语墙报、英文

图典、英文报纸、书籍、字母、明信片、标记、杂志

等，墙壁上应展示词汇图片和英语单词，教室内

的物品宜用大卡片标出相应的英语名称。

本套教材强调鼓励性环境下的“冒险”。 没

有谁能够不犯错误而学会一门语言。 如果学生

惧怕失败，他们也就不愿尝试使用新学的词语和

句型，自然也就无法取得进步。 学生在尝试使用

新学的语言结构时，往往需要极大的支持和帮

助，他需要的是别人赞扬自己讲话的内容，而不

是不断地纠正他的发音和用词。 因此，一个好的

教师总是极力表扬和鼓励学生，并通过提供大量

的示范、表演和提示来帮助学生使用新词新语。

他们频频鼓励学生创造各自的问答和对话，并对

学生所作的冒险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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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教材强调能激发学习积极性的课堂氛

围。 教材提供了大量机会，让学生玩、唱歌、做游

戏，获得惊喜，从而使课堂充满乐趣。 本套教材

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学习的欲望，从而使学生课内

专心致志，课外积极进行英语实践。

《学英语》总目标

本套教材的每一单元均确定了要掌握的词

汇、语法、对话、读和写的具体目标。 然而，教师

宜将这些具体目标当作更大的、终身式的目标的

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孤立的目标加以对待。 本套

教材旨在帮助学生不仅在读书期间，而且于毕业

之后继续学好英语。

《学英语》教学法

本套教材教学侧重以下几点：

　 　 ● 交互式会话，而不仅仅是一连串的单词和

语法结构。

　 　 ● 各种情景下的灵活的语言运用，而不仅仅

是死记硬背或机械重复。

　 　 ● 理解和表达完整的意思，而不仅仅是孤立

的只言片语。

　 　 ● 真实可信的生活情景，使学生得以进行诸

如玩游戏、询问或提供信息、表达好恶等活动。

　 　 ● 英语为母语者所讲的日常话语。 教材不

仅提供了体现出语法形式的规范结构，而且包括

了很多非正式的日常用语和普通习语。

　 　 本套教材提供：
　 　 ● 由北美人录制的录音带。 学生会逐渐习

惯听并且能听懂（英语的）千变万化的语音语

调，而不仅仅是规范的英国口音。

　 　 ● 高质量的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能够引导

学生理解整体意思，而不是孤立的单词；激发学

生的兴趣；给学生的个性成长提供道德指导。 课

文不仅仅是传统和现代的英语故事，而且选用一

些中国著名故事的英译。

　 　 ● 新颖的分步教学指导，供教师课堂使用。

　 　 ● 丰富多彩的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活动，包

括对话、角色表演、游戏、写故事、小组活动、ＴＰＲ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全身反应） 活动和

操练。

　 　 ● 帮助中国英语教师于备课过程中提高自

身的英语水平的方法。 《教师用书》写得十分详

细，提供了众多的教学指点。

语　 音

　 　 发音乃是任何语言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生善于模仿，他们常常能通过听标准的示范，

模仿并练习新的语音而学会发音。

　 　 然而，过分强调发音的准确性有可能令他们
因害怕发音错误而不敢开口。 因此，应提倡听得

懂的发音。 切忌让发音凌驾于意义表达和交际

之上。

每逢遇到可能令中国学生感到发音有困难

的新词，本套教材总是自自然然地介绍一些发音

练习和教学诀窍。 教材在起始阶段引入了若干

语音操练形式。 在以后各级的教材中提供了更

多的诸如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ｐａｉｒｓ 之类的语音练习。 到以
后阶段，安排讲授一些语音符号，以便年龄稍大

点儿的学生能借助词典学会拼读不熟悉的单词。

所有这些练习均最大限度地置于所要拼读的词

语的意义的大环境之中。

教师自身语音正确与否极其重要。 教师宜

使用录音机定期检查自己的发音，而且应于课堂

之外抓住一切机会练习说英语———最好是与以

英语为母语的人交谈。 教师还可以通过看英语

电视和电影训练耳朵辨别正确与错误的发音的

能力。

我们也鼓励中国英语教师学好国际音标，从

而能懂得不同语音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国

际音标还能帮助教师专注个别声音并探究这些

音的发音方式。 这样，教师可以创造一些灵验的

方法用于课堂教学，帮助学生发好这些音。

语　 法

语法是自然地、逐渐地引入本套教材里的。

在初级阶段，拟让学生知道怎样辨别并模仿一定

的语法结构和句式。 在以后各级里，将明明白白

地把语法点提出来，以帮助学生理解怎样组织某

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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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规则应总是在交际的总体意义的背景

下展示出来并加以练习的。 研究表明，孤立的语

法训练和书面作业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并不怎么

见效，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学生是在将语法条条

应用于各种孤立的语句中。 完成这种作业，学生

很快就能掌握套路，做起来不动脑筋。 学生往往

不会将他正在练习的语法规则与说与写联系起

来。 本套教材提倡使用的语法教学法包括 ｍｉｎｉ
ｌｅｓｓｏｎｓ和语法游戏，教学生怎样修正自己的和同
学的作文，让学生就各自的语法难弱项记日记。

在此，谨提醒教师们注意，不要因偏重语法

正确而伤害了学生逐渐树立起来的使用英语的

信心。 课堂上过分推崇语法的超正确性的教师，

势必令学生畏缩不前，最终使学生不愿意冒险尝

试使用这门新语言。 例如，好的教师就绝不会在

学生正努力表达整体意思的时候，为纠正学生的

语法错误而打断他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

一位学生回答老师提的“你家人好吗？”这一问

题。 该生正结结巴巴地说：“ Ｉ．．． ｇｒａｎｄｆａ．．． ｄｉｅ
（我……爷爷……死）”，那位心地颇好可不怎么

通人情世故的老师马上回答说：“哦，你爷爷死

了？ 喂，仔细听着：‘Ｍｙ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ｄｉｅｄ． ’好了，
请重复一遍。”

最重要的当属交际，而不是正确性。 本套教

材主旨是帮助学生向别人表达意思，体验被人听

懂，得到人回应的快乐和舒畅。

熟　 记

熟记乃是学新概念的一条重要途径。 学好

一套外语教材，熟记虽不是惟一的办法，但其地

位不容否定。 从终极的意义上讲，学生必须记住

一门外语的新词汇和语法结构，然后才能在对话

和写作时得以运用。 熟记不仅通过个人学习，而

且通过练习、游戏、背诵、反复接触、记忆工具等

完成。 学生还可通过记这门新语言的歌曲、唱诗

和短文而获益。

说英语的人称熟记为“用心学（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ｈｅａｒｔ）”。 熟记乃是将某物与自己的心连接起
来，从而变成自己的东西。 然而，死记硬背，或者

说不理解主要意义的熟记，常常是无用之功。 这

样记住的东西只是作为一堆乱七八糟的、无意义

的词储藏起来，并没有与学生的经历和个人思想

感情之间形成丰富的联系。

本套教材建议教师经常帮助学生并建立与

正在学习的课文和单词与其本人之间的联系，理

解其意义，然后再用心去记。

翻　 译

将短文从母语译成正在学习的外语，不失为

一项有益的练习。 翻译活动使学生有机会去考究

语法差异，探索各种可能的遣词用句的方式，练习

正确使用不同的习语和结构。 但是，翻译活动是

一项需要专门学习才能掌握的艰深的精确艺术。

本套教材到高级阶段，提供了一些翻译练

习。 然而，编者谨提醒教师们注意，本套教材不

强调翻译，原因如下：

过分强调翻译势必妨碍学生自发地运用外

语。 我们的目标最终是让学生免除掉不断翻译

其母语的过程，让学生们试着直接用英语建构思

想，直接用英语表达。 过多的翻译还可能误导学

生认为理解每个词乃是阅读过程里至关重要的

部分。 事实并非如此。 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迅

速地抓住阅读内容的整体意义。 将注意力过分

集中于像单词一类的个别意义单位，会极大影响

阅读速度。

过多的翻译往往还将学生禁锢于别人所创

作的文本之中。 应尽量鼓励学生用英语这门新

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创作各自的书面文本：信函、

简短描写、小故事、诗、文章（到高级时）等等。

此类练习，学生要多次打草稿，多次修改，直至清

楚、生动、正确。 练习写出自己的作品，较之翻译

别人的东西，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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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ｅｅｐ ａ ｂｒｉｓｋ ｐａ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Ｄｒ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ｓｗ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ｖｅｒｙ ｒａｐｉｄ．

●　 Ａｌｌｏｗ ｌｏｔｓ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ａｌｋ ａｎｄ
ｐｌａｙ ｉｎ ｐ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　 Ｍｏｖ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Ｄｏｎ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ｔ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ｍ牎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牞
ｓｔ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ｏｒ 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ｄ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ｓｗｅｒ ｄｒｉｌｌｓ牞 ｗａｌｋ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Ｗｈ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牞
ｂｅ ｓｕｒｅ ｔｏ ｍｏｖｅ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ｉ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ｎｅａｒｂｙ．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 ｗｈｅｒｅ ｓｐａｃｅ ｉｓ ｔｉｇｈｔ牞
ｗｈｙ ｎｏｔ 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ｓｋ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ａｃｈ ｓｉｄｅ ｗａｌｌ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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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ｍ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ｇａｍｅ牞 ｓｏｍ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ｒ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ｄｏ ｔｈｉｓ．

●　 Ｂ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ｗｈｅ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ｆｏｒ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ｄｏ ｗｅｌｌ．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ｒｅ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ｉｓ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ｔａｋｅ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ｔｒｙ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牞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ｌｏｔｓ ｏｆ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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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ｓ ｔｈｅｉｒｓ牞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ｙｏｕｒｓ． Ｉｔ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ｗｏｒｋ ｉｓ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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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ｎ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ｒ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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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ｇ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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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ｒｉｔ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ｖｅｒｂｓ ｏｎ ｓｔｒｉｐｓ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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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ｇ ｔｈｅｍ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ｌｌｓ．
●　 Ｐｌａ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ｏｐ ｓｏｎ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ｐ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ａ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ｌｅａｖｉｎｇ．

●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ｍａｋ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ｓ． Ｍａｎ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ｐｐｏｉｎｔ ａ ｆ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ｔ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ｍａｋ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ｕｎｉｔ．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ｏｎ ｔｈ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ｂｏａｒｄ牞 ｐｉｎ ｕｐ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ｄｄ ａｎ ｅｍｐｔｙ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ｕｂｂｌｅ

ａｂｏｖｅ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ｕｂｂｌｅｓ．

●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ｂａｂｙ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ｗｒｉｔｅ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ｔ
ｉｔ ｂｅｓｉｄｅ ａｎｙ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　 Ｐｕｔ ｃａｒｔｏｏｎ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ｕｎｃｈ 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ｕｐ ｐｕｎｃｈ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ｔｏ
ａｄｄ．



１０　　　

英 语 课 堂
营造美好的课堂氛围

孩子们往往需要有安全感、归属感，需要相信

不会有人使其出洋相或难堪。 孩子们总喜欢周围

都是朋友，总想积极参与各种活动。 他们喜欢笑，

喜欢做游戏和意外的惊喜。 他们总想有种与众不

同的感觉。 而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关爱。

只要你的课堂氛围能满足这些需要，孩子们

就会有学习的动力，就会专心致志。

假如你真的关心每一位学生，那么你就会全

身心投入到教学中去的。 这是营造课堂温暖的

氛围的最佳途径。 下面再提供一些建议：

　 　 ● 课堂上自始至终保持轻快的节奏。 练习

和回答速度要快。

　 　 ● 给学生提供大量的一对一、小组会话和游

戏的机会。

　 　 ● 绕教室四处走动。 一定不要总站在教室

的前面！ 每逢学生复习，最好站到教室后面或边

上去；进行回答练习时，绕教室四处走动；观察学

生自己练习时，切忌总站在一个地方不动。 有老

师站在身旁，学生就会特别用功。 如果教室空间

太挤，最好将课桌靠两面墙壁，使中间空出一个

过道，便于教师四处走动，并能与学生保持较近

距离的接触。

　 　 ● 不断变换课堂活动：如演示、口头问答、分

小组练习、唱歌、玩游戏、笔头练习等等。 本套教

材每一课，都是按这种思路设计的。

　 　 ● 纠正学生错误时，一定要小心。 重点应放

在学生表现出的好的方面。 尤其是学生大胆地

尝试拼读所不熟悉的内容或用不熟悉的东西造

句时，应充分地加以鼓励和表扬。 记住，学好一

种语言难免要鼓起大量勇气去冒险，犯错误。 出

错是语言学习的一个自然而经常的现象。 帮助

学生们理解这一点。

　 　 ● 纠正错误时，一次纠正一个问题。 挑最重

要的错误予以纠正。 不要去纠正学生讲的过程

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否则，他们会感到难为情，

害怕去讲。 以一种淡淡的方式纠正，而不要死抓

住该错误不放。 而且别忘了用 Ｇｏｏｄ ｔｒｙ！ 之类的
话表扬该生所作的努力。

　 　 ● 如果某学生课堂回答问题不正确，让班上

同学给予帮助。 如可能，你本人在课前或课后私

下给予该生正确答案，最好是借用大家在进行一

对一练习的机会。 千万注意不要在众人面前令

某个学生难堪。

　 　 ● 将学生所作的图画、张贴画、单词等张贴

在墙上。 这样能使学生体会到教室是他们的而

不仅仅是你的，同时表明他们的创作非常重要。

让教室成为“文化小岛”

很多外语教师作出种种努力，使学生身处教

室便有种置身于英语文化之中的感觉。 这种做

法给学生提供了英语词汇、语句的环境，并增添

了英语学习的勇气。 不妨做以下尝试：

　 　 ● 展示表现英语国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

东西，如地图、杂志图片、英语画册、导游册、英语

杂志、报纸、广告、照片、实物等。 既可以挂出来，

也可以贴在墙壁上，或者在教室后面摆张桌子，

便于学生观看文化实物。 很多老师是从一些出

过国的朋友那里收集到这类东西的，或者从北美

的政府旅游部门、旅行社和商务部门索取到免费

手册之类的。

　 　 ● 将英语谚语写成条幅挂出来。 找些短诗，

用大体字书写下来，挂于墙上。

　 　 ● 学生进教室和离教室时，用录音机放些英

语流行歌曲。

　 　 ● 让学生帮忙布置教室。 不少老师指定若

干学生放学后留下来，帮助布置每个单元的图片

展。 例如，发动学生用图钉将杂志人物照片钉在

布告板（牌）上。 在每个人物上方加上一个空的

语言框，请学生们往里面填些语句。

　 　 ● 教室里收集些学生们婴儿时的照片。 学

生可以在任何一张照片边上写上一句话。

　 　 ● 将漫画贴于墙上，让学生自己想些俏皮话

写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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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ｋｅ ｔｈｉｓ牞 ｕｓｉｎｇ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牶
　 Ｄａｎｎｙ牶 Ｉ ａｍ ｖｅｒｙ ｔｉｒｅｄ ｔｏｄａｙ． Ｉｍ ｓｏ ｔｉｒｅｄ．
　 Ｊｅｎｎｙ牶 Ｐｏｏｒ Ｄａｎｎｙ牎Ｗｈｙ ａｒｅ ｙｏｕ ｔｉｒｅｄ牽
　 Ｄａｎｎｙ牶 Ｉ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Ｉｍ ｓｏ ｔｉｒｅｄ． Ｉｍ ｓｏ ｔｉｒｅｄ． Ｉ ｃａｎｔ

ｋｅｅｐ ｍｙ ｅｙｅｓ ｏｐｅｎ．
　 Ｊｅｎｎｙ牶 Ｏｈ牞 ｐｏｏｒ Ｄａｎｎｙ． Ｉｆ ｙｏｕ ａｒｅ ｓｏ ｔｉｒｅｄ牞 ｗｈｙ ｄｏｎｔ

ｙｏｕ ｇｏ ｔｏ ｂｅｄ ａｎｄ ｇｏ ｔｏ ｓｌｅｅｐ牽
　 Ｄａｎｎｙ牶 Ｉ ｃａｎｔ ｇｏ ｔｏ ｂｅｄ牎 Ｉ ｍｕｓｔ ｇｏ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Ｉ ｍｕｓｔ

ｇｏ ｔｏ ｍ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ｌａｓｓ． 牗 Ｆａｌｌ ａ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ｂｅｇｉｎ
ｓｎｏｒｉｎｇ ｌｏｕｄｌｙ． 牘

　 Ｊｅｎｎｙ牶 牗 Ｗｈｉｓｐｅｒ． 牘 Ｄａｎｎｙ牎 Ｄａｎｎｙ牎 Ｗａｋｅ ｕｐ牎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ｌａｓｓ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ｉｓ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ｔｏ ｙｏｕ．

　 Ｄａｎｎｙ牶 牗Ｗａｋｅ ｗｉｔｈ ａ ｓｔａｒｔ． 牘 Ｏｈ—ｏｈ—ｏｈ牎Ｗｈｅｒｅ ａｍ
Ｉ牽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牽Ｏｈ—Ｉｍ ｓｏ ｔｉｒｅｄ． 牗 Ｇｏ ｂａｃｋ ｔｏ
ｓｌｅｅｐ． 牘

Ｒｅａｄ ａ Ｓｔｏｒｙ
　 Ｃｈｏｏｓｅ ｓｏｍ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ｒｅａｄ ｉｆ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ｉｍ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ｆｅ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ｅｌｉｃｉ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１２７　　

ａｎｄ ｐｌｏｔ．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牞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ｏｎ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ｄ ｅｖｅｒｙ ｗｏｒｄ牷 ｔｈｅｙ
ｏｎｌ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Ａｌｓ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ａｔ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 ｓｔｏｒｙｒｅａｄ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ｓ牶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ＴＯ ＲＥＡＤ
●　 Ｄｒａｗ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ｂｙ ｌ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ｌｉｖ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ｔｓ
ｔｈｅｍｅ．

●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ｗ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ｐｌａｃｅ牞 ｗｈｏ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ｂｙ
ａｓｋ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ｉｓ牽 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ｈｅ牽 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ｈｅ ｄｏｉｎｇ牽
Ｗｈｙ ｉｓ ｓｈｅ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ｉｓ牽 Ｗｈｙ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ｓｈｅｓ ｓｍｉｌｉｎｇ牽 Ｗｈｏ ｅｌｓｅ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牽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ｈａｓ ｊｕｓ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牽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牞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ｔｏ ｂｅ ｒｉｇｈｔ牎

●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ａｂｏｕｔ．

●　 Ｔ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ｏｍｅ ｋｅ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Ｔｒｙ ｔｏ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ｉｓ ｔｏ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ｔｏ ｆｉｖ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ＡＤ
●　 Ｒｅａｄ ｅａｃｈ ｌｉｎｅ ｓｌｏｗｌｙ． Ｙｏｕ ｃａｎ ｒｅａｄ ｗｈｉｌ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　 Ｓｔｏｐ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牞 ｔｏ ｒｅｖｉｓ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ｎｅｗ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ｏｔａｐｅ ｓ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ｈｅａｒ ｎａｔｉｖ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ｄｅａｓ．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ｖｏｉｄ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ｂｏｇｇｅｄ ｄ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ｗｏｒｄ．

●　 Ｕ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ｉｓｔ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牞 ａｓ ｃｌｕｅｓ ｔｏ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
●　 Ａｆｔｅｒ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ａ ｃｌａｓｓ牞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ｇｒａｓｐ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Ｄｏ ｎｏｔ

ｄｗｅｌｌ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ｗｏｒｄｓ．
●　 Ｕ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Ａｓｋ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牞 ｗｈａｔ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ｄｉｄ牞 ｗｈａｔ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ｍａｄ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ｅｎｄｅｄ．

●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ｉｍａｇｉｎｅ ｈｏｗ 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 ｆｅｅｌ ｏｒ ｂｅｈａ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ｒｙ ｔｏ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ｕｔ ｗｈｙ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ｄｉ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ｌｉｋ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ｄｉｎｇ．

●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牞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牞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ａ 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ａｙｓ牶

　 —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　 Ｗｒｉｔｅ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　 Ｍａｋｅ ａ ｐｏｓｔｅｒ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　 Ｍａｋｅ ａ ｃｏ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ｅ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ｄｉｎｇ．
　 —　 Ｍａｋｅ ｕｐ 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ｏ ｓｈｏｗ

ｏｎ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　 Ｍａｋｅ ｕｐ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ｓｔｏ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ａ ｍ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Ｗａｙｓ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Ｄｏｎｔ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ｊｕｓ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ａ ｕｎｉｔ牞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ｍａｓ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ｕｎｉｔｓ牞
ｋｅｅｐ ｕｓ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ｄｓ． Ｕｓ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ｏｒｄ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ｎｅ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ｇｕｉｄｅ牶

Ｕｓ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ｏｏｋ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ｏｏｋ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ｐｅｎｃｉｌａｎｄｐａｐｅ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ｙ 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ｗｏｒｄａｎｄｐｉｃｔｕｒｅ
ｍａｔｃｈｅｓ牞 ｐｕｚｚｌｅｓ牞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牞 ｆ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ａ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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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ｆ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ｉｍｅ ｉｎ ｃｌａｓｓ牞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ｏ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ｏｏｋ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Ｉｆ ｔｉｍｅ ｉｓ ｓｈｏｒｔ牞 ｙｏｕ ｃａｎ ａｓ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ｆｏｒ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Ｂｅ ｓｕｒ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 ｄｏ ｉｎ ｅａｃｈ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ｌｅａｖｅ ｃｌａｓｓ． Ｓｏ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ｏｏｋ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ｏｔａｐｅ．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ｄｏｎｅ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牞 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ｉ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牶
　 Ｓｔａｎｄ． Ｓｉｔ．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ｏｃｋ．
　 Ｒａｉｓｅ ｙｏｕｒ 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
　 Ｔｏｕｃｈ ｙｏｕｒ ｌｅｆｔ ｅａｒ．
　 Ｐｕｔ ｙｏｕｒ ｅｒａｓｅｒ ｏｎ ｙｏｕｒ ｂｏｏｋ．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Ｐ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ｙｏｕ ｃａｎ牞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 ｆｅｗ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 ｎｅ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ｓａｙ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ｙｏｕ ｌｅｔ ｔｈｅ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牞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ｉｎｇ ａ Ｓｏｎｇ
　 Ｓｏｎｇ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牞 ｆｏｃｕｓ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 ｓｏｎｇ ｉｓ ｗｅｌｌ
ｓｕｉ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ｓｔ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Ｙｏｕ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ｕｓｅ ａ ｓｈｏｒｔ ｌｉｖｅｌｙ ｓｏｎｇ ｔｏ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ａ ｌｅｓｓｏｎ．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ｏｔａｐｅ ｈａｓ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ｏｓｔ
ｓｏｎｇｓ ｈａｖ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ｏｔａｐｅ牞 ｉｆ ｙｏｕ ｃｈｏｏｓｅ牞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ｏｌｌｏｗ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Ｔｈｅｎ ｔ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ｌｉｎｅ ｂｙ ｌｉ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Ｙｏｕ
ｓｉｎｇ ｏｎｅ ｌｉｎｅ ｏ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ａ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ｇｅｔ ｙ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ｒｅｐｅａｔ ａｆｔｅｒ ｙｏｕ． 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牞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ｏｔａｐｅ 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ｙ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ｄ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ｙ ａ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ｇａ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ｍｅ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ｉｓ ｇｕｉｄｅ牞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ｇａｍｅｓ．

Ｍａｋｅ Ｕｐ 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ｎｅｗ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牞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ｏ ｔｈｉｓ牞
ｄｏｎｔ ｔｅｌｌ ｔｈｅｍ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 ｓａｙ． Ｙｏｕ ｍｉｇｈｔ牞
ｈｏｗｅｖｅｒ牞 ｌｉｓｔ ｓｏｍｅ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ｔｏ ｇｉｖｅ ｔｈｅｍ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ｗｈａｔ ｔｏ ｓａｙ． Ａｌｓｏ牞 ｍｏｄｅｌ ｏｎｅ ｏｒ
ｔｗｏ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ｔｈｅｍ ｓｏｍｅ ｉｄｅａｓ． Ｒｅ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ｒｅｐｅａ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 ａ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ｙ ｌｉｋｅ ｉｎ 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ｕｓｅ ｐｕｐｐｅｔｓ
ｏｒ ｆａｃｅ ｍａｓｋｓ．
　 Ａｇａｉｎ牞 ｙｏｕ ｍｉｇｈｔ ａｓｓｉｓｔ ｂｙ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ｔｏ ｌｉｓ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牗 ＷＨＯ牘 ａ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牗 ＷＨＡＴ牘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ｐｉｃｋ ａｎｄ ｍｉｘ ｔｈｅｓｅ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 ｓｃｅｎ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牶
ＷＨＯ
●　 Ｆｒｏｇ牞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牞 ｆｉｓｈ．
●　 Ｃｏｗｂｏｙ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ｓｔ．
●　 Ｇｏｏｄ ｑｕｅｅｎ．
●　 Ｈｅｒｏ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 ｃｏｕｒａｇｅｏｕｓ ｋｉｎｇ．
●　 Ｍｏｖｉｅ ｓｔａｒｓ ｏｒ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ａｃｔｏｒｓ．
●　 Ｍｏｎｋｅｙ牞 ｆｏｘ牞 ｓｈｅｅｐ牞 ｌｉｏｎ．
●　 Ｍｉｃｋｅｙ Ｍｏｕｓｅ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ｃａｒｔｏ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　 Ｆａｒｍｅｒ．
●　 Ｄｏｃｔｏｒ牞 ｎｕｒｓｅ牞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ＷＨＡＴ
●　 Ｓａｖｉｎｇ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ｆｒｏｍ ａ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　 Ｈｉｄ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ｂｕｙ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　 Ｓｔｏｒｍ ａｔ ｓｅａ．
●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ｔｅｓｔ．
●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ｋ．
●　 Ｇｏｉｎｇ ｏｎ ａ ｌｏｎｇ ｔｒｉｐ．
●　 Ｊｕｓｔ ａｆｔｅｒ ａ ｈａｒｄ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牞 ｙｏｕｒ ｃｌａｓｓ ｃａｎ ｕｓｅ ｓ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ｅｖｅｎ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ｔｏ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ｈｅｒｅｓ ａ ｗａ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ｃｒｅａｔｅ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ｅｌｌｏ牞 ｍｙ ｎａ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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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 ． 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牽 Ｉｍ ｆｉｎｅ． 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ｎａｍｅ牽
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 ． Ｗｈａｔｓ ｈｉｓ ／ ｈｅｒ ｎａｍｅ牽 Ｎｉｃｅ ｔｏ
ｍｅｅｔ ｙｏｕ．
ＷＨＯ Ｍｒ． Ｗｏｌｆ牞 Ｍｒ． Ｓｈｅｅｐ ａｎｄ Ｍｉｓｓ Ｍｏｎｋｅｙ．
ＷＨＡＴ Ｍｉｓｓ Ｍｏｎｋｅ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Ｍｒ． Ｗｏｌｆ ｔｏ Ｍｒ．

Ｓｈｅｅｐ牞 ｂｕｔ Ｍｒ． Ｓｈｅｅｐ ｉｓ ｖｅｒｙ ａｆｒａｉｄ ｏｆ Ｍｒ．
Ｗｏｌｆ．

ＷＨＯ Ａ ｂｏｓｓ牞 ａ ｗｏｒｋｅｒ ａｎｄ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ｏｙ ｏｒ ｇｉｒｌ．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ｌｌ ｓｔｕｃｋ ｏｎ ａｎ ｅｌｅｖａｔｏｒ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ＷＨＯ Ａ ｆａｔｈｅｒ牞 ａ ｍｏｔｈｅｒ牞 ａ 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ｎｓ ｆｒｉｅｎｄ

ｗｈｏ 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ｎ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ｈｉ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ｆｒｉｅｎｄ ｔｏ ｈ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ｔｈｅｒ．
ＷＨＯ Ｔｗｏ ａｌｉｅｎｓ ａｎｄ ａ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ｓ ｈａｖｅ ｊｕｓｔ ｌａｎｄｅｄ 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ａｒｅ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ｋ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Ｕｓｅ Ｐｕｚｚ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ｄｄｌ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ｙ ｇｕｅｓｓ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ｉｄｄｌｅ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ｉｓ牶
　 Ｉ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ｒ ｌｅｇｓ． Ｉ ｃａｎ ｓｔａｎｄ ｕｐ牞 ｂｕｔ Ｉ ｃａｎｔ ｓｉｔ ｄｏｗｎ．
Ｗｈａｔ ａｍ Ｉ牽牗 Ａ ｄｅｓｋ． 牘

Ｄｒｉｌｌ
　 Ｈｅｒｅｓ ａ ｋｅｙ ｒｕｌｅ牶 ｄｏ ｎｏｔ ｄｒｉ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ｗｏｒｄｓ 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ｅ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ｍｅａｎ．
　 Ｇｏｏ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ｕｓｅ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ｉｌｌｓ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ｍｏｎｏｔｏｎｙ ａｎｄ ｔｏ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ｄｒｉｌｌ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ｒｉｓｋｌｙ． Ｓｗｉｔｃｈ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牶 ｃｈｏｒａｌ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牞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牞 ｙｏｕ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ｌａｓｓ牞 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ｙｏｕ．
●　 Ｎｏｕｎ Ｄｒｉｌｌ牶 Ｙｏｕ ｃａｎ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ｎａｍｅ牞 ｏｒ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ｎａｍ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ｓｈｏｗ ｔｈｅｍ ｂｙ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ｏ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ｕｐ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牶 Ａｓｋ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牞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牗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Ｔｈｉｓ ｒｏｗ ａｎｓｗｅｒ牘 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Ｄｏ ｎｏｔ ａｓｋ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Ｕｓｅ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牶

　 —　 Ｙｅｓ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牶 Ｉｓ ｔｈｉｓ ａ ｃｈａｉｒ牽 牗 Ｙｅｓ ／
Ｎｏ． 牘 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ｎｏｏｄｌｅｓ牽 牗Ｙｅｓ ／ Ｎｏ． 牘 Ａｒｅ
ｙｏｕ ｈｏｔ牽 牗Ｙｅｓ ／ Ｎｏ． 牘

　 —　 Ｏ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牶 Ｉｓ ｔｈｉｓ ａ ｃｈａｉｒ ｏｒ ａ ｄｅｓｋ牽 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ｎｏｏｄｌｅｓ ｏｒ ｒｉｃｅ牽 Ａｒｅ ｙｏｕ ｈｏｔ ｏｒ

ｃｏｌｄ牽
　 —　 Ｗ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牶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牽Ｗｈｅｒｅ ｉｓ 牽

Ｗ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ｉｓ ｉｔ牽Ｗｈａｔ ｃｏｌｏｕｒ ｉｓ ｉｔ牽
●　 Ｃｈａｉｎ Ｄｒｉｌｌ牶 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ｔａｒｔ ａ ｃｈａｉｎ ｄｒｉｌｌ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 ａｓｋｓ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３ ａｓｋ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４牞
ｉｎｓｅｒｔｉｎｇ ｈｅ ／ ｓｈｅ牞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４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５ ｓｔ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ｎ ｏｖｅｒ ａｇａｉ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牶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牶 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ｎａｍｅ牽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牶 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 Ｄｕ．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３牶 Ｗｈａｔｓ ｈｅｒ ｎａｍｅ牽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４牶 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ｉｓ Ｄｕ．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５牶 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ｎａｍｅ牽
　 Ａｆｔｅｒ ａ ｆｅｗ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牞 ｙｏｕ ｃａｎ 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ｎ ｄｒｉｌｌ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Ｄｒｉｌｌ牶 Ｔｈｉｓ ｉｓ ｖｅ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ａｙｉｎｇ牞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ａ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ｍ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Ｌｅｔｓ ｒｅａｄ ａ ｂｏｏｋ．
　 Ｓｔｕｄｅｎｔ牶 Ｌｅｔｓ ｒｅａｄ ａ ｂｏｏｋ．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Ｌｅｔｓ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牶 Ｌｅｔｓ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　 Ｄｒｉｌｌ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牶 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ｈａｎ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牞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ａ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牶 Ｌｅｔｓ ｒｅａｄ ａ ｂｏｏｋ．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ｄｒａｗ．
　 Ｓｔｕｄｅｎｔ牶 Ｌｅｔｓ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　 Ｄｒｉｌｌ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ｏｒｄ Ｐｒｏｍｐｔｓ牶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Ｂｏｏｋ．
　 Ｓｔｕｄｅｎｔ牶 Ｌｅｔｓ ｒｅａｄ ａ ｂｏｏｋ．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Ｄｒａｗ．
　 Ｓｔｕｄｅｎｔ牶 Ｌｅｔｓ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　 Ｄｒｉｌｌ ｗｉｔｈ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ｍｐｔｓ牶 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ｎ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ｐｔ ｔｈｅｍ．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牗 Ｈｏｌｄ ｕｐ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ｐａｒｋ． 牘
　 Ｓｔｕｄｅｎｔ牶 Ｌｅｔｓ ．

●　 Ｄｒｉｌｌ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牶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ｕｓ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ｄｏ牽 Ｗｈｅｒｅ ｄｏ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牽

　 Ｓｔｕｄｅｎｔ牶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Ｌｅｔｓ ｇｏ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Ｌｅｔｓ ｇｏ ｆｏｒ ａ ｗａｌｋ． Ｌｅｔｓ 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ｋ．



１３０　　

Ｗａｙｓ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牞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牞 ａｖｏｉｄ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ｖｅｒｙ ｓｈｙ ｏｒ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ｏｕｔ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ａｌｌ ｂｙ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Ａｓｋ ｆｏｒ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牽牗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 牘 Ｗｈｏ ｃ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牽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牽 牗 Ｒａｉｓｅ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 ｔｏ ｓｈｏｗ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ｏ． 牘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牽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牞 ｉｆ ｓｏｍ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ｆｕｓｅ ｔｏ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ｅｖ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ｗｅｅｋ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ｅｓ牞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ｍ ｍｏｒｅ ｆｏｒｃｅｆｕｌｌｙ． Ｉｆ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ｉｓ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牞 ｙｏｕ ｍａ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ｍｅｅｔ 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ｇｕｉｄｅ ｕｓｅｓ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ｌａｓｓ牶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ｙｏｕ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ｌａｓｓ ｔｉｍｅ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ｐａｉｒｓ牞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ｐ 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ｏｏｋ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牞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ａｌｋ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 Ｔｒｙ ｔｏ ｂｅ
ｕｎｏｂｔｒｕｓｉｖｅ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ｏｂｓｅｒｖｅ．
●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牶 Ｓｏｍ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ｍａｋｅ ｕｐ ａ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ｈｅｙ ｗａｎｔ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ｓ ｙｏｕ ｍｏｖ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牞 ｃａｒｒｙ ｔｈｅ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ｎ ａ ｃｌｉｐｂｏａｒ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ｎｏｔｅｓ
ａｓ ｙｏｕ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ａｍｅｓ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ａ ｃｏｌｕｍｎ ｏｎ ｏｎｅ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ｇｅ． Ｅａｃｈ ｓｋｉｌｌ
ｉ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ｇｅ ｉｎ ａ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Ｂｅｓｉｄｅ 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ａｍｅ牞 ｙｏｕ ｃａｎ ｐｌａｃｅ ａ ｍａｒｋ ｔ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ｗｒｉｔｅ ＋ ｏｒ － ｔｏ ｓｈｏｗ ｉｆ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ｉ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ｏｒ ｎｏｔ． Ｏｒ ｗｒｉｔｅ １牞 ２ ｏｒ ３ ｔｏ ｓｈｏｗ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牞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ｏｒ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ｓｋｉｌｌ ｌｅｖｅｌ．

● 　 Ｍａｋｉｎｇ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牶 Ｓｏｍ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ｗｒｉｔｅ ｓｈｏｒｔ ｎｏｔ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ｒ ａｆｔｅｒ ｅａｃｈ ｌｅｓｓ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牶

　 　 Ｌｉ Ｈｏｎｇ － Ｃａｎｎｏｔ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 ／ θ ／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Ｘｉｕ Ｊｉｅ － Ｃｏｎｆｕｓｅ ｍｏｕｔｈ牞 ｅａｒｓ牞 ｅｙｅｓ牞 ｎｏｓｅ．
　 　 Ｙｉ Ｙｕｍｉｎｇ － Ｄｒｏｐ ｆｉｎａｌ 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ｓ ｏｎ ｍａｎ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 ｌａｒｇｅ ｃｌａｓｓ 牗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４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牘 牞 ｙｏｕ ｍａ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ｙｏｕ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ｏ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ｏ ｂ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ｍｏｖｅ ｔｏ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牞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ｒｏｗｓ牞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ｐａｉｒｓ 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牞 ｃａｌｌ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ｔｏ ｆｉｖ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Ａｌｓｏ牞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ｋｅ ｕｐ 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牞 ｙｏｕ
ｍｉｇｈｔ ｗａｎｔ ｔｏ ｈａｖ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牞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ｙ ｓｐｅｎｄ ｔｉｍ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ｐ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Ｉｆ ｙｏｕ ｄｏ牞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ｙ ｂｅｇｉｎ ｔ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ａｉｎ ｉ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ｈａｖｅ ｆｕ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Ｐｌａｙ ａ Ｇａｍｅ ｏｒ Ｓｉｎｇ ａ Ｓｏｎｇ
　 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ｎｇ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ｇｏｏ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ｙｏｕ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ｓ．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Ｌｅｔｓ Ｄｏ Ｉｔ牎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ｉｎ ｈｏｗ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Ｙｏｕｒ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ｔｉｍｅ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ｙ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ｙ ｓｈ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ｏｒ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Ｙｏｕ ｃａｎ ｔｅｌｌ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ａｎｓｗｅｒｓ牞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ｇｒａｄｅ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　 Ｙｏｕ 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ａｎｄ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ｍ． Ｙｏｕ ｍｉｇｈ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ｂｙ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ｎ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Ｙｏｕ ｃａｎ ｃｈｏｏ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 ａｓ ｍａｒｋｓ． 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ｋｉｍ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牞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ｔｏ ｓｅｅ ｉ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Ｗａｙｓ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ｇｕｉｄ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ｏｆｆｅｒ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Ｈｅｒｅ牞 ｈｏｗｅｖｅｒ牞 ａｒｅ ａ ｆｅｗ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牶
　 Ｄｏ ｎｏｔ ｄｒｉｌ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ｎ ａｎｙ ｗｏｒｄ 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ｎｌｅｓｓ



１３１　　

ｔｈｅｙ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ｉ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 ｆｏｒ ａｎｙ
ｋｉｎｄ ｏｆ ｄｒｉｌｌ ｏ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牗 ＩＰＡ牘 ａｔ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ａｓ ａ ｗａ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Ｐ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ｔｏ ｍｅｍｏｒｉｚｅ
ａｎｄ ｃａ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ｔ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ｒａｐｉ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 ｍｅａｎｉｎｇｍａ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ＰＡ牞 ｈｏｗｅｖｅｒ牞 ｉｓ ａ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ｙｏｕ牞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Ｉｔ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ｙｏｕ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ｏｕ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ｍｉｇｈｔ ｆｉｎｄ 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ａｎｄ牞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牞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 Ｏｎｃｅ ｙｏｕ ｃａｎ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ｓｏｕｎｄｓ牞 ｙｏｕ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ｙ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ｓ牶
●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ｙ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ｋｎｏ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ｏｒｇ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牗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ｕｅ牞 ｔｅｅｔｈ ａｎｄ ｌｉｐｓ牞
ｐａｌａｔｅ牘 ．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牞 ｉｎ ａｎ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 ｗａｙ牞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ｕｅ牞 ｔｅｅｔｈ牞 ｌｉｐ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ｉｓ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 ｗａ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ｕ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ｅｅｔｈ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ｎｋｓ．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牗 ｉｎ ｖｅｒｙ ｓｈｏｒｔ ｄｒｉｌｌｓ 牘 ｗ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ｖｏｗｅｌ ｓｏｕｎｄｓ牶 ｂｏｙ牞 ｔｏｙ牞 ｓｏｙ ｏｒ ｆｏｕｒ牞 ｍｏｒｅ牞 ｙｏｕｒ牞
ｓｔｏｒｅ．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牗 ｉｎ ｖｅｒｙ ｓｈｏｒｔ ｄｒｉｌｌｓ牘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ｏｎｅ ｓｏｕｎｄ牶 ｂｉｔ ／ ｂｅｔ牞 ｓｉｔ ／ ｓｅｔ牞
ｂａｇ ／ ｂａｃｋ牞 ｒａｇ ／ ｒａｃｋ．

●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ｔｅａｃｈ ａｎ 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ｓｏｕｎｄ牞 ｔｅａｃｈ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ｔｅａｃｈ ／  ／
ｉｎ ｔｈｉｎ牞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ｔ ｗｉｔｈ ｔｉｎ ａｎｄ ｄｉｎ．

●　 Ｍａｋｅ ａ ｌａｒｇｅ ｈｅａ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ｎ ｃａｒｄｂｏａｒｄ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ｔｅｅｔｈ牞 ｐａｌａｔｅ牞 ｌｉｐｓ ａｎｄ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 Ｃｕ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ｂｏａｒ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ｈｏｌ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 ｃａｖｉｔｙ
ｉｓ． Ｃｏｖｅｒ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ｄ ｃｌｏｔｈ ｏｒ ａ ｍｉｔｔｅｎ牞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ｔｅａｃｈ ａ ｎｅｗ ｓｏｕｎｄ牞 ｐｏｋｅ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 ｃａｖｉｔｙ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ｕｅ．

●　 Ｔ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ｎｇｕｅ ｔｗｉｓｔｅｒ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ｄｒｉｌｌ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ｓ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ｔｏ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ｏｒ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ｉｍｅｓ牞 ａｓ ｆａｓｔ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牞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ｉｘ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牶
　 Ｔｈｅ ｌｉｐｓ牞 ｔｈｅ ｔｅｅｔｈ牞 ｔｈｅ ｔ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ｕ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ｇｇｅｄ ｒｏｃｋ ｔｈｅ ｒａｇｇｅｄ ｒａｓｃａｌ ｒａｎ．
　 Ｓｈｅ ｓｅｌｌｓ ｓｅａ ｓｈｅｌｌｓ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ｈｏｒｅ．
　 Ｌｏｏｋ ｈｏｗ ｈｉｇｈ ｈｉｓ Ｈｉｇｈｎｅｓｓ ｈｏｒｓｅ ｈｏｌｄｓ ｈｉｓ
　 ｈａｕｇｈｔｙ ｈｅａｄ．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牶
●　 Ｉｎ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牞 ｆｏｃｕｓ ｏｎｌｙ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ｒ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Ｗｒｉｔｅ ａｒｒｏｗ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牞 ｕｓｅ ｙｏｕｒ ａｒｍ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ｕｐ ｏｒ ｄｏｗｎ ｏｒ ｕｓｅ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ｃｕｅ ｔｈａｔ ｈｅｌｐｓ ｙ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 ｂｙ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ｉｔａｔｉｎｇ ｍａｎｙ牞
ｍａｎｙ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ｍｉｍｉｃ ｓｏｕｎｄ ｖｅｒｙ
ｗｅ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ａｎｙ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Ｂｅ ｓｕｒｅ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ｓ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Ｕｓｅ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ｏｔａｐ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ｍｉｔａｔｉｎｇ．

●　 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ｙｅｓｎ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ｐｉｔｃｈ ｒｉ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ｗ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ｉｓｅｓ ｓｈａｒｐ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牶

　 Ａｒｅ ｙｏｕ ｈｕｎｇｒｙ牽 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ｉｃｅ ｃｒｅａｍ牽
●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ｎｔ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ｙｅｓ ／ ｎｏ． Ｔｈｅ ｐｉｔｃｈ ｒｉｓｅｓ
ｏｎ 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 ｏｒ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牞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ｆａｌｌｓ牶
　 Ｉ ｌｉｋｅ ｉｃｅ ｃｒｅａｍ． Ｈｅｒｅ ｉｓ ｍｙ ｐｅｎｃｉｌ．

●　 Ｂａｃｋｃｈａｉｎｉｎｇ ｉｓ ａ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ｒｅａｋ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ｏ ｓｍａｌｌ ｐ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ｒｉ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ｆｒｏｍ ｂａｃｋ ｔｏ ｆｒｏｎｔ．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ｋｅＭａｙ
Ｉ ｈａｖ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ｏｏｋｓ牞 ｐｌｅａｓｅ牽牞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Ｄｒｉ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ｉｓ牞 ｕｓ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ａｓ ｔｈｅｙ
ｓａｙ ｔｈｅｍ牶
　 Ｐｌｅａｓｅ牽 牗３ ｔｉｍｅｓ牘
　 Ｔｈｒｅｅ ｂｏｏｋｓ牞 ｐｌｅａｓｅ牽 牗３ ｔｉｍｅｓ牘
　 Ｈａｖ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ｏｏｋｓ牞 ｐｌｅａｓｅ牽 牗３ ｔｉｍｅｓ牘
　 Ｍａｙ Ｉ ｈａｖ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ｏｏｋｓ牞 ｐｌｅａｓｅ牽 牗３ ｔｉｍｅｓ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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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技　 巧

词汇教学方法

本《教师用书》的每一课都提供了怎样向学

生教授新词和新概念的建议。 编者常常将几种

方法结合起来，统一于一个标题之下：不同方法

的结合使用往往是帮助学生学会新词新语的最

有效的途径。 本节旨在描述一些关键方法。 教

师宜选择最适合本班的方法。

利用实物

一件实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因而往往能

有力地表明一个新的概念。 例如，为说明某个新

词的意义，可以用手指向教室里的某个人或物。

只要可能，尽量将实物带到课堂上来。

利用图片

教师可以在班上利用亲手制做的词汇大卡

片，每一张词汇卡片均表明一个词。 还可向学生

展示一些其他图片。 宜利用杂志图片、旧挂历、

旧贺卡、个人照片、报纸上的照片等。 对于每个

新词，学生见的实例越多，概念便掌握得越好。

画出来

如果找不到图片展示（给学生看），可以自

己动手画出来。 在黑板上画几个简单的人物线

条画，即可表明诸如 ｈｉｓ，ｈｅ，ｓｈｅ和 ｔｈｅｙ之类的概
念。 可教会学生怎样辨认表示一些难以表明的

名词的意义的简单图画。 例如，画三个气球表示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ｐａｒｔｙ，画一只碗外加筷子以代表 ｆｏｏｄ，
或者画幢大建筑物，其大门上方挂着一块牌子，

以表示 ｓｃｈｏｏｌ。 你也可以快速地画一系列脸形
和表情（如 ｈａｐｐｙ，ｓａｄ 和 ｓｃａｒｅｄ），以表示不同的
感情；可以画些脸形，以表现诸如 Ｉ ｌｉｋｅ ／ Ｉ ｄｏｎｔ
ｌｉｋｅ 之类的抽象概念；可画些画，表现如

ｃｒｙｉｎｇ或 ｓｉｎｇｉｎｇ等概念；还可以画些画以表示学
生正在进行的活动，如 ｃｏｌｏｕｒ 或 ｃｉｒｃｌｅ 或怎样制
作字母等。

用形体动作表现

能用动作表现出来的就尽量用动作表现出

来。 像行走、站立、坐和够着某物等诸类动作，是

很容易表演的；可用自己的面部表情，表现情感

（如愤怒，悲伤，疲倦等）；可用手指表示数字。

角色扮演

只要可能，不妨扩大表现范围，进行角色扮

演。 可以自己单独扮演。 例如，要表示 Ｉｍ
ｃｏｌｄ．这一概念。 可以（装做）发抖，皱眉头，发出
Ｂｒｒｒｒｒ的声音，跺脚，双臂紧抱身体等，边做动
作边说：Ｏｈ，Ｉｍ ｃｏｌｄ． Ｉ ｆｅｅｌ ｃｏｌｄ！ 让一个学生关
窗，再说一遍：Ｏｈ， Ｉｍ ｓｏ ｃｏｌｄ． Ｉｔｓ ｃｏｌｄ ｈｅｒｅ．
Ｃｏｌｄ． Ｖｅｒｙ Ｃｏｌｄ．然后假装穿毛衣。 关上窗子之
后，边假装感到暖和起来了，边说：Ｏｈ， ｔｈａｔｓ
ｍｕｃｈ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ｍ ｎｏｔ ｃｏｌｄ ｎｏｗ．

教师还可以找个学生一起表演。 例如，教师

为说明Ｍａｙ Ｉ ｈａｖｅ ？ 这一概念，可表现出需

要某件东西，却找不到。 接着走到某个自愿者身

边，指着某物，伸出双手，显出你想借用那东西的

表情。 一边表演，一边说：Ｍａｙ Ｉ ｈａｖｅ ，

ｐｌｅａｓｅ？ Ｍａｙ Ｉ？ Ｍａｙ Ｉ ｈａｖｅ ，ｐｌｅａｓｅ？ 过一
会儿，假装用完了，将该物还给那位同学，一边

说：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一边做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教师也可以用手偶进行表演。 可一手拿个

手偶，表演对话。 学生既可同教师一起玩手偶，

也可与其他同学一起玩。 本《教师用书》关于手

偶、张贴画章节，提供了大量的关于怎样制作、使

用手偶的方法。

利用《教科书》

《教科书》 （学生课本）每课都配有一些图

片。 通过图画和演示向学生介绍某个新词之后，

请学生们仔细看课本上的该画和该词。 教师每

念一个词，问学生：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 可请学生

指到那个词。 学生们边指着课本上的图画，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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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提问：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 学生也可跟着教师朗读
该词。

板书并重复

借助图片或演示向学生介绍完某个新词或

新结构之后，将该词写在黑板上，指着该词说

ｌｏｏｋ，并且慢慢地念出该词。 然后跟学生讲：Ｓａｙ
ｉｔ， ｐｌｅａｓｅ． Ａｇａｉｎ，ｐｌｅａｓｅ！ 指着该词，让学生跟着
慢慢念出来，至少重复四次。

翻译出来

有些情况下，可用汉语向学生解释某个概

念。 像 ｆｒｉｅｎｄ和 ｆａｖｏｕｒｉｔｅ这类抽象概念，可能需
要翻译成汉语。 讨论故事时也可能要借助翻译。

比较

在教授像反义词一类相互联系的概念（如

ｌｏｎｇ 与 ｓｈｏｒｔ， ｏｌｄ与 ｙｏｕｎｇ，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与 ｃｕｒｌｙ， ｂｉｇ
与 ｌｉｔｔｌｅ）时，有些老师往往将两个词同时教给学
生，以表现其相反的意义。

举例

学生一学到某个新词，就可教他们怎样以不

同的方式进行运用。 你会发现例子举得好，往往

会使该概念变成学生自己的东西。 例如，教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这个词时，不妨问学生的生日是哪一天，
他们在生日那天做什么等。

先用学生已学过的结构（句式）举例（造

句）。 如，教某个新的表示动作的词 ｔａｌｋ，可将该
词用于学生已熟悉的句型和问话中，然后再逐渐

扩展开来。 用动作、姿势将意义说清楚。 例如：

Ｈｅ ｉｓ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Ｌｏｏｋ ａｔ ｈｉｍ！ Ｈｅ ｉｓ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Ｉｓ ｈｅ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Ｉｓ ｓｈｅ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ｙｏｕ ｄｏｉｎｇ？ Ａｒｅ ｙｏｕ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Ｎｏ，

ｙｏｕ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Ｌｏｏｋ． Ｙｅｓ，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Ｉ ａｍ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ｎｏｗ． Ｉ ａｍ ｔｉｒｅｄ ｏｆ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Ｉ ｗｉｌｌ

ｓｔｏｐ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ｔｏ ｔａｌｋ？ Ｌｅｔｓ ｔａｌｋ． Ｙｏｕ ｔａｌｋ

ｎｏｗ．
Ｔａｌｋ ｔｏ ｙｏｕ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ｔａｌｋ ｔｏ 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Ｌｉｓｔｅｎ—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ｔａｌｋ． Ｇｏ！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ｔａｌｋ．
Ｎｏｗ—ｓｔｏｐ．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ｓｔｏｐ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唱歌

歌曲大量运用韵律和重复，歌词易于记忆，

而学生通过歌曲，往往能很快学会新词和新结

构。 例如，“Ｄｏ ｔｈｅ Ｈｏｋｅｙ Ｐｏｋｅｙ”目的就是教学
生：Ｐｕｔ ｙｏｕｒ ｉｎ． Ｔａｋｅ ｙｏｕｒ ｏｕｔ．因为学
生反复多次地唱，便于理解掌握。 像“Ｄｏ ｔｈｅ
Ｈｏｋｅｙ Ｐｏｋｅｙ”和“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Ｗｅ Ｗａｌｋ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这类动作歌就很好，这些歌儿使学生反
复多次地边做动作边练习新词和新结构。

讲故事

听故事，尤其是重复较多或集中于某个关键

词的故事，往往能使学生很快将新词学到手。 故

事赋予新词以意义；故事让学生听到新鲜的说

法。 学生既记得住又喜爱故事。 课本中有些对

话每篇都讲述个小故事。

你本人也可使用学生已知道的词汇和结构

编些短小的故事式对话。 同时，如可能，不妨插

进些新词。 既可用手偶（一手拿一个）帮你讲故

事，也可以在黑板上简单几笔，勾勒出主要角色。

轮到他或她说什么话时，就指向那个角色。 例

如，如果你准备向学生讲 ｔｉｒｅｄ 这一概念，不妨以
角色对话的方式讲个像下面这样的故事：

Ｄａｎｎｙ： Ｉ ａｍ ｖｅｒｙ ｔｉｒｅｄ ｔｏｄａｙ． Ｉｍ ｓｏ ｔｉｒｅｄ．
Ｊｅｎｎｙ： Ｐｏｏｒ Ｄａｎｎｙ！ Ｗｈｙ ａｒｅ ｙｏｕ ｔｉｒｅｄ？
Ｄａｎｎｙ： Ｉ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Ｉｍ ｓｏ ｔｉｒｅｄ． Ｉｍ ｓｏ ｔｉｒｅｄ Ｉ

ｃａｎｔ ｋｅｅｐ ｍｙ ｅｙｅｓ ｏｐｅｎ．
Ｊｅｎｎｙ： Ｏｈ， ｐｏｏｒ Ｄａｎｎｙ． Ｉｆ ｙｏｕ ａｒｅ ｓｏ ｔｉｒｅｄ，

ｗｈｙ ｄｏｎｔ ｙｏｕ ｇｏ ｔｏ ｂｅｄ ａｎｄ ｇｏ ｔｏ
ｓｌｅｅｐ？

Ｄａｎｎｙ： Ｉ ｃａｎｔ ｇｏ ｔｏ ｂｅｄ！ Ｉ ｍｕｓｔ ｇｏ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Ｉ ｍｕｓｔ ｇｏ ｔｏ ｍ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ｌａｓｓ． （入睡，
接着开始打鼾）

Ｊｅｎｎｙ： （悄悄地） Ｄａｎｎｙ！ Ｄａｎｎｙ！ Ｗａｋｅ ｕｐ！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ｉｓ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ｔｏ ｙ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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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ｎｎｙ： （猛地惊醒过来）Ｏｈ—ｏｈ—ｏｈ！ Ｗｈｅｒｅ
ａｍ Ｉ？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Ｏｈ—Ｉｍ ｓｏ
ｔｉｒｅｄ． （又倒头睡去）

读故事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选择一些故事让学生

读。 故事常常提供极好的机会让学生讨论人物

和情节，诱发学生的语言表达。 记住：重点应放

在故事的中心意思上。 学生不必每个词都读完；

只需大致了解故事的主要情节和人物。 还请记

住：听和阅读不过是语言经历的一部分。 阅读故

事包括三个部分：

阅读准备

　 　 ● 让学生谈谈各自与故事的主题相关的经

历，以将学生引入故事之中。

　 　 ● 看故事里的插图，以确实其背景。 让学生

讨论故事可能发生在何时何地，故事的人物是

谁，故事中有哪些重要的东西。

　 　 ● 就插图进行提问，让学生就故事进行讨

论。 可提这类问题：这是谁？ 她在哪儿？ 她在干

什么？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 你认为她为什么笑？ 图中还有谁？ 你认

为刚发生了什么事？ 记住：这类预测不必非正确

不可！

　 　 ● 启发学生们推测本故事讲的是什么。

　 　 ● 将理解本故事的中心大意所需的关键词

教给学生。 尽量将要教的新词限定在 ３ 至 ５ 个
以内。

阅读

　 　 ● 每行尽量读慢点。 可以边拿着书指着插

图边读。

　 　 ● 频频停下来，检查学生的理解情况，修正

所作的预测，并作出新的推断。

　 　 ● 放录音，让学生听英美人是怎样朗读该故

事的。

　 　 ● 注意力放在中心意思上。 帮助学生免于

陷进逐词理解的泥沼而走不出来。

　 　 ● 通过提问和插图，鼓励学生分析故事的意

义，让学生听出或找出他们所认识的关键词，以

作为故事意义的线索。

讨论

　 　 ● 全班跟着你读完故事之后，检查一下是不

是每个人都抓住了中心意思。 不要纠缠于个别

词汇的理解。

　 　 ● 用提问的方式，检查学生的理解情况。 可

提以下问题：故事是怎样发生的，故事中的人物

做了些什么，这些人物作出了什么选择，故事是

怎样结束的。

　 　 ● 激发学生就故事作出各自的评论。 叫学

生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换了他们，会有什么

感受，会怎样做。 让学生好好想想，故事中的人

物为什么要那样行事。 叫学生谈谈各自对故事

中的人物和人物的行为的看法。 问问学生是否

喜欢故事的结局。

　 　 ● 有些情况下，可以不进行讨论，而让学生

以下列的任何一种方式对故事作出反应：

画幅故事里发生的事件的图画。

图下写几句话。

就故事搞图画展。

就故事收集各种杂志图片，搞成一幅拼贴

画。

改变故事的结局。 画幅画表现新的结局。

与另一位同学一起编篇对话，以表现故事的

某个部分。

就故事的某个人或物编出各自的故事。

词汇练习和复习方法

教师需要不断地与学生一起练习他们已学

过的词汇和结构。 千万别以为教完一个单元，学

生就都掌握了该单元的词汇。 学后边的单元时，

反复不断地用学生所熟悉的结构练习新的单词；

将他们所熟悉的单词套用进新的结构中。 下面

是本《教师用书》里的一些重要的练习和复习方

法。

利用《活动手册》

《活动手册》提供了笔头作业，帮助学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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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课文中所学的词汇和结构。 这些作业既有词

画配对、智力游戏、绘画，又有填空以及每单元一

次的测验。 如课内有时间，就让学生在课堂上做

《活动手册》上的作业。 如时间不够，就作为家

庭作业布置下去。 记住，在学生离教室之前，一

定对他们讲清楚每道题的要求。 有些练习要求

学生听录音。 这些事情一定要在课堂上做好。

只要有可能，尽量让学生就他们已完成的作

业相互之间进行对话。

给出指令

给学生一些指令，并让他们按指令去做。 例

如：

Ｓｔａｎｄ． Ｓｉｔ．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ｏｃｋ．
Ｒａｉｓｅ ｙｏｕｒ 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
Ｔｏｕｃｈ ｙｏｕｒ ｌｅｆｔ ｅａｒ．
Ｐｕｔ ｙｏｕｒ ｅｒａｓｅｒ ｏｎ ｙｏｕｒ ｂｏｏｋ．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
这些指令能让学生参与活动，并表明他们对

英语词汇理解的程度。

一对一和小组练习

只要可能，尽量给学生几分钟时间，让他们

就刚学的新结构与同伴、同桌或分小组练习。 一

定要先让学生们理解并能够说该结构（句式），

再让他们练习，然后要求他们就该结构进行有限

的替换练习。

唱歌

歌曲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和听力，并快速地

复习词汇。 多数课在开始和结束时，宜唱首歌。

也可在一堂课的中间，唱支短小的劲歌，使学生

振奋起来。 本套教材里的所有歌曲均已录入磁

带中。 多数歌曲，都能在课本里找到图画和词

汇。 如你觉得有必要，可播放磁带，让学生翻开

课本，看相应的词和画。 然后，将歌曲一句一句

地教给学生。 教师唱一句或一句的一部分，让学

生跟着你重复。 利用课本上的图画来帮助学生

记住歌词。 最后，再放磁带，让学生跟着唱并跟

着做动作。

做游戏

本套教材有很多供练习词汇的游戏。 《教师

用书》的书末关于词汇复习的游戏那一节，提供

了怎样玩游戏的具体说明。

编对话

学生就新词新结构进行了一定的练习之后，

便可以自行对话。 叫学生自行对话时，不要告诉

他们必须讲什么。 不过，可以将一些短语和词汇

列在黑板上，以便给他们一些提示。 还可以示范

一两个对话。 别忘了告诉学生，任何结构和单

词，他们想在对话中重复多少次都可以。

鼓励学生在对话过程中创造人物和情景。

学生可使用手偶和面具。 此外，你同样可以将不

同人物（Ｗｈｏ，谁）和情景（Ｗｈａｔ，什么）写在黑板
上，以启发全班同学。 学生可以对这些人物和情

景进行取舍或混合，以编出他们自己想像的情

形。 例如（注意将人物和情景分两栏列出，而且

不配对）：

　 人物
　 青蛙，蝴蝶，鱼。
　 牛仔或昔日其他什么人。
　 贤明的女王。
　 像勇敢的国王一类的英雄。
　 电影明星或电视演员。

情景

救某人脱险。

一起躲藏着。

爬山。

想买点什么。

海上风暴。

　 猴子，狐狸，羊，狮子。
　 米老鼠或其他卡通人物。
　 农夫。
　 医生，护士，教师。

比赛争胜负。

在公园玩耍。

出门作长途旅行。

刚结束一门很难的考试。

只要情景设计得有趣，你班上的学生就可以

通过声音和动作，将一些很简单的结构变成一些

极富戏剧性的对话。 例如：学生可用这种方式创

造戏剧性情景，以练习：Ｈｅｌｌｏ，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 ．
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 Ｉｍ ｆｉｎｅ． 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ｎａｍｅ？ 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 ． Ｗｈａｔｓ ｈｉｓ ／ 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Ｎｉｃｅ ｔｏ ｍｅｅｔ
ｙｏｕ．

人物：狼先生，羊先生和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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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猴女士将狼先生介绍给羊先生，可羊

先生很害怕狼先生。

人物：老板，工人，小男孩或小女孩。

情景：他们全都困在停住不动的电梯里了。

人物：父亲，母亲，儿子和儿子的一个怪怪的

朋友。

情景：儿子将他那怪怪的朋友介绍给父母。

人物：两个外星人与一个地球人。

情景：两外星人刚在地球上着陆，正想法结

交朋友。

利用智力测验和谜语

学生可以通过这类谜语猜词：

Ｉ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ｒ ｌｅｇｓ． Ｉ ｃａｎ ｓｔａｎｄ ｕｐ ｂｕｔ Ｉ ｃａｎｔ ｓｉｔ
ｄｏｗｎ． Ｗｈａｔ ａｍ Ｉ？ （桌子）

操练

千万注意：一定要在学生弄懂了单词或结构

的意义之后，再行操练。 好的教师一般采用几种

操练法，从而避免单词乏味并让学生不断动脑

筋。 注意让操练进行得生动活泼。 可运用不同

的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全班一齐重复，链式

重复，你本人向小组或全班提问，并请个别学生

向你提问。

　 　 ● 名词操练：可请学生指出你所提到的教室

里的实物，或者由你向学生展示图片，让学生说

出该实物的名称。

　 　 ● 问答：向个别学生、小组（如 Ｔｈｉｓ ｒｏｗ
ａｎｓｗｅｒ ）或全班提问。 一定要向学生讲明怎样
回答某问题之后，再提问。 宜用不同问法：

“是 ／否问句”：
Ｉｓ ｔｈｉｓ ａ ｃｈａｉｒ？ （Ｙｅｓ ／ Ｎｏ． ）
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ｎｏｏｄｌｅｓ？ （Ｙｅｓ ／ Ｎｏ． ）
Ａｒｅ ｙｏｕ ｈｏｔ？ （Ｙｅｓ ／ Ｎｏ． ）
“选择问句”：

Ｉｓ ｔｈｉｓ ａ ｃｈａｉｒ ｏｒ ａ ｄｅｓｋ？
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ｎｏｏｄｌｅｓ ｏｒ ｒｉｃ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ｈｏｔ ｏｒ ｃｏｌｄ？
“特殊问句”：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

Ｗｈｅｒｅ ｉｓ ？

Ｗ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ｉｓ ｉｔ？
Ｗｈａｔ ｃｏｌｏｕｒ ｉｓ ｉｔ？

　 　 ● 链式操练法：可以从教室的任何一个地方

开始。 甲提问，乙回答；丙向丁提问，加进 Ｈｅ 或
Ｓｈｅ，丁回答。 第五个同学又从头开始。 如：

甲：　 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ｎａｍｅ？
乙： 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 Ｄｕ．
丙： Ｗｈａｔ ｉｓ ｈｅｒ ｎａｍｅ？
丁： 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ｉｓ Ｄｕ．
甲 ２：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ｎａｍｅ？
这部分学生轮完之后，可将链条接到另一部

分学生那儿去。

　 　 ● 重复操练：这种练法很机械。 学生不一定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可锻炼他们的发音。

教师：Ｌｅｔｓ ｒｅａｄ ａ ｂｏｏｋ．
学生：Ｌｅｔｓ ｒｅａｄ ａ ｂｏｏｋ．
教师：Ｌｅｔｓ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学生：Ｌｅｔｓ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 替换练习：此法比直接重复稍难一些，但

仍然是机械式的。

教师：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ａｄ．
学生：Ｌｅｔｓ ｒｅａｄ ａ ｂｏｏｋ．
教师：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ｄｒａｗ．
学生：Ｌｅｔｓ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 单词提示法：此法比较难。 学生需要自己

造句。

教师：Ｂｏｏｋ．
学生：Ｌｅｔｓ ｒｅａｄ ａ ｂｏｏｋ．
教师：Ｄｒａｗ．
学生：Ｌｅｔｓ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 图片提示法：此法难度更大些。 学生需在

没有英语词提示的情况下自行造句。

教师：（举起一张公园照片）

学生：Ｌｅｔｓ ．
　 　 ● 自由替换法：此法最难。 学生要想参加练

习，需懂得其意义。

教师：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ｄｏ？ Ｗｈｅｒｅ ｄｏ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学生：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Ｌｅｔｓ ｇ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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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ｌｋｉｎｇ． Ｌｅｔｓ ｇｏ ｆｏｒ ａ ｗａｌｋ． Ｌｅｔｓ
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ｋ．

怎样检查学生的理解情况

学生练习了某个新概念之后，教师得检查一

下，看他们是否理解其意。 尽量不要迫使非常害

羞和不情愿的学生独自当全班的面回答，问谁愿

意回答。 例如：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 （指着某物） Ｗｈｏ
ｃ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举起手表明你要学生
怎么做）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当然如果有些学
生上了几星期课之后，依然拒绝主动回答，你得

给予他们更有力的鼓励。 如某学生觉得根本做

不到，你可能需要在课后与该生面谈，检查其理

解情况。

本《教师用书》使用以下方法在课堂上检查

理解情况：

观察学生练习

无论何时，只要给学生时间，让他们一对一

或分小组练习对话，或做《活动手册》上的作业，

你都应在教室四处走动，仔细观察学生的练习情

况。 在这个过程中，尽量做到不干扰学生。

　 　 ● 制作检查表：有些老师往往在连续几课的

教学中就学生特别需要掌握的技能制作检查表，

以了解情况。 一般的做法是，将表夹在写字夹

里，手拿写字夹，在课堂上四处走动，边听学生练

习，边做笔记。 表的一（左）边，列出全班学生的

名字；另一边的顶上，分栏列出各项技能，可在学

生名字的旁（右）边作记号，以表明该生掌握的

情况。 例如，用 ＋或 －表示令人满意或不满意，
或用 １，２，３ 表示技能掌握的程度。
　 　 ● 作描述性记录：有些老师往往在学生练习

过程中或课后，就某学生的情况作简单记录。 例

如：

李　 红——— ／ θ ／音发得不准。
修　 洁———ｍｏｕｔｈ，ｅａｒ，ｅｙｅｓ，ｎｏｓｅ分不清。
易玉明———词末辅音吞音现象严重。

如果教的班太大（多于 ４０ 名学生），宜将注
意力放在问题最多的那些学生身上。 观察过程

中，记住：教室的各个地方都要走到，包括后面几

排。

让学生表演

学生们以一对一或小组练习的方式做完某

个问题练习之后，点三至五对或组（自愿者）上

台前表演。 此外，学生练习对话时，有些情况下

也不妨请几个自愿者当着全班表演。 记住，学生

花了时间自行对话之后，不一定每次都要请人上

台前表演。 如你每次都这么做，学生慢慢可能会

认为其练习本身并非是最重要的。 可真正最让

学生受益的恰恰是自行对话过程中所获得的语

言锻炼。 学生需要寓学于乐，需要在自编对话的

过程中发挥其想像力运用英语。

做游戏或唱歌

本套教材中有很多游戏和歌曲，使你有机会

观察到学生掌握词汇和指令的情况。 请参阅为

复习词汇而设的游戏那一节。

检查 Ｌｅｔｓ Ｄｏ Ｉｔ！ 中的活动完成情况

检查学生活动完成情况可有多种选择。 具

体办法可视情况而定：课堂上还剩多少时间；学

生课文掌握的程度如何等。

　 　 ● 可让学生在课堂上相互交流。 学生可以

与同伴（桌）或在小组内交流作业。

　 　 ● 可让学生与同桌交流活动部分。 将正确

答案告诉全班，学生就对方的作业相互打分。

　 　 ● 你也可以上完一个单元之后，将活动部分

收集上来检查。 可不定期地突然抽查；可选取特

定的作业予以打分并予以记录；可“浏览”其他

部分，仅查看学生是否做了，以及他们的具体困

难在哪里。

语音教学方法

本书不提供详尽的语音教学方法。 这里只

提出几点基本的指导意见：

不管任何词或句子，如果学生不明白其意

思，就不要让学生操练。 这是一条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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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语》教材不提倡一开始就教学生国际

音标。 学生已经在费力地学习英语句法和拼音

来表达自己。 而国际音标是另一套抽象记忆符

号，会给培养学生流利、自信地用英语表达自己

造成障碍。

然而，国际音标对于教师来说却不失为一种

有用的工具。 它可以帮助教师辨别学生某些可

能因不太熟悉而难以发出的音。 当教师能发这

些音时，便可以帮助学生学会其他学习语音的方

法。

下面是帮助学生学会单词发音的一些建议：

　 　 ● 把生词的发音和学生所熟悉的汉语语音

相比较。

　 　 ● 说明发音器官（如舌、齿、唇、腭等）的动

作。 可用一种夸张的方式向学生展示发音器官

的位置，并让他们以这种方式进行练习。 如，把

舌尖置于上下齿之间说：Ｔｈａｎｋｓ．
　 　 ● 练习成组的元音发音相同的单词。 如：

ｂｏｙ，ｔｏｙ，ｓｏｙ或 ｆｏｕｒ，ｍｏｒｅ，ｙｏｕｒ，ｓｔｏｒｅ等。
　 　 ● 练习有一个音不同，其他音相同的成对单

词的发音。 如： ｂｉｔ ／ ｂｅｔ， ｓｉｔ ／ ｓｅｔ， ｂａｇ ／ ｂａｃｋ， ｒａｇ ／
ｒａｃｋ等。
　 　 ● 当你在教学生不熟悉的语音时，可采取对

比的方法。 如教 ｔｈｉｎ 中 ／  ／的发音时，把 ／  ／和
ｔｉｎ和 ｄｉｎ相比较。
　 　 ● 在硬纸板上做一个大的人头侧面图像，展

示齿、腭、唇和喉咙。 然后，把口腔部位从硬纸板

上剪下来。 操作时，手上裹一块红布或戴上两指

手套。 当你在教一个新学的语音时，把手从口腔

的部位伸出，表现舌的运动。

　 　 ● 教学生绕口令来练习较难的语音。 其目

的是使学生能够尽快地说绕口令而不把其中的

单词说乱。 如：

Ｔｈｅ ｌｉｐｓ， ｔｈｅ ｔｅｅｔｈ，ｔｈｅ ｔ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ｕ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ｇｇｅｄ ｒｏｃｋ ｔｈｅ ｒａｇｇｅｄ ｒａｓｃａｌ

ｒａｎ．
Ｓｈｅ ｓｅｌｌｓ ｓｅａ ｓｈｅｌｌｓ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ｈｏｒｅ．
Ｌｏｏｋ ｈｏｗ ｈｉｇｈ ｈｉｓ Ｈｉｇｈｎｅｓｓｓ ｈｏｒｓｅ ｈｏｌｄｓ ｈｉｓ
ｈａｕｇｈｔｙ ｈｅａｄ．
下面是帮助学生练习语调和重音的一些建

议：

　 　 ● 在起始年级，重点是练习句子的基本的升

调和降调。 可以在黑板上画出升、降调箭头，也

可用手势或其他方式帮助学生记忆。

　 　 ● 学生是通过大量的听和模仿范例学会语

音语调的。 少年儿童模仿声音的能力很强。 因

此要提供足够的范例。 注意：教师自己的发音要

尽可能地清晰、正确。 要尽可能地创造机会使学

生通过听说本族语的人的录音进行模仿。

　 　 ● 用 ｙｅｓｎｏ 回答的问句要用升调。 其方式
是在句子中的重读单词上提高音调，并在最后一

个音节上明显上升：

Ａｒｅ ｙｏｕ ｈｕｎｇｒｙ？ 
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ｉｃｅ ｃｒｅａｍ？ 

　 　 ● 陈述句和不用 ｙｅｓｎｏ回答的问句用降调。
其方式是在核心词或重读音节上提高音调，然后

音调下降：

Ｉ ｌｉｋｅ ｉｃｅ ｃｒｅａｍ．
Ｈｅｒｅ ｉｓ ｍｙ ｐｅｎｃｉｌ．

　 　 ● 可以采用“回链”的方式帮助学生学习自

然的语流：把一个句子分成几个小部分，然后从

后向前进行操练。 如，在学习 Ｍａｙ Ｉ ｈａｖ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ｏｏｋｓ，ｐｌｅａｓｅ？ 这样一个句子的正确的重读和语
调时，先把整个句子写在黑板上，教师把手放在

单词下面，学生同时说：

Ｐｌｅａｓｅ？ （３ 次）
Ｔｈｒｅ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ｌｅａｓｅ？ （３ 次）
Ｈａｖ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ｌｅａｓｅ？ （３ 次）
Ｍａｙ Ｉ ｈａｖ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ｌｅａｓｅ？ （３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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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牞 ｏｒ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牞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ｅａｃｈ ｕｎｉｔ．

Ｎｏ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ｒｉｔｅ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ｓｅｅｍ ｖｅｒ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
　 Ｗｒｉｔｅ ｄｏｗｎ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ｏｒｅ ｄｒｉｌ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ｏｒ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ｎｏｔｅｓ ｗｈｅ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ｌｅｓｓｏｎ ｐｌａｎｓ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ｕｎｉｔｓ．

Ｇ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Ｓｃ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ｂｙ ｇｉｖｉｎｇ ｏｎｅ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ａｎｓｗｅｒ ａｎｄ ｏｎｅ ｐｏｉｎｔ ｉ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ｈ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牞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ｌａｃｉｎｇ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ｌｉｎ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ｙｏｕ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ｌｅ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牞
ａｗａｒ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牶
●　 １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ｏｒ ｎ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　 ２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ｃａｎ ｕｓｅ ｓｏｍｅ 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３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ｃ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ｐｅａｋ
ａｂｏｕｔ ｓｉｘｔ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Ｔｈｅｙ ｍａｙ牞
ｈｏｗｅｖｅｒ牞 ｓｔｉｌｌ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ｒ ｐｏｏｒ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　 ４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ｃ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ｐｅａｋ
ａｂｏｕｔ ｅｉｇｈｔ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　 ５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牞
ａｎｄ ｃａｎ ｓｐｅａｋ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ｎｉｎｅｔ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ｒ ｍ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ｗａｒｄ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ｉｎｔｓ 牗２ ｏｒ ３牘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ｆｏｒ Ｕｎｉｔ
　 Ｔａｋｅ ｈａｌｆ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Ａｄｄ 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ｓ ｆｏｒ 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ｏｏ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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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成 绩 评 估

　 　 在每单元结束时，教师可以用以下方法或用
自己的方法来评估和记录学生的学习进展情况。

注意特殊问题

记下那些在做课堂口语练习时非常没有信

心的学生的名字。

记下教师认为需要学生在理解和发音方面

更多练习的单词。 这些记录可以供教师在以后

各单元的备课中参考。

给测试评分

测试成绩按如下方式打分：每个正确答案均

给 １ 分；如果学生正确地遵照指示去做，包括将
他们的名字写在正确的位置上，另给 １ 分。

给口语理解评分

根据教师对学生在测试课和整个单元中学

生课堂参与的表现，按如下方式打分：

● １ 分： 理解很困难或完全不能理解的学
生。

　 　 ● ２ 分： 能够理解一些单词并能通过一些非

语言动作表达意思的学生（如点头或手指

事物）。

● ３ 分： 能够理解和表达三分之二内容的学

生，但是显得信心不足或发音不准确的学

生。

● ４ 分： 能够理解和用正确发音表达百分之

八十内容的学生。

● ５ 分： 信心十足，积极参与，并且能够表达

和理解百分之九十或更多内容的学生。

给活动评分

给那些能够完成该单元中教师所布置的作

业的学生，再加几分（２ 分或 ３ 分）。

计算总分

测试分数的一半加上口语理解和活动的分

数便是该单元的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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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ｐｐｅｔｓ牞 Ｐｏ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Ｐｕｐｐｅｔｓ

　 Ｐｕｐｐｅ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ｙ ｗｉｔ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ｓｈ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Ａｓ ａ ｔｅａｃｈｅｒ牞 ｙｏｕ ｃａｎ ｕｓｅ ｐｕｐｐｅｔｓ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牞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Ｙｏｕ ｃａｎ ｕｓ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ａｓｋ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ｐｕｐｐｅｔ ｏｎ ｅａｃｈ ｈａｎｄ牞
ｙｏｕ ｃａｎ ｈｏｌｄ 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牞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ｆｅｅｌ ｔｏｄａｙ牽 Ｉ ｆｅｅｌ ｈａｐｐ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ｌｓｏ ｅｎｊｏｙ ｕｓｉｎｇ ｐｕｐｐｅｔ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ｕｐ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Ｐｕｐｐｅ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ｏ ｓａｙ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Ｐｕｐｐｅｔｓ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 ｖａｒｙ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牶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ｔｅｎ ｅｎｊｏｙ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ｕｓｅ ｐｕｐｐｅｔｓ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Ｓｈ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ｔｅｎ ｆｉｎｄ ｉｔ ｅａｓｉｅｒ ｔｏ ｔａｌｋ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ｓｐ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ｕｐｐｅｔｓ． Ｙｏｕ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ｓｈ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ｂ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ｐｕｐｐｅｔ ｓｔ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ｄｂｏａｒｄ
ａｎｄ ｄｅｓｋｓ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ｐｕｐｐｅｔ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ｃａｎ ｈｉｄｅ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ｃ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牞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ｌｐｓ ｓｏｍｅ ｓｈ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ｐｅａｋ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Ｍａｎ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ｅｔ ａｓｉｄｅ ｏｎ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ｅｓ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ｐｕｐｐｅ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ｕｓ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ｏｖｅ ｔｏ ｍａｋｅ ｐｕｐｐｅｔｓ牶
ｉｔｓ ｆｕｎ牞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ｏ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ｒ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ｃｉｓｓｏｒｓ牞
ｗｏｏｌ牞 ｃｏｌｏｕｒｅｄ ｆａｂｒｉｃ牞 ｎｅｅｄ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ｅａｃｈ ｂｒｉｎｇ ｏｌｄ ｂｕｔｔｏｎｓ牞 ｓｏｃｋｓ牞 ｐｉｎｇｐｏｎｇ ｂａｌｌｓ牞
ｐａｐｅｒ ｂａｇｓ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ｍａｋｅｓ
ｐｕｐｐｅｔｓ牞 ｔ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ｗ ｔｏ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ａｓｋ ｆｏｒ
ｉｔｅｍｓ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ｈ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ｐｐｅｔｍａｋｉｎｇ牞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ｓ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Ｙｏｕ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ａ ｐｕｐｐｅｔ ｏｕｔ ｏｆ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ｙｏｕ ｃａｎ ｆｉｔ
ｏｖｅｒ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牶 ａ ｓｏｃｋ ｏｒ ａ ｐａｐｅｒ ｂａｇ牞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ｐｐｅｔ ａｎｄ ｙｏｕｒ ｆｉｎｇ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 Ａｄｄ ｅｙｅｓ牞 ｌｉｐｓ牞 ａ ｎｏｓｅ ａｎｄ ｈａｉｒ． Ｙｏｕ ｃａｎ ｄｒａｗ
ｔｈｅｓｅ 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ｋｅｒｓ牞 ｏｒ ｕｓｅ ｂｕｔｔｏｎｓ牞 ｆａｂｒｉｃ牞 ｃｏｌｏｕｒｅｄ
ｐａｐｅｒ牞 ｗｏｏｌ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Ｄｅｃｏｒａｔｅ ｙｏｕｒ ｐｕｐｐ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ａｔｓ牞 ｗｈｉｓｋｅｒｓ牞 ｇｌａｓｓｅｓ牞

ｅｙｅｌａｓｈ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ｔｔａｃｈ ｊｅｗｅｌｌｒｙ牞 ｆｅａｔｈｅｒｓ牞
ｈａｉｒ ｒｉｂｂｏｎｓ—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ｃｏｌｏｕｒｆｕｌ． Ｕｓｅ ｙｏｕｒ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ｆｕｎ牎

　 Ｔｈｉｓ ｐｕｐｐｅｔ ｈａｓ ａ ｐｉｎｇｐｏｎｇ ｂａｌｌ ｆｏｒ ａ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ａ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ｆ ｆａｂｒｉｃ ｆｏｒ ａ ｂｏｄｙ． Ｃｕｔ ａ ｈ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ｎｇｐｏｎｇ
ｂａｌｌ ｂｉｇ ｅｎｏｕｇｈ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ｉｎｄｅｘ ｆｉｎｇｅｒ ｔｏ ｐｏｋ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ｒａｐｅ ａ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ｆ ｆａｂｒｉｃ ｏｖｅｒ ｙｏｕｒ ｆ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ｋｅ ｉ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ｌｅ． Ｕｓｅ ｇｌｕｅ ｏｒ ｔａｐｅ ｔｏ ｓｅｃｕｒｅ 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ｌ．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ｐｉｎｇｐｏｎｇ ｂａｌｌ ａ ｆａｃ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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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Ｐｏｓｔｅｒｓ

　 Ｐｏｓｔ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ａ ｂｉ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ｙｏｕ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ｒｙ ｔｏ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ｙ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ｉｇｎｓ牞 ｗｏｒｄｃ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ｌａｙｓ．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ｉｄｓ ｏｆｔｅｎ ｗｈｅ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ｍ ｗｈｅ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ｆｌｕｅｎｔ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ｏｓｔｅｒｓ
　 Ｍａｋｅ ａ ｐｏｓｔｅｒ ｏｒ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 Ｅｖｅｒｙ ｕｎ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ａｓ ａ ｔｈｅｍｅ ｔｈａ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Ｕｎｉｔ １牞 Ｂｏｏｋ １牞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Ｕｎｉｔ １牞 Ｂｏｏｋ １牞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ｏｓｔ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ｍｅ 牗 ｓｕｃｈ ａｓ ａ ｄｅｓｋ牞 ｃｈａｉｒ牞
ｐｅｎ ａｎｄ ｐｅｎｃｉｌ牘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ｌｌｓ ａｎｄ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ｂｏａｒｄｓ ｉｎ ｙｏｕｒ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Ｐｕｔ ｕｐ ｓｉｇｎ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ｓ ｂｅｓｉｄｅ
ｅａｃｈ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Ａｌｓｏ ｐｏｓｔ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ｂｅ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牗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牽 Ｉｔｓ ａ ｄｅｓｋ． 牘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ｇｕｉｄ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ｏｌｏｕｒｓ牞 ｃｌｏｔｈｅｓ牞
ｆｏｏｄｓ牞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ｄｙ牞 ｆａｍｉｌｙ牞 ａｃｔｉｏｎｓ 牗 ｓｕｃｈ ａｓ
ｊｕｍｐｉｎｇ牞 ｓｉｎｇｉｎｇ牞 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牘 ａｎｄ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牗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ａｄ牞 ｓａｄ牞 ｔｉｒｅｄ 牘 ． Ｍａｋｅ ａ ｐｏｓ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Ｐｏｓｔｅｒｓ
　 Ｔａｋ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ｙ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ｏ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ａｒｒａｎｇｅ ｔｈｅｍ ｏｎ ａ ｐｏｓｔｅｒ． Ｌａｂｅｌ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ｅ ｉ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Ｐｕｔ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 ｏｎ
ｙｏｕｒ ｈｅａ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ｏｓｔｅｒｓ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牞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ｋｅ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ｄｒａｗ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ｏｒ ｃｕｔ ｏｕｔ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ｓ ｂｅｓｉｄｅ ｅａｃｈ ｏｎ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ａ
ｓｔｏｒｙ ｏｒ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ｄ．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ｒｙ ｔｏ
ｉｎｖｅｎｔ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ｏ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ｒｔ 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ｗａｌｌ．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Ｐｏｃｋｅｔ Ｐａｎｅｌｓ

　 Ａ ｐｏｃｋｅｔ ｐａｎｅｌ ｉｓ ａ ｓｔｒｉｐ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ｐａｐｅｒ ａｂｏｕｔ ｔｗｅｌｖｅ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ｄｅｅｐ ａｎｄ ｆｉｆｔｙ ｔｏ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ｌｏｎｇ．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ｐ ｅｄｇｅ ｏｐｅｎ牞 ｔａｐ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ｐ ｔｏ ａ ｗａｌｌ
ｏｒ ｓｔａｐｌｅ ｉｔ ｔｏ 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ｂｏａｒｄ． Ｎｏｗ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 ｐｏｃｋｅｔ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ｈｏｌｄ ｗｏｒｄｃ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Ｐｏｃｋｅｔ ｐａｎｅｌｓ ｗｏｒｋ ｗｅｌｌ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ｗｏｒｄ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Ｗｈａｔ ｉｓ ｙｏｕｒ ／ ｈｉｓ ／
ｈｅｒ ｎａｍｅ牽 Ｍｙ ／ Ｈｉｓ ／ 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ｉｓ 牞 ｍａｋ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ｗｏｒｄｃａｒｄｓ ｆｏｒ牶
　 Ｗｈａｔ ｉｓ
　 ｙｏｕｒ
　 ｈｉｓ
　 ｈｅｒ
　 ｎａｍｅ牽
　 Ｍｙ
　 Ｈｉｓ
　 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ｉｓ ．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ｃａｒ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ｖｅ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ｔｗｅｌｖｅ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ｗｉｄｅ． Ｗｒｉｔｅ ｉｎ ｂｉｇ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ｎｄ ｎａｍｅ牽 ｉｎ ｏｎｅ ｐｏｃｋｅｔ
ｐａｎｅｌ．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ｒｄ ｗｉｔｈ ｎａｍｅ ｉｓ ． ｉ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ｏｃｋｅｔ ｐａｎｅｌ． Ｉｎｓｅｒｔ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ｃａｒｄｓ 牗 ｙｏｕｒ牞 ｈｉｓ牞
ｈｅｒ牞 Ｍｙ牞 Ｈｉｓ牞 Ｈｅｒ 牘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ｏｒｋ．
　 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牶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ｄｏ ｙｏｕ ｈａｖｅ牽Ｉ ｈａｖｅ ．
　 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 牽Ｙｅｓ牞 Ｉ ｌｉｋｅ ．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Ｆｌａｎｎｅｌ Ｂｏａｒｄｓ

　 Ａ ｆｌａｎｎｅｌ ｂｏａｒｄ ｉｓ ａ ｃｈｅａｐ ａｎｄ ｖｅｒｙ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ａ ｓｔｒｉｐ ｏｆ ｃｈｅａｐ ｆｌａｎｎｅｌ
牗 ａｂｏｕｔ ｏｎｅ ｍｅｔｒｅ ｄｅｅｐ ａｎｄ ｔｗｏ ｍｅｔｒｅｓ ｌｏｎｇ 牘 ． Ｓｏｍ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ｔｔａｃｈ ｔｈｅ ｆｌａｎｎｅｌ ｔｏ ａ ｗａｌｌ ｏｒ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ｂｏａｒｄ牷
ｓｏｍｅ ｕｓｅ ｉｔ ｔｏ ｃｏｖｅｒ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ｃａｒｄｂｏａｒ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ｔｈｅｎ ｕｓ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Ｆｌａｎｎｅｌ ｓｔｉｃｋｓ ｔｏ ｆｌａｎｎｅｌ．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ｙｏｕ ｃａｎ ａｔｔａｃｈ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ｏｒ ｗｏｒｄｃａｒｄｓ ｔｏ ａ ｆｌａｎｎｅｌ ｂｏａｒｄ ｉｆ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
ｓｍａｌｌ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ｆｌａｎｎｅｌ ｇｌｕ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Ｆｌａｎｎｅｌ ｂｏａｒｄ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ｙｏｕ ｔｅａｃ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ｔｉｃｋ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ａ ｆｌａｎｎｅｌ
ｂｏａｒｄ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ｉｎ牞 ｏｎ牞 ｕｎｄｅｒ牞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ｄ ｂｅｓ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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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ｏｕ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ｕｓｅ ｆｌａｎｎｅｌ ｂｏａｒｄ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ｗｈｅ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ｄｙ牞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ｍａｋｅ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ｓ ｙｏｕ ｔ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 ａｒｍｓ牞 ｌｅｇｓ牞 ｈａｎｄｓ牞 ｆｅｅ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ｄ． Ｙｏｕ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ｌａｎｎｅｌ ｂｏａｒ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ａｓｋ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ｏ ｐｕｔ ａ ｈｅａ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Ａｓｋ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ａｎ ａｒ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Ｙｏｕ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ｆａ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ｆｌａｎｎｅｌ ｂｏａｒ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ｔｉｃｋ ａ ｂｌａｎｋ ｆｌａｎｎｅｌ ｆａ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ａｎｎｅｌ
ｂｏａｒｄ ａｎｄ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ｔｓ
ｏｆ ｅｙｅｓ牞 ｎｏｓｅｓ牞 ｍｏｕｔｈｓ牞 ｅａｒｓ牞 ｈａｉｒ 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ｌ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ｅｓ牘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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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偶、张贴画及其他

制作和利用手偶

手偶是很好的语言学习工具，能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能鼓励学生用语言来练习和玩耍，能帮

助害羞的学生有勇气开口。

作为一名教师，你可以用手偶为学生演示对

话。 例如《教科书》中的那些对话，也可以用它向

全班或单个学生提问。 每只手上拿一个手偶，你

自己就能组织会话，并能演示问答。 如：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ｆｅｅｌ ｔｏｄａｙ？ Ｉ ｆｅｅｌ ｈａｐｐｙ．

学生也喜欢用手偶来互相编对话。 手偶人

物能帮助学生构思对话中所说的事情。 手偶也

能使课堂练习变得丰富多彩。 学生彼此用手偶

练习时，都乐意做句型操练。 害羞的学生也会发

现对着手偶说话，开口说英语会变得轻松容易。

教师可以在教室前面用厚纸板和课桌做一个简

易的手偶舞台。 表演手偶对话的学生可以把脸

藏在舞台后面，这样能够进一步帮助害羞的学生

面对全班同学开口说话。

许多教师留出一整堂课的时间让学生自己

制作可备一年用的手偶。 学生喜欢制作手偶，因

为这项工作很好玩，富有创造性，能够为许多交

流创造出自然的场景。 把诸如剪子、羊毛、彩布、

针线等材料带到课堂上，学生还可以每人带些旧

钮扣、短袜、乒乓球、纸袋或者其他材料。 在学生

做手偶之前，教师应该教学生如何给手偶起名

字，如何要需要的物品。 在制作手偶期间，鼓励

学生用英语交谈。

教师可用能放进手的任何东西来做手偶，如

用一只短袜或一个纸袋。 教师可以用手做手偶

的头，用手指做手偶的嘴。 再添上眼睛、嘴唇、鼻

子和头发。 这些都可以用水彩笔画出，也可以用

钮扣、布料、彩纸、羊毛或其他材料制作。

可以用帽子、胡须、眼镜、眼睫毛和其他有特

点的东西来修饰手偶，还可以给它添加色彩鲜艳

的装饰品，诸如珠宝羽毛、发带等。 运用你的想

像力获取乐趣吧！



１４５　　

　 　 这个手偶是用乒乓球作头，用四方布作身体
的。 在乒乓球上开一个大口，以便能让食指插进

去。 用一块四方布盖住手指，然后把手指插进

去。 用胶水或胶带把布固定在球的开口边缘。

再在乒乓球上制作手偶的面部以及其他拟人化

的东西。

制作和利用张贴画

张贴画会在你的英语教学中起到很大的作

用。 你要尽量用英语的标志、词卡和展示牌装饰

教室，让学生们置身于英语环境中。

教英语词汇时，要经常性地指着这些直观教

具。 鼓励学生口头说英语时要看着这些东西，以

帮助他们记忆单词和句型。 这对提高学生流利

的口语能力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教学张贴画

把学生学的每组词汇做成一幅张贴画或展

示牌。 在《学英语》这套教材中，每个单元的教学

计划都有一个主题，集中归纳了学生要掌握的词

汇。 例如，第 １ 单元着重讲述了学校物品。 在第
１ 单元开始的时候，应在墙上或教室后的宣传栏
上贴一些有关这一主题（例如 ｄｅｓｋ，ｃｈａｉｒ，ｐｅｎ 和
ｐｅｎｃｉｌ）的图片。 在每幅图画的旁边用大号的英
语单词标注。 也可以在图画的旁边贴上一些将

要学习的短语和问句（例如：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 Ｉｔｓ ａ
ｄｅｓｋ． ）。

在这本参考书中，其他的主题包括颜色、衣

服、食物、身体部位、家庭、动作 （如 ｊｕｍｐｉｎｇ，
ｓｉｎｇｉｎｇ，ｌａｕｇｈｉｎｇ）和感情（如 ｈａｐｐｙ，ｓａｄ， ｔｉｒｅｄ）。
为每一个这样的主题制作一幅张贴画。

照片张贴画

拍下一些学生正在教室里活动的照片，把他

们布置到一个大展示牌上。 用英语短句为每幅

照片作标注， 例如： Ｈｅ ｉ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Ｐｕｔ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 ｏｎ ｙｏｕｒ ｈｅａｄ．

学生张贴画

只要有可能，尽量让学生们自己制作词汇小

张贴画，学生可以自己画，也可以从杂志上剪下

图画，然后在每幅图画的旁边写上英语单词。

学生们也可以创作一些与他们已经学过的

某个故事或对话相关的图画，让学生试着在图画

下面写上自己编的句子。 在教室的墙上展示学

生的张贴画和艺术作品。

制作和利用词卡袋

词卡袋是由一块约 １２ 厘米宽，５０ 厘米至

１００ 厘米长的硬纸板制成。 上端开口，用胶带把

它粘在墙上或钉在告示牌上，现在教师就有了一

个能插词卡和图片的词卡袋了。

词卡袋在教授句型单词替换中能发挥很好

的作用，例如教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 ｈｉｓ ／ 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Ｍｙ ／

Ｈｉｓ ／ 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ｉｓ 时，制作下列单个词卡：

Ｗｈａｔ ｉｓ

ｙｏｕｒ

ｈｉｓ

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Ｍｙ

Ｈｉｓ

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ｉｓ ．

制作的词卡大约 ２５ 厘米长，１２ 厘米宽，用大

号字母书写。 把写有 Ｗｈａｔ ｉｓ 和 ｎａｍｅ？ 的词卡

插入一个词卡袋中，把写在 ｎａｍｅ ｉｓ ．的词卡

插入另一个词卡袋中，再插入其他的词卡（ｙｏｕｒ，

ｈｉｓ，ｈｅｒ，Ｍｙ，Ｈｉｓ，Ｈｅｒ），以便向学生展示这个结构

是怎样构成的。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教问答结构。 例如：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ｄｏ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Ｉ ｈａｖｅ ．

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 ？ Ｙｅｓ，Ｉ ｌｉｋ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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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和利用法兰绒板

法兰绒板是一种既便宜又实用的英语教学

用具。 你需要一块便宜的法兰绒布（大约 １ 米
宽，２ 米长）。 一些教师把法兰绒布贴在墙上或
告示栏上，一些教师把它盖在一块厚纸板上，以

便能在教室不同的位置使用。

法兰绒与法兰绒相粘。 如果在图片和词卡

的后面用胶水粘上一小块儿法兰绒，教师便能把

这些图片或词卡粘附在法兰绒板上。

法兰绒板能帮助教师教给学生物品之间的

关系。 例如，教师可以把图画粘在法兰绒板上来

展示 ｉｎ，ｏｎ，ｕｎｄ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和 ｂｅｓｉｄｅ这些概念。

　 　 教师也可用法兰绒板来制作图画。 例如，当
教给学生身体部位的名称时，随着教单词 ａｒｍｓ，
ｌｅｇｓ，ｈａｎｄｓ，ｆｅｅｔ和 ｈｅａｄ，就能逐步地在法兰绒板
上构造出一个人的完整图像。 教师也可以让学

生用法兰绒板来做练习，例如，让一个学生把头

安在身体上，让另外一个学生把一只胳膊从身上

移开。

教师可以用法兰绒板为人头像制作脸部。

例如，可以把用法兰绒制作的一个脸部轮廓粘在

法兰绒板上，让学生用不同类型的眼睛、鼻子、嘴

巴、耳朵、头发（不同颜色和风格）来创造各种各

样的人物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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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ｍｅ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ｏｖｅ ｔｏ ｐｌａｙ ｇａｍｅｓ牞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ｇａｍｅｓ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 ｌｅａ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ｓ ｇａ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ｇａ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ｍａｙ ｆｉｎｄ ｆｕｎ ａｎｄ ｕｓｅｆｕｌ．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ｔｈｅｒ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Ｕｓ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ｓ ｏｆｔｅｎ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ｃｌａｓ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ｇａｍｅｓ ｈｅｌｐ ｗａｒｍ ｕ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牞
ｆｏｃｕｓ ｔｈｅｉ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牞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ＳＣＲＡＭＢＬＥ
Ａ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ａｎｄ
ａｎ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ｉｎ ａ ｃｏｌｕｍ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Ａｓｋ ｔｈｅｍ ｔｏ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ａｓ
ｍａｎ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ｓ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ｘ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ｂｅｇｉｎｓ ｅａｃｈ ｗｏｒｄ．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ｗｒｉｔｅ ｕｐ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ｗｏｒｄｓ ｂｅｓｉｄｅ ｅａ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 Ｙｏｕ ｃａｎ ｇｉｖ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牗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ｆｏｏｄ ｗｏｒｄｓ ｏｒ ｂｏｄｙ ｐａｒｔｓ牘 ｂｙ ｇｉｖｉｎｇ ｄｏｕｂｌ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ａｔ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ｉｖｅ ｔｏ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ｄｏｗｎ
ｗｏｒｄｓ．
　 Ａｓｋ ｔｈｅｍ ｔｏ ｃａｌｌ 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ｙ ｗｒｏｔｅ牞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ｓ ｙｏｕ ｇｏ牷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ｅｔ ｔｗｏ ｐｏｉｎｔｓ牞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ｏｎｅ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ｗｉｎ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Ａ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ｇａｍｅ牞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ａｋｅ ｔｕｒｎｓ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ｙｏｕ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牞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ｖ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Ｇｉ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牶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牗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牘 牞 ｐｌｅａｓｅ ｗａｌｋ ｔｏ ｓ牗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ｓ牘 ｄｅｓｋ．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ｎｏｗ牽Ｙｏｕ ａｒｅ ａｔ ．．．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牶 Ａｔ ｓ ｄｅｓｋ．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Ｇｏｏｄ牎 牗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 牘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ｔａｎｄ． 牗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 牘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ｉｔ ａｔ ｓ ｄｅｓｋ．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ｓｉｔｔｉｎｇ牽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牶 Ａｔ ｓ 牗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ｓ牘 ｄｅｓｋ．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Ｇｒｅａｔ牎 牗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 牘 Ｐｌｅａｓｅ ｗａｌｋ ｔｏ ｓ
牗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３ｓ牘 ｄｅｓｋ．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ｇｏｉｎｇ牽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牶 Ｔｏ ｓ ｄｅｓｋ．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Ｒｉｇｈｔ牎 Ｓｔｏｐ牎 Ｐｌｅａｓｅ ｗａｌｋ ｔｏｗａｒｄｓ ／ ａｒｏｕｎｄ

ｓ 牗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４ｓ牘 ｄｅｓｋ．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ｗａｌｋｉｎｇ牽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牶 Ｔｏｗａｒｄｓ ／ ａｒｏｕｎｄ ｓ ｄｅｓｋ．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Ｓｔｏｐ牎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ｎｏｗ牽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牶 Ａｔ ｓ 牗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５ｓ 牘 ｄｅｓｋ．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Ｇｏｏｄ牎 牗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５． 牘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ｔａｎｄ． 牗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 牘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ｉｔ ａｔ ｓ牗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５ｓ牘 ｄｅｓｋ．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牶 Ａｄｄ ｏｔｈｅｒ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ｙｏｕ ｃｏｕｌｄ ａｓｋ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ｉｔ ｉｎ牞 ｏｎ 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ｅｓｋ． Ｙｏｕ ｃ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ｊｕｍｐ牞 ｗａｌｋ ｏｒ ｒｕｎ ｆｒｏｍ ｄｅｓｋ ｔｏ ｄｅｓｋ牞 ａｎｄ ｙｏｕ ｃｏｕｌｄ ａｓｋ
ｔｈｅｍ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ｏｒ ｓｌｏｗｌｙ牞 ｌｏｕｄｌｙ
ｏｒ ｑｕｉｅｔｌ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ｂｅｆｏｒｅ牞  ａｆｔｅｒ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Ｄｒａｗ ａ ｂｉｇ ｃｌｏｃｋ 牗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ｈａｎｄｓ牘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ｏｃｋ牞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ａｆｔｅｒ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Ａｓｋ ｆｏｒ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牞
ｏｎｅ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Ａｓｋ ｅａｃｈ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ｔｏ ｄｒａｗ ｈａ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ｄｏ 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ｔｃｈ ｙｏｕ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ｈｅｎ ｓａｙ
ａ ｐｈｒａ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ｔ 牗ｔｉｍｅ牘 牞 ｙｏｕ 牗 ａｃｔｉｏｎ牘 ．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牶
　 Ａｔ ７∶ ００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牞 ｙｏｕ ｂｒｕｓｈ ｙｏｕｒ ｔｅｅｔｈ．
　 Ａｔ ７牶 １５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牞 ｙｏｕ ｇｏ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ｔ １２牶 ００牞 ｙｏｕ ｅａｔ ｌｕｎｃｈ．
　 Ａｔ ２牶 ３０牞 ｙｏｕ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Ａｔ ４牶 ００牞 ｙｏｕ ｇｏ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Ｉｔ ｉｓ ｗｉｎｔｅｒ． Ｉｔ ｉｓ ｃｏｌｄ牎
　 Ａｔ ６牶 ３０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牞 ｙｏｕ ｗａｓ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ｈｅｓ．
　 Ａｔ ８牶 ３０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牞 ｙｏｕ ｒｅａｄ ａ ｂｏｏｋ．
　 Ｔｈｅｎ ａｓｋ ｅａｃｈ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ｙｏｕ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ｐ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Ａｓｋ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牶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ｄｏ ｂｅｆｏｒｅ ／ ａｆｔｅｒ ｙｏｕ 牽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ｔｏ ｔｈｉｎｋ牎 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 ｇ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ｉｔ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ｏｆ ｄａｙ ｉｎ ｙｏｕｒ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ＢＩＮＧＯ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ａ ｂｌａｎｋ ｂｉｎｇｏ ｇａｍｅ ｓｈｅｅｔ ａｎｄ ａ
ｐｅｎｃｉｌ．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 ｌａｒｇ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ｃａｒｄｓ．



１４８　　

　 Ａ ｂｉｎｇｏ ｇａｍｅ ｓｈｅｅｔ ｉ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ｑｕａ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ｅｖｅｎｌｙ
ｉｎｔｏ ｆｉｖｅ ｒｏｗｓ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ｃｏｌｕｍｎｓ 牗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ｖ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ｓｑｕａｒｅｓ 牘 ． Ｂｌｏｃｋ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ｓｐａｃｅ牶 ｉｔｓ ａ ｆｒｅｅ
ｓｐａｃｅ． Ｗｒｉｔｅ Ｂ Ｉ Ｎ Ｇ Ｏ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ｎｓ牞
ｏｎ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ｏｌｕｍｎ． 牗 Ｙｏｕ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ｏｎｅ
ｂｉｎｇｏ ｇａｍｅ ｓｈｅｅｔ ａｎｄ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 ｉｔ牞 ｏｒ 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ｈｅｅｔ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 牘
　 Ｗｒｉｔｅ ａｎｙ 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ｐｙ 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ｄｓ ｏｎ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ｎｇｏ ｇａｍｅ ｓｈｅｅｔｓ牞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ｏｒｄ ｉｎｔｏ
ｅａｃｈ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牶 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ｍｉｘ ｕｐ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ａ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ｆ ｅｖｅ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ｄｓ牞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ｎｇｏ ｇａｍｅ ｓｈｅｅｔ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ｃａｒｄｓ ｙｏｕ ｈｏｌｄ ｕｐ．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ｏ ｇｅｔ
ａ ｒｏｗ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ｄ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ａｎ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ｎｓ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Ｈｏｌｄ ｕｐ ａ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ｃ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ａ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ｈｅｃｋ ｔｏ ｓｅｅ ｉｆ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ｔｈａｔ ｍａｔ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ｎｇｏ ｇａｍｅ
ｓｈｅｅｔｓ． Ｉｆ ｔｈｅｙ ｄｏ牞 ｔｈｅｙ ｐｕｔ 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ｏｎ ｔｈａｔ ｓｑｕａｒｅ 牗 ａ ｂｉｔ
ｏｆ ｃｏｌｏｕｒｅｄ ｐａｐｅｒ牞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牘 ． Ｉｆ ｔｈｅｙ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Ｂ ｃｏｌｕｍｎ牞 ｔｈｅｙ ｌｅａｖｅ ｉｔ ａｌｏｎｅ．
　 Ｈｏｌｄ ｕｐ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ａ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ｈｅｃｋ ｔｏ ｓｅｅ ｉｆ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ｔｈａｔ ｍａｔ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ｎｇｏ ｇａｍｅ
ｓｈｅｅｔｓ． Ｉｆ ｔｈｅｙ ｄｏ牞 ｔｈｅｙ ｐｕｔ 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ｏｎ ｔｈａ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ｆ
ｎｏｔ牞 ｔｈｅｙ ｌｅａｖ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ａｌｏｎｅ． Ｄｏｎｔ ｆｏｒｇｅ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ｓｐａｃｅ ｉｓ ａ ｆｒｅｅ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ｕｐ ｃ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ｏ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ｅｅｐ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ｒｄ ｇｏｅｓ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ｌｕｍ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ｙｏｕ ｃｏｕｌｄ ｗｒｉｔｅ Ｂ Ｉ Ｎ Ｇ Ｏ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ｔａｃｋ ｅａｃｈ ｃａｒ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ｓ ｙｏｕ ｃａｌｌ ｉｔ．
　 Ｗｈｅｎ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牞 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牞 ｍａｒｋｓ ａ ｒｏｗ ｏｆ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ａｎ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ｂｉｎｇｏ ｇａｍｅ ｓｈｅｅｔ牞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ｃａｌｌｓ ｏｕｔ Ｂｉｎｇｏ牎 Ｔｈｅｎ ａｓ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ａｌｌｓ ｂａｃｋ ｅａｃｈ
ｗｏｒｄ牞 ｃｈｅｃｋ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ｕｎｔｉｌ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ｈｅｌｄ ｕｐ ａｌｌ ｔｗｅｎｔｙ
ｆｏｕｒ ｃａｒｄｓ ｏｒ ｕｎｔｉｌ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ａｌｌｓ Ｂｉｎｇｏ牎 Ｉｆ ｎｏ ｏｎｅ ｇｅｔｓ
ａ ｂｉｎｇｏ牞 ｍｉｘ ｕｐ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 ｃ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ｌ ｔｈｅｍ ｏｕｔ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 ｕｎｔｉｌ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ａｌｌｓ Ｂｉｎｇｏ牎
　 Ａｓｋ ｙ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ｇａｍｅ ｓｈｅｅｔｓ． Ｙｏｕ 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ａｇ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ｉｍ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１牶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ｒｙ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 Ｘ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ｒｅｅ ｓｐａｃｅ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ｎｇｏ ｇａｍｅ ｓｈｅｅｔ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２牶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ｒｙ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 ｓｑｕａｒ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ｎｇｏ ｇａｍｅ ｓｈｅｅｔｓ．
ＣＡＮ ＹＯＵ ＦＩＮＤ ＩＴ牽
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Ｔｈｉｓ ｇａｍ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ｕｎ ｉｆ ｙｏｕ ｕｓｅ ｒｅ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ｐｕｔ ａ ｐｉｌｅ ｏｆ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ｓｋ ｆｏｒ ａ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ａ ｆｅｗ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Ｔｈｅｎ ａｓｋ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ｔｏ
ｌｅａｖｅ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Ｒｅｍｏｖ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ｉｌｅ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ｉｔ ｔｏ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ｔｏ ｈｉｄｅ
ｉｎ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ｄｅｓｋ．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ｇｕ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ｆ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ｏｒ ｄｅｎｉｅｓ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ｇｕｅｓ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牶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牶 Ｍｙ ｉｓ ｌｏｓｔ牎
　 Ｃｌａｓｓ牶 Ｙｅｓ ／ Ｎｏ牎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ｇｕ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ｆ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牞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ｒｏａｍ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牞 ａｓｋ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ｈｅｌｐ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牶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牶 Ｃａｎ ｙｏｕ ｆｉｎｄ ｍｙ 牽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牶 Ｎｏ牞 Ｉ ｃａｎｔ．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牶 Ｉｓ ／ Ａｒｅ ｍｙ ｎｅａｒ牽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牶 Ｙｅｓ ／ Ｎｏ牞 ｉｔ ／ ｔｈｅｙ ｉｓ ／ ａｒｅ ｎｅａｒ ／ ｆａｒ．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ｔｅｍ ｏｆ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牞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ａｙｓ 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牎 
ＣＨＡＲＡＤＥＳ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ｇａｍｅ牞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ｓｈｕｈｒａｙｄｓ牞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ａ ｗａｔｃｈ ｏｒ ｃｌｏｃｋ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ｗｓ ｓｅｃｏｎｄｓ ａｎ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牞 ｓｕｃｈ ａｓ ａ ｂｏｘ ｏｒ 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牞 ｐｕｔ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ｃａｒｄ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ｏｒ ｓｌｉｐｓ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ｗｏｒｄｓ ｏｒ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ｎｏｗ．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ｔｅａｍｓ． Ａｐｐｏｉｎｔ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ａｓ ａ
ｔｉｍｅｋｅｅｐｅｒ． Ｔｅａｍ １ ｃｈｏｏｓｅｓ ａ ｐｌａｙｅｒ ｗｈｏ ｇｏ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ｔａｋｅｓ ａ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ｃａｒｄ ｏｒ ｓｌｉｐ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Ｔｈａｔ ｐｌａｙｅｒ ｍｕｓｔ ｔｒｙ ｔｏ ｓｈｏｗ牞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牞 ｗｈａｔ ｉｔ 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ｅａｍ １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ｇｕｅｓ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ｏｒ ｐｈｒａｓｅ． Ｎｏｔｅ牶 Ｔｅａｍ ２ ｍｕｓｔ
ｒｅｍａｉｎ ｑｕｉｅｔ牎
　 Ｉｎ Ｃｈａｒａｄｅｓ牞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ｅｒ ｍａｙ ｎｏｔ ｓａｙ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牞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ｏｒ ｄｒａｗ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ｅｒ ｍｕｓｔ ｕｓｅ ｏｎｌ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ｏｒ ｐｈｒａｓｅ．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ｋｅｅｐｅｒ ｋｅｅｐｓ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ｓｅｃｏｎｄｓ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ｔｏ ｇｕｅｓ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ｏｒ ｐｈｒａｓｅ． Ｄｏ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ｗｏ ｍｉｎｕｔｅｓ 牗 ｏｒ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ｉｍｅ ｌｉｍｉｔ牘 ．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ｇｕ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ｏｒ ｐｈｒａｓｅ牞 ｒｅｃｏｒｄ ｔｈｉｓ



１４９　　

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Ｎｅｘｔ牞 Ｔｅａｍ ２ ｓｅｎｄｓ ａ ｐｌａｙ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ｔｏ ｔａｋｅ ａ ｓｌｉｐ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ａｃ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ｏｒ ｐｈｒａｓｅ． Ｒｅｐｅａｔ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 ｏｆｔｅｎ ａｓ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ｔｏｔ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ｗｉｎｓ．
ＣＬＡＰ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ｔ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 ｔｈｅｍ ｔｈｉ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ｌ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ａ １２３ ｒｈｙｔｈｍ牶
　 １ － Ｃｌａｐ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ｓ ｏｎ ｙｏｕｒ ｔｈｉｇｈｓ．
　 ２ － Ｃｌａｐ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３ － Ｃｌａｐ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ｓ ｏｎ ｙｏｕｒ ｔｈｉｇｈｓ．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ｌａｐ ｗｉｔｈ ｙｏｕ ａｓ ｙｏｕ 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 １２
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ｈａｓ ｍａｓｔｅｒｅｄ ｉｔ．
　 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ａｐ ｔｈｉ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牞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ｎｕ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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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ｇｏｅ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牞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ｕｎｇｒｙ ／ ｅａｔ牞 ｔｈｉｒｓｔｙ ／ ｄｒｉｎｋ牞 ｓｈｅ ／ ｇｉｒｌ牞 ｈｅ ／ ｂｏｙ牞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ａｃｈ ｗｒｉｔｅ ｔｗ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Ｏｎ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ｍａｔ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牷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牞 Ｉ ｅａｔ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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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ｔｅｐ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ｍａｎｎｅｒ．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牶
　 Ｍｏｔｈｅｒ ／ Ｆａｔｈｅｒ牶 牗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 牘 牞 ｐｌｅａｓｅ ｔａｋ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ｉｇ ｓｔｅｐ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牶 Ｍｏｔｈｅｒ ／ Ｆａｔｈｅｒ牞 ｍａｙ Ｉ牽
　 Ｍｏｔｈｅｒ ／ Ｆａｔｈｅｒ牶 Ｙｅｓ牞 ｙｏｕ ｍａ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牶 牗 Ｔａｋ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ｉｇ ｓｔｅｐ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牘
　 Ａｎ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ｈ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ａｙｉｎｇ
Ｍｏｔｈｅｒ ／ Ｆａｔｈｅｒ牞 ｍａｙ Ｉ牽 ｏｒ ｗｈ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牞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ｈｏ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ｏｒ ｆａｔｈ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ｗｉｎｓ．
　 Ｙｏｕ ｃａｎ ｕｓｅ ｔｈｉｓ ｇａｍｅ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Ｂ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ｙｏｕｒ ｃｌａｓｓ
ｔｏ ｕｓ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ｙｏｕ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牶
　 Ｐｌｅａｓｅ ｔａｋｅ ｎｉｎｅ 牗 ｏｒ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牘 ｂｉｇ ／ ｌｉｔｔｌｅ ｓｔｅｐｓ．
　 Ｐｌｅａｓｅ ｔａｋｅ ｆｉｖｅ牗 ｏｒ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牘 ｂｉｇ ／ ｌｉｔｔｌｅ牞 ｆａｓｔ ／ ｓｌｏｗ牞
ｌｏｕｄ ／ ｑｕｉｅｔ ｓｔｅｐｓ．

　 Ｐｌｅａｓｅ ｔａｋｅ ｔｗｏ 牗 ｏｒ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牘 ｂｉｇ ／ ｌｉｔｔｌｅ 牗 ｏｒ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牘 ｓｔｅｐｓ ｉｎ ａｎ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牗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牘 ．

　 Ｐｌｅａｓｅ ｒｕｎ 牗 ｊｕｍｐ牞 ｗａｌｋ牞 ｓｋｉｐ牘 ｏｎｅ 牗 ｏｒ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牘
ｂｉｇ ／ ｌｉｔｔｌｅ 牗 ｏｒ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牘 ｓｔｅｐ．

　 Ｉｆ ｙｏｕ ｕｓ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牞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ａｇｒｅｅ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ａｃｔ ｔｈｅｍ ｏｕ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１牶 Ｙｏｕ ｃａｎ ａｄａｐｔ ｔｈｉｓ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ｙｏｕ ｗｏｕｌｄ ｕｓｅ ｉｎＳｉｍｏｎ Ｓａｙｓ．  Ｗｈｅｎ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ｓ 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牗 ａｆｔ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ａｓｋｉｎｇ Ｍｏｔｈｅｒ ／
Ｆａｔｈｅｒ牞 ｍａｙ Ｉ牽牘 牞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ｔａｋｅｓ ａ ｓｔｅ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牞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２牶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ｔｏ ｔｅａｍｓ． Ａｐｐｏｉｎｔ ａ ｓｃｏｒｅｋｅｅｐｅｒ．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ｔｅａｍ牞 ｏｎｅ ｂｙ ｏｎｅ． 牗 Ｙｏｕ ｃａｎ
ｕｓ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ｏｔ． 牘 Ｅａｃｈ ｔｅａｍ
ａｓｋｓＭｏｔｈｅｒ牞 ｍａｙ ｗｅ牽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ｋｅｅｐｅｒ ａｗａｒｄｓ ａ ｐｏｉｎｔ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ａ ｔｅａｍ ｄｏ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ＮＡＭＥ ＩＴ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ａ ｐｅｎｃｉｌ．
　 Ｃａｌｌ ｏｕｔ ａ ｃｏｌｏｕｒ ａｎｄ 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牞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ｏｏｄｓ牞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ｏｒ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ｏｂｊｅｃｔｓ牷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Ｒｅｄ牶
ｆｏｏｄｓ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ｕｓｔ ｔｈｅｎ ｗｒｉｔｅ ｄｏｗｎ ａｓ ｍａｎｙ ｒｅｄ
ｆｏｏｄｓ ａ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ｔｈｉｎｋ ｏｆ 牗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ｍｅａｔ牞 ａｐｐ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牘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ｄｄ ｕｐ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ｙ ｗｒｏ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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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ｗ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ｗｒｉｔｅ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牗 ｏｎｅ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ｗｏｒｄ牘 ．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牞 ｃａｌｌ ｏｕｔ ａ ｎｅｗ ｃｏｌｏｕｒ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Ｙｏｕ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ｃａｌｌ ｏｕ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ｃｏｌｏｕｒｓ牷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Ｅ牶 ｂｏｄｙ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ｕｓｔ ｗｒｉｔｅ
ｄｏｗｎ ａｓ ｍａｎｙ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ｔｈａｔ ｂｅｇｉｎ ｗｉｔｈ Ｅ ａ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ｎ 牗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ｅｌｂｏｗ牞 ｅａｒ ａｎｄ ｅｙｅ牘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ｗｉｎ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１牶 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ｌａｙ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ｇｒｏｕｐ牞 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ｒｉｔｅｓ ｄｏｗｎ ａｓ
ｍａｎ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ｓ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ｃ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ｏ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ｕｎｔｓ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ｏｒｄｓ ｉ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ｃｏ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２牶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ｔｏ ｅｉｇｈｔ牞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ｌａｙ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ｇａｍｅ ｏｆ Ｎａｍｅ Ｉｔ 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ｐａｃ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ｓｌｉｐｓ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ｈｏｗ
ａ ｌｅｔｔｅｒ 牗 ｏｒ ｃｏｌｏｕｒ牘 ａｎｄ 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ｎｅ ｐ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ａｄｓ ａｌｏｕｄ ｔｈｅ ｓｌｉｐ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ｅａｃｈ ｐｌａｙ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 ｗｏｒｄｓ ｔｏ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ｃｌａｒｅｓ ａ ｗｉｎｎ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ｅａｃｈ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ＮＥＶＥＲ ＮＥＶＥＲ
Ａ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ｒａｗ ｓｅｖｅｎ ｂｏｘ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Ｌａｂｅｌ ｅａｃｈ ｂｏｘ
ｗｉｔｈ ａ ｄ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ｅｋ牞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ｕｎｄａｙ．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ｔｅａｍｓ ａｎｄ ｋｅｅｐ ｓｃｏｒｅ．
　 Ｙｏｕ ｓａ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ｕｓ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ａｌｗａｙｓ牞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牞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ｎｅｖｅｒ．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ｔｅａｍ ｔａｋｅ ｔｕｒｎ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ｃｈｅｃｋ ｍａｒｋｓ ｏｒ Ｘ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ｘｅｓ ｔｏ
ｍａｔｃｈ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ｓａ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牶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Ｙｏｕ ａｌｗａｙｓ ｗｅａｒ ｐａｎｔ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牶 牗Ｐｕｔ ａ ｃｈｅｃｋ ｍａｒｋ ｉｎ ｅａｃｈ ｂｏｘ． 牘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Ｙｏｕ ｎｅｖｅｒ ｅａｔ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牶 牗Ｐｕｔ ａｎ Ｘ ｉｎ ｅａｃｈ ｂｏｘ． 牘
　 Ｆｏｒ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ｕｓｕａｌｌｙ牞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ｔｏ
ｔｈｉｎｋ牎 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 ｕｓｅ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ｃｋ ｍ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Ｘｓ牞 ｂｕｔ ｉｎ ａｎｙ ｏｒｄｅｒ． Ｆｏｒ ｕｓｕａｌｌｙ牞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ａｌｆ ｔｈｅ
ｄａｙ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ｃｈｅｃｋ ｍａｒｋｓ． Ｆｏｒ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牞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ｈａｌｆ ｄａｙ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ｃｈｅｃｋ ｍａｒｋ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牶 Ｙｏｕ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ｈａｒｄｅｒ ｂｙ ａｓ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ｒａｗ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ｏｒ ｗｒｉｔｅ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ｙｏｕ ｓａ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ｉｆ ｙｏｕ ｓａｙ Ｙｏｕ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ｗｅａｒ ｓｈｏｒｔ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ｙｏｕ ｗｅａｒ ｐａｎｔｓ牞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ｒａｗ 牗 ｏｒ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ｆｏｒ牘 ｓｈｏｒｔｓ ｉ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ａｌｆ ｔｈｅ ｄａｙｓ牞 ａｎｄ ｐ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ｙｓ．
Ｉｆ ｙｏｕ ｓａｙ Ｉｔ ｉｓ ｎｅｖｅｒ ｒａｉｎｙ牞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ｒａｗ ａ

ｓｕｎ 牗 ｏｒ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牘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ｅｋ．
ＮＵＭＢＥＲ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ｕｍｂ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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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ｒｏｗ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牞 ｉｆ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牞 ｓｏ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ｗ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ｔａｎ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ｔａｎ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ｉｓ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ｔｈ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ｒｏｗ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ｉｆ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ｂｏｙ牞 ｔｈｅｎ ａ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ｇｉｒ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ａ ｆｒｏｗｎｉｎｇ ｇｉｒｌ牞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ｇｏｅ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ｉｓ牶
　 Ｈｅ ｌｉｋｅｓ ｈｉｓ 牗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牘 牗 ｏｂｊｅｃｔ牘 ａｎｄ ｓｈｅ ｌｉｋｅｓ
ｈｅｒ 牞 ｂｕｔ ｓｈｅ ｄｏｅｓｎｔ ｌｉｋｅ ｈｅｒ ．



１５８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ｓｉｍｐｌｅｒ牞 ｕｓｅ ｙｏｕ ／ ｙｏｕｒ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ｈｅ ／ ｈｉｓ ａｎｄ ｓｈｅ ／ ｈｅｒ． 
　 Ａｗａｒ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牶 Ｐｕｔ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ｃａｒｄｓ
牗 ｅａｃｈ ｐａｉｒ ｈａｓ ａｎ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牘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ａ ｒｏｗ． Ｔｅａｍ １ ｓｅｎｄｓ ａ ｐｌａｙｅｒ ｔｏ ｓｔａｎｄ ｎｅｘｔ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ｗ ｏｆ ｃａｒｄｓ． Ａ ｐｌａｙ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ｅａｍ ２ ｍ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１ ｐ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ａｉｒ ｏｆ ｃ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１ ｐｌａｙｅｒ
ｓｍｉｌｅｓ ｏｒ ｆｒｏｗｎｓ ｔｏ ｓｈｏｗ ｌｉｋｅ ｏｒ ｄｉｓｌｉｋ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２ ｐｌａｙｅｒ ｔｈ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牶
　 Ｈｅ ／ Ｓｈｅ ｌｉｋｅｓ ｈｉｓ ／ ｈｅｒ 牗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牘 牗 ｎｏｕｎ牘 ａｎｄ

牞 ｂｕｔ ｈｅ ／ ｓｈｅ ｄｏｅｓｎｔ ｌｉｋｅ ｈｉｓ ／ ｈｅｒ ．
Ｈｅ ／ Ｓｈｅ ｄｏｅｓｎｔ ｌｉｋｅ ｈｉｓ ／ ｈｅｒ 牗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牘 牗 ｎｏｕｎ牘
ａｎｄ 牞 ｂｕｔ ｈｅ ／ ｓｈｅ ｌｉｋｅｓ ｈｉｓ ／ ｈｅｒ ．
Ｈｅ ／ Ｓｈｅ ｌｉｋｅｓ ｈｉｓ ／ 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ｓ ／ 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ｓ ／ ｈｅｒ ．
Ｈｅ ／ Ｓｈｅ ｄｏｅｓｎｔ ｌｉｋｅ ｈｉｓ ／ ｈｅｒ 牗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牘 牗 ｎｏｕｎ牘
ａｎｄ ｈｉｓ ／ 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ｓ ／ ｈｅｒ ．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ｓｉｍｐｌｅｒ牞 ｕｓｅ ｙｏｕ ／ ｙｏｕｒ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ｈｅ ／ ｈｉｓａｎｄｓｈｅ ／ ｈｅｒ． 
ＳＰＥＬＬ ＩＴ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ｎ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ｌｉｋ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牞  ｂｕｔ ｙｏｕ ｐｌａｙ ｉｔ ａｓ ａ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ｔｅａｍｓ． Ｗｒｉｔｅ ｂｌ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ａｎｙ
ｗｏｒｄ ｏｒ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牗 ｌｅａｖｅ ｓｐａ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ｐｈｒａｓｅｓ 牘 ． Ｔｈｅ ｔｅａｍｓ ｔａｋｅ ｔｕｒｎｓ
ｇｕｅｓｓ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ｇｏ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ｎｋｓ． Ｙｏｕ牞 ｏｒ ａ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牞 ｗｒｉｔ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ｇｕ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ｂｌａｎｋｓ． Ａ ｔｅａｍ ｍａｙ ｇｕｅｓ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ｏｒ ｐｈｒａｓ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ｆｉｌｌｅｄ ｉｎ牞 ｂｕｔ ｍｕｓｔ ｔｈｅ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ｓｐｅｌｌ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ｗｏｒｄ ｏｒ ｐｈｒ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ａｍ
ｔｏ ｄｏ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ｓ．
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ＢＥＥ
Ａ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ｔｅａｍ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ｏｉｎｔ ａ
ｓｃｏｒｅｋｅｅｐｅｒ． Ｓｔａｒｔ ｗｉｔｈ ａ ｐｌａｙｅｒ ｆｒｏｍ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ｅａｍ． Ｃａｌｌ
ｏｕｔ ａ ｗｏｒ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ｅｒ ｍｕｓｔ ｔｈｅｎ ｓｐｅｌｌ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ｏｕｔ
ｌｏｕｄ． Ｉ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ｅｒ ｍｉｓｓｐｅｌｌ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ｄ牞 ａ ｐｌａｙ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ｅａｍ ｇｅｔｓ ａ 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ｒｙ．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ｋｅｅｐｓ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ｅａｍ ｔｏ ｔｅａｍ ｕｎｔｉｌ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ｓｐｅｌｌ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Ｔｈｉｓ ｔｅａｍ ｔｈｅｎ ｗｉｎｓ ａ ｐｏｉｎｔ． Ｗｈｅｎ ａ ｐｌａｙｅｒ ｓｐｅｌｌｓ ａ ｗｏｒ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ａｎｄ ｗｉｎｓ ａ ｐｏｉｎｔ牞 ａ ｐｌａｙ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ｅａｍ
ｔａｋｅｓ ａ ｔｕｒｎ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ｓｐｅｌｌ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ｄ ｙｏｕ ｃａｌｌ ｏｕｔ．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牶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Ｃａｔ牎
　 Ｔｅａｍ Ａ牞 Ｐｌａｙｅｒ １牶 Ｃｕ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Ｎｏ牎
　 Ｔｅａｍ Ｂ牞 Ｐｌａｙｅｒ １牶 Ｃｉ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Ｎｏ牎
　 Ｔｅａｍ Ａ牞 Ｐｌａｙｅｒ ２牶 Ｃａｔ牎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Ｙｅｓ牎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牎
　 Ｔｅａｍ Ｂ牞 Ｐｌａｙｅｒ ２牶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Ｙｅｓ牎 Ｎｏｏｄｌｅｓ牎
　 Ｔｅａｍ Ａ牞 Ｐｌａｙｅｒ ３牶 Ｎｏｏｄｌｅ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牶 Ｙｅｓ牎
ＳＴＯＰ牎ＧＯ牎
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Ｓｔｏｐ ａｎｄ Ｇｏ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Ｔｅ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ｗａｌｋ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牞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ａｔ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ｒ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ｓａｙ Ｇｏ牎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ｓａｙ Ｓｔｏｐ牎 牞 ｔｅｌｌ ｔｈｅｍ ｔｏ ｓｔｏｐ牞 ｌｏｏｋ ｕｐ ａｎｄ
ｐａｉｒ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ｓｔ ｔｏ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ａｉｒ ｓｈａｋｅ ｈ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牶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牶 Ｈｅｌｌｏ． 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 ． 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ｎａｍｅ牽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牶 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 ． Ｎｉｃｅ ｔｏ ｍｅｅｔ ｙｏｕ．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牶 Ｎｉｃｅ ｔｏ ｍｅｅｔ ｙｏｕ．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ｓａｙ Ｇｏ牎 牞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ｂｅｇｉｎ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ａｇａｉｎ牞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Ｉｆ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ｏｏ ｍａｎ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ｙｏｕｒ ｃｌａｓｓ ｔｏ ｐｌａ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ｙ牞 ａｓｋ ｔｈｅｍ ｔｏ ｐｌａｙ ｉｔ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牞 ｔｅｎ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ＧＡＭＥ
Ａ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ｇａｍｅ牞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ａｋｅ ｔｕｒｎｓ ａｄｄｉｎｇ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ｏ ａ 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ｃａｎ ｂｅ ａｂｏｕｔ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牎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ｆｕｎ ａｎｄ ｂ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牎
　 Ａｐｐｏｉｎｔ ａ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ｙｏｕ ｂｅｇｉｎ 牗 ｏｒ ｂ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牘 ．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ｗｒｉｔｅｓ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ｅｌｌ ｉｔ．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牞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ｒｅａ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Ｉｆ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ｓｅｔ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牞 ｐｕｔ
ｗｏｒｄｓ ｏｒ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ｏｎ ｓｌｉｐｓ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ｉｎ ａ ｂｏｘ． 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ｄｒａｗｓ ａ ｓｌｉｐ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ｘ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ｍａｋｅｓ ｕｐ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ｏ ａｄ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ＴＨＩＮＫ ＡＨＥＡＤ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１５９　　

　 Ｔｅ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ｏｒ ｆｏｒｍ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Ｅａｃｈ ｐａｉｒ ｏｒ ｇｒｏｕｐ ｎｅｅｄｓ ｏｎｅ ｓｅｔ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ｃ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ｅ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ｓ ｆａｃｅ ｄｏｗｎ ｉｎ ａ ｐｉｌｅ．
　 Ｐｌａｙｅｒ １ ｐｉｃｋｓ ｕｐ ａ ｃａｒｄ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ｉｔ ｏｎ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ｆｏｒｅｈ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Ｐｌａｙｅｒ １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ｇｕ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ｂｙ ａｓ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Ｉｓ ｉｔ ｇｒｅｅｎ牽 Ｉｓ ｉｔ ｂｉｇ牽
Ｉｓ ｉｔ ａ ｔｈｉｎｇ牽 Ｉｓ ｉｔ ａ ｆｅｅｌｉｎｇ牽 Ｉｓ ｉｔ ｆｏｏｄ牽
　 Ｗｈｅｎ Ｐｌａｙｅｒ １ ｇｕ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牞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ｐａ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ｐｌａｙｅｒ．
ＴＨＩＳ ＴＨＡＴ
Ａ ｃａｒｄ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ｇｅｔ 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ｆｌａｓｈｃ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ｒｒａｎ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ｒｄｓ ｉｎ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ａｉｒｓ牞 ｆａｃｅ
ｄｏｗｎ牞 ｉｎ ａ ｒｏｗ． 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ｉｃｋｓ ｕｐ ｏｎｅ ｃａｒｄ牞 ｏｒ ａ ｐａｉｒ
ｏｆ ｃａｒｄｓ牞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ｓ ｉｔ ｏｒ ｔｈｅｍ ｔｏ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ａｋｅ ｔｕｒｎｓ ｓａｙｉｎｇ牶
　 Ｓｔｕｄｅｎｔ牶 牗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ｓ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ｉ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牘 Ｉ

牗 ｄｏｎｔ牘 ｌｉｋｅ ｔｈｉｓ ／ ｔｈｅｓｅ ． 牗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ｒｄ牗 ｓ牘 ｏｆ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 牘 Ｉ牗 ｄｏｎｔ牘 ｌｉｋｅ ｔｈａｔ ／ ｔｈｏｓｅ ．

ＴＩＣＴＡＣＴＯＥ
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Ｄｒａｗ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ｇｒｉ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ｈ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ｒｏｗｓ牞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ｎｉｎｅ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ｅｑｕａｌ ｓｉｚｅ．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ｔｅａｍｓ． Ａｓｋ ａ ｐｌａｙｅｒ ｏｎ Ｔｅａｍ
１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牽 Ｗｈａｔ ｃｏｌｏｕｒ
ｉｓ ｔｈｉｓ牽 Ｉｓ ｔｈｉｓ ａ ｏｒ ａ 牽 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牽
Ｙｏｕ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ｅａｍ ａ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牞 Ｔｏｕｃｈ ｙｏｕｒ ｈｅａｄ．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Ｓｈｏｗ ｍｅ ａｎ ｅｒａｓｅｒ．
　 Ｉ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ｅｒ ｏｒ ｔｅａｍ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牞 ａ
ｐｌａｙ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ｍａｙ ｗｒｉｔｅ ａｎ Ｘ ｉｎ ａｎｙ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Ｔｅａｍ ２ ｎｏｗ ｈａｓ ａ ｔｕｒｎ． Ｉ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牞 ｉｔ ｍａｙ ｗｒｉｔｅ ａｎ Ｏ ｉｎ ａｎｙ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ｔｅａｍ ｉ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 ｒｏｗ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Ｘｓ
牗 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Ｏｓ 牘 ｉｎ ａｎ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牶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牞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ｏｒ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牞 ｔｅａｍｓ ａｌｓｏ ｗａｎｔ ｔｏ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Ｘｓ ｏｒ
Ｏｓ ｔｏ ｂｌｏｃｋ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ｅａｍ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 ａ ｒｏｗ．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ａｍ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 ｒｏｗ ｗｉｎｓ ｏｎｅ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１牶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ｎｉｎｅ ｌａｒｇｅ ｃａｒｄｓ ｏｒ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ｐａｐｅｒ． Ｗｒｉｔｅ ａ ｌａｒｇｅ Ｘ ｏｎ ｏｎｅ ｓｉｄ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ａｒｄ
ａｎ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Ｏ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ａｉ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ｉｎ ａ ｒｏｗ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Ａｓｋ ｎｉｎ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ｂｏａｒｄ牶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ｒｓ牞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ｔａｎｄ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ｎｅｅｌ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ｒｓ． Ｇｉｖｅ 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 ｃａｒｄ． Ｗｈｅｎ Ｔｅａｍ １ ｃｈｏｏｓｅｓ
ａｎ Ｘ牞 ｉ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ｂｏａｒｄ．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ｅ Ｘ ｃａｒｄ ｕｐ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ｕｐ Ｘ ａｎｄ Ｏ ｃａｒｄｓ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ｔｅａｍｓｃｈｏｉｃｅ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２牶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ｔｈｉｓ ｇａｍｅ ｉｎ ｐａｉｒｓ
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ｙ ｄｒａｗ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ｏ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ａｓｋ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ｏｓｔ ａ ｍａｐ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牗 Ｃｈｉｎａ牞 ｔｈｅ Ｕ． Ｋ． 牞 ｔｈｅ Ｕ． Ｓ． 牞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牘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ｏｍ 牗 ｏｒ ｊｕｓｔ ｐｏｓ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牘 ．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ｔｏ ａｓ ｍａｎｙ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ｓｋ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ｔｏ ｓｔ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 ａ ｌｉｎｅ． Ｓｔａｒｔ ｗｉｔｈ
ａｎｙ ｔｗ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ａ ｌｉｎｅ． Ａｓｋ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ｔｒａｖｅｌｓ牞  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牞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ｓ ｂｅ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ｒｅｐｅａｔｓ．
　 Ａｎｙ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ｈｏ ｌｏｓｅｓ ａ ｔｕｒｎ ｇｏ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ｉｓ ｉｎ．
　 Ａｎ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ｈ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 ａ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ｏｎｅ ｔｕｒｎ ｇｏ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ｉｎ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Ｙｏｕ ｍｉｇｈｔ ｗａｎｔ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ｐｒｉｚｅ
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牎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ｙｏｕ ｃａｎ ａｓｋ牶
　 Ｗ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ｔｈｉｓ牽
　 Ｄｏ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 ｏｆ 牽
　 Ｉｓ ｎｏｒｔｈ 牗 ｅａｓｔ牞 ｗｅｓｔ牞 ｓｏｕｔｈ牘 ｏｆ 牽
　 Ｗｈａｔ ｄｏ ｔｈｅｙ ／ ｗｅ ｓｐｅａｋ ｉｎ 牽
　 Ｄｏ ｙｏｕ ｓｐｅａｋ 牽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牶Ｙｏｕ ｃａｎ ａｄａｐｔ ｔｈｉｓ ｇａｍｅ ｆｏｒ ａｎ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Ｊｕｓｔ ｍａｋｅ ｉｔ ａ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ｏ ｃ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ＴＲＩＰ ＧＡＭＥ
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ｅ牞  ｇｏ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ｇａｍｅ牞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ｏｉｎ ａ  ｔｒｉｐ  ｔｏ 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



１６０　　

Ｈｅｒｅｓ ｈｏｗ ｉｔ ｇｏｅｓ牶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牶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ｏｎ ａ ｔｒｉｐ ｔｏ 牗 ａ ｃｉｔｙ 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牘 牗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 牘 Ｙｏｕ ｃｏｍｅ牞 ｔｏ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牶 牗 Ｊｏ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 牘 Ｌｅｔｓ ｇｏ牎
　 牗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１ ａｎｄ ２ ｗａｌｋ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３． 牘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牶 牗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３． 牘 Ｙｏｕ ｃｏｍｅ牞 ｔｏ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３牶 牗 Ｊｏ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１ ａｎｄ ２． 牘 Ｌｅｔｓ ｇｏ牎
　 牗Ｒｅｐｅａｔ ｗｉｔｈ ａｓ ｍａｎ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ｓ ｙｏｕ ｗａｎｔ． 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１牶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Ａｓｋ
ｅｖｅ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ｏ ｆｉｎｄ 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Ｏｎ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ｉｔｓ ａｎｄ ｏｎ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ｔ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ｏｔｈｅｒ ｏｒ  ｆａｔｈ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ａｎ ｊｏ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ｐ牞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ｍｕｓｔ ａｓｋ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牞 Ｍｏｔｈｅｒ ／
Ｆａｔｈｅｒ牞 ｍａｙ Ｉ ｇｏ牽 Ｉｆ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ａｙｓ Ｙｅｓ牞 ｙｏｕ
ｍａｙ ｇｏ牞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ｊｏｉｎｓ ｔｈｅ ｔｒｉｐ ａｎｄ ｓａｙｓ Ｌｅｔｓ ｇｏ牎 Ｉｆ
ｎｏｔ牞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ｓｅ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ａｙ
Ｌｅｔｓ ｇｏ牎 ａｎｄ ａｓｋ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ｅｌｓ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２牶 Ａｄｄ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牗 ｃａｒ牞 ｂｕｓ牞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牞 ｃａｂ牞 ｂｉｃｙｃｌｅ牘 ．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ｓａｙ Ｌｅｔｓ ｇｏ牎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ｎ ｓａｙ  Ｌｅｔｓ ｇｏ ｂｙ 牎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ｎｅｒ．
ＷＨＡＴ ＤＡＹ ＩＳ ＩＴ牽
Ａ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ｅｋ牞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ｎｄ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Ｗｒｉ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牗 ｎｏｔ ｏｒｄｉｎａｌｓ牘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ｔｏ ｔｈｉｒｔｙｏ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Ｐｕｔ ｙｏｕｒ ｌａｒｇ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ｃ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ｅｋ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ｔｅａｍｓ． Ａｓｋ ｆｏｒ ａ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ｔｅａｍ．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ｅａｍ 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牞 ｉｎ ａｎｙ ｏｒｄｅｒ牞 ａ ｍｏｎｔｈ牞 ａ ｄ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ｅｋ ａｎｄ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ｈｉｓ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ｔｈｅｎ ａｓｋｓ Ｗｈａｔ ｄａｙ ｉｓ ｉｔ牽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ｅａｍ ２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ｄ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ｅｋ牞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ｗｏ ｍｏｒ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ｃｏｍ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Ｋｅｅｐ ｓｃｏｒｅ． Ｇｉｖｅ ａ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ｏｒｄｅｒ牗 ｆｏｒ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ｏｆ ｆｏｕｒ
ｐｏｉｎｔｓ牘 ．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牽
Ａ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ａｓｔｔｅｎｓｅ ｖｅｒｂｓ．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ｔｅａｍｓ．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 ｙｏｕｒ ｌａｒｇ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ｃ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牗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牞 ｓｈｏｐ牞 ｓｃｈｏｏｌ牞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牞 ｇｙｍ牞 ｌｉｂｒａｒｙ牞 ｈｏｕｓｅ牞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牘 牞 ｆ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ｕｒ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ｒｄ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ｒｂｓ牞 ａｓ ｏｕｔｌｉｎｅｄ ｂｅｌｏｗ． Ｗｒｉｔｅ  ｔｏｄａｙ ａｎｄ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ｎ ｈｏｌｄ ｕｐ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ｃ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Ｓａｙ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牗 ｉｓ 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牘 牽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ｆｏｏｄ ｃａｒｄｓ Ｔｏｄａｙ ／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牞 ｗｅ ｅａｔ ／ ａｔｅ ．
ｃｏｌｏｕｒ ｃａｒｄｓ Ｔｏｄａｙ ／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牞 ｗｅ ｓｅｅ ／ ｓａｗ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ｄｓ Ｔｏｄａｙ ／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牞 ｗｅ ｇｏ ／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牶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ｔｈｉｓ ｇａｍｅ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ｒ ｐａｉ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ｆｌａｓｈｃａｒｄｓ． Ｔｈｅｙ ｎｅｅｄ ａ ｓｔａｃｋ
ｏｆ ｃ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牞 ｃｏｌ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ｆｏｏｄｓ．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ｌａｓｈｃ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ｙ ａｎｄ ｔ ｉｎ ａ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ｓｔａｃｋ．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ａｔ ｙ ｓｔ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ａｎｄ ｔ ｓｔ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ｔｏｄａ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ｎ ｔａｋｅ ｔｕｒｎｓ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ａ ｃａｒｄ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ｃｋ 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ＩＳ ＩＴ牽
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ｄａｙ．
　 Ｔｈｉｓ ｇａｍｅ ｉｓ ｌｉｋｅ ａ ｃｈａｉｎ ｄｒｉｌｌ． Ｓｔａｒｔ ｗｉｔｈ ａｎ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ｆｔｅｒ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ｓ ａ ｔｉｍｅ牞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ｕｎｔ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ｏｃｌｏｃｋ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ｎｔ牞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ａｒｍｓ ａｓ ｉ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ｒｍｓ ｗｅｒｅ ｈａｎｄｓ ｏｎ ａ ｃｌｏｃｋ．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牶 Ｗ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ｉｓ ｉｔ牽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牶 牗Ｃａｎ ｓａｙ ａｎｙ ｔｉｍｅ． 牘 Ｉｔｓ ｆｏｕｒ ｏｃｌｏｃｋ．
牗 Ｓｈｏｗ ｆｏｕｒ ｏｃｌｏｃｋ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ａｒｍｓ． 牘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３牶 Ｏｎｅ ｏｃｌｏｃｋ． 牗 Ｓｈｏｗ ｏｎｅ ｏｃｌｏｃｋ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ａｒｍｓ． 牘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４牶 Ｔｗｏ ｏｃｌｏｃｋ．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５牶 Ｔｈｒｅｅ ｏｃｌｏｃｋ．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６牶 Ｆｏｕｒ ｏｃｌｏｃｋ． Ｗ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ｉｓ ｉｔ牽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７牶 Ｉｔｓ 牗 ａｎｙ ｔｉｍｅ牘 ．
　 Ｙｏｕ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ｂｙ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ｙ ｈａｌｆｈｏｕｒｓ 牗 ｔｈｅｎ 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ｓ
ｂｙ ｈａｌｆ ｈｏｕｒ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ｍ ａｃｔｉｏｎｓ牘 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ｈｏｕｒｓ 牗 ｔｈｅｎ
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ｓ ｂ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ｈｏｕｒ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ｍ ａｃｔｉｏｎｓ牘 ．

ＷＨＡＴＳ ＭＩＳＳＩＮＧ牽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Ｐｕｔ ｔｅｎ ｔｏ ｔｗｅｎｔｙ ｌａｒｇ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ｃａｒｄｓ ｕｐ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Ｔｅ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ｏｎｅ
ｍｉｎｕ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ｃｌｏ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ｙｅｓ． Ｒｅｍｏｖｅ ａ ｃａｒｄ．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ｏｐ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ｅｙ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ｙ ｔｏ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ｕ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ｒｄ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Ｃａｌｌ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ｄ ｕｎｔｉｌ ｏｎ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１６１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ａｒｄ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ｈｏ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ｔｈｅｎ ｈｉｄｅｓ ａ ｃａｒｄ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ｓ ｔｈｅ
ｇｕｅｓｓｉｎｇ．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牽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ｍａｌｌ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ｃ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ｓｋ ｔｈｅｍ ｔｏ ｆｉｎ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牞 ｏｒ ｆｏｒｍ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牞 ａｎｄ ｔｏ
ｅａｃｈ ｐ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ｒｄｓ ｆａｃｅ ｄｏｗｎ ｉｎ ａ ｐｉｌｅ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ｍ．
　 Ｐｌａｙｅｒ １ ｔｕｒｎｓ ｏｖｅｒ ａ ｃａｒｄ牞 ｈｏｌｄｓ ｉｔ ｕｐ ａｎｄ ａｓｋｓ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ｙｅｒ 牗 ｏｒ ｐｌａｙｅｒｓ牘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牽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ｙｅｒ
牗 ｓ牘 ｃａｌｌ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Ｐｌａｙｅｒ １ ｒｅｐｅａｔｓ ｔｈｉｓ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ｍｏｒｅ ｃａｒｄｓ．
　 Ｐｌａｙｅｒ ２ ｎｏｗ ｈａｓ ａ ｔｕｒｎ ｔｏ ａｓｋ ｔｈｒｅｅ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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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戏

　 　 孩子都喜欢做游戏，而这些游戏能帮助他
们学习英语！

这个部分涵盖了《教师用书》中每课具体要

求做的游戏，同时也包括了一些补充的游戏，教

师可能会觉得这些游戏既有趣又有益。 其中一

些游戏着重复习词汇， 其余的游戏着重动作。

在开始上课时，可经常做些动作游戏。 这些游

戏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热情，吸引他们的注意

力，促使他们认真听讲，激发他们的想像力和思

考能力。

字母比赛

用来复习字母表中的字母和一些词汇。

让学生找各自的同伴，在一张纸的左侧写

下字母表。

让学生和他们的同伴一起尽可能多地回忆

英语单词。 学生把单词写在与其词首字母相同

的字母旁边，每个字母旁能写出三个单词，教师

可以给出特殊种类的首选词汇，如有关食品或

身体各个部位的词，若学生能写出这样的词汇，

给双倍分数！

给学生 ５ 到 １０ 分钟的时间写下这些单词。
要求他们从 Ａ 开始读所写的单词。 这样做

时，让学生算出他们的各自得分，首选单词得 ２
分，其他的得 １ 分。

得分最多的组为胜方。

环绕游戏

用来复习介词。

在本游戏中， 教师发出指令并提出问题。

每个学生依次轮流听教师的指令，回答教师提

出的问题，围着教室绕来绕去。 教师可发出如

下指令：

教师： （学生甲）， ｐｌｅａｓｅ ｗａｌｋ ｔｏ
ｓ （学生乙） ｄｅｓｋ．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ｎｏｗ？Ｙｏｕ ａｒｅ ａｔ．．．
学生甲： Ａｔ ｓ ｄｅｓｋ．
教师： Ｇｏｏｄ！ （学生乙）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ｔａｎｄ． （学

生甲）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ｉｔ ａｔ ｓ ｄｅｓｋ．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ｓｉｔｔｉｎｇ？

学生甲： Ａｔ ｓ （学生乙的） ｄｅｓｋ．

教师： Ｇｒｅａｔ！ （学生乙） Ｐｌｅａｓｅ ｗａｌｋ ｔｏ
ｓ （学生丙的） ｄｅｓｋ．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ｇｏｉｎｇ？
学生乙： Ｔｏ ｓ ｄｅｓｋ．
教师： Ｒｉｇｈｔ！ Ｓｔｏｐ！ Ｐｌｅａｓｅ ｗａｌｋ ｔｏｗａｒｄｓ ／

ａｒｏｕｎｄ ｓ （学生丁的） ｄｅｓｋ．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ｗａｌｋｉｎｇ？

学生乙： Ｔｏｗａｒｄｓ ／ Ａｒｏｕｎｄ ｓ ｄｅｓｋ．
教师： Ｓｔｏｐ！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ｎｏｗ？
学生乙： Ａｔ ｓ （学生戊的） ｄｅｓｋ．
教师： Ｇｏｏｄ！ （学生戊）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ｔａｎｄ． （学

生乙）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ｉｔ ａｔ ｓ （学生
戊） ｄｅｓｋ．

　 　 变化形式：在游戏中加入其他词汇。 例如，教
师可以让学生坐在另一名学生的书桌里、书桌上

或者书桌下。 教师也可以让学生们在课桌上跳来

跳去、走来走去或者跑来跑去，并且还可以让他们

快速地、慢速地、大声地、小声地做这些动作。

在前与在后

用来复习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ｆｔｅｒ和其他词汇。
教师在黑板的中心画一个大的钟表（不要指

针）。 面向钟表，在黑板的左侧写上单词 ｂｅｆｏｒｅ，
在右侧写上单词 ａｆｔｅｒ。 找自告奋勇的学生到黑
板前面来，每次找一名学生。 要求每名自告奋

勇者在钟表上画上指针，并按照教师的句子做

动作。 然后，他们说出短语： Ａｔ （时间）， ｙｏｕ
（动作） ．例如：
Ａｔ ７∶ ００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ｙｏｕ ｂｒｕｓｈ ｙｏｕｒ ｔｅｅｔｈ． 　 　

　 Ａｔ ７∶ １５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ｙｏｕ ｇｏ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ｔ １２∶ ００， ｙｏｕ ｅａｔ ｌｕｎｃｈ．
Ａｔ ２∶ ３０， ｙｏｕ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Ａｔ ４∶ ００， ｙｏｕ ｇｏ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Ｉｔ ｉｓ ｗｉｎｔｅｒ． Ｉｔ ｉｓ ｃｏｌｄ！
Ａｔ ６∶ ３０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ｙｏｕ ｗａｓ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ｈｅｓ．
Ａｔ ８∶ ３０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ｙｏｕ ｒｅａｄ ａ ｂｏｏｋ．
然后要求每名自告奋勇的学生站在正确的

单词下面作答， 并且说出答案。 教师可提问如

下问题：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ｄｏ ｂｅｆｏｒｅ ／ ａｆｔｅｒ ｙｏｕ ？

　 　 学生们必须思考！ 他们必须在教师第一个
句子中就活动内容及时间钟点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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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果游戏

用来复习词汇。

每个学生需要一张空白游戏纸和一枝铅笔，

教师需要 ２４ 张大词汇卡片。 游戏纸是一大张方
纸，均分为 ５ 个横栏和 ５ 个纵栏（形成了 ２５ 个小
方格）。 画出中心部分作为自由空间。 在第一

排方格中写上Ｂ Ｉ Ｎ Ｇ Ｏ，每个字母在竖行的第
一个方格中。 （教师可以做一个宾果游戏纸，让

学生复制它，也可以在班上教他们如何制作他

们自己的游戏纸）

在黑板上写出任意 ２４ 个词汇表单词，让学
生把这些单词写到自己的游戏纸上，每个方块

中写一个不同的单词。 重要的是： 每个学生必

须尽可能地打乱这些单词的顺序。 如果每个学

生的单词顺序都一样，这个游戏就没法玩了。

本游戏的目的是使每个学生在他们的游戏

纸上找到，并标出和教师手中的词汇卡上的单

词相一致的单词。 第一个找到并标出一排单词

的学生（不论朝哪个方向），为胜者。

当教师举起一张词汇卡并说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
学生查看其游戏纸上 Ｂ 栏的下方是否有与卡片
相对应的单词。 如果有， 他们就用彩笔在方格

中做一个标记。 如果在 Ｂ 栏中没有找到这样的
单词，就不要做任何标记。

当教师举起另一张卡片说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 时，
学生查看其游戏纸 Ｉ 栏下方是否有与卡片相对
应的单词，如果有，他们就用彩笔做一个标记；

如果没有，就不做标记。 不要忘记中心地带是

空白的。

教师继续举着卡片喊出其他不同的栏目。

教师需要记录下来哪个栏目与哪张词卡相对应。

例如，可以在黑板上写下 Ｂ Ｉ Ｎ Ｇ Ｏ，当你喊出
一张卡片后，可把它放到相应的字母下面。

当一个或几个学生在游戏纸上标注出一排

单词（不论任何方向），他可以喊出 Ｂｉｎｇｏ！ 当该
学生读出他标出的单词时，检查一下以确信他

的游戏纸上的这些单词在相应的栏中。

继续做游戏直到举完了 ２４ 张卡片，或者直
到有一个学生喊出了 Ｂｉｎｇｏ！ 如果没有人得到
宾果，就把 ２４ 张卡片的顺序打乱，用不同的顺
序再次喊出它们，直到一个学生叫出 Ｂｉｎｇｏ！

要求学生保留游戏纸，以便下次你能用不

同的词汇再次做这个游戏。

变化形式 １： 在宾果游戏纸上，让学生通过
中心空白的地方设法完成一个 Ｘ。

变化形式 ２： 让学生设法在宾果游戏纸四周
边上完成一个方块。

你能找到它吗？

用来复习词汇的动作游戏。

如果教师用实物来做这个游戏将是最有趣

不过的了。 例如，在教室前面放一堆衣服，教师

找一名自告奋勇的学生，让这名学生仔细看会

儿这些衣服，然后让他离开教室。 教师取走那

堆衣服中的任意一件，将它递给班上的一名学

生，让他将这件衣服藏在其桌斗里。 站在外面

的学生回到教室里猜被藏衣服的名称。 全班同

学要做如下回答肯定或否定该生的猜测。

自告奋勇者：Ｍｙ ｉｓ ｌｏｓｔ！
全班： Ｙｅｓ ／ Ｎｏ！
如果这名学生猜对了被藏衣服的名称， 他

边在教室中走动，边用如下句子向单个学生寻

求帮助：

自告奋勇者： Ｃａｎ ｙｏｕ ｆｉｎｄ ｍｙ ？

学生甲： Ｎｏ， Ｉ ｃａｎｔ．
自告奋勇者： Ｉｓ ／ Ａｒｅ ｍｙ ｎｅａｒ？
学生乙： Ｙｅｓ ／ Ｎｏ， ｉｔ ／ ｔｈｅｙ ｉｓ ／ ａｒｅ ｎｅａｒ ／

ｆａｒ．
　 　 当这名学生找到拿着衣服的学生时，拿着
衣服的学生要说： 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猜字游戏

用来复习词汇。

这个游戏的名称，读音是 Ｓｈｕｈｒａｙｄｓ。 教师
需要一块记时的秒表或时钟和一个容器，例如

一个盒子或一顶帽子。 在容器中， 放入学生已

学过的词汇的卡片或上面写着学生所认识的单

词和短语的纸条。

把全班分成两队，指定某个学生为计时员。

第一队推举一名选手到教室前面，从容器中抽

出一张词汇卡或纸条。 这名选手只能
獉獉

用动作表

明词汇卡或纸条上的单词意思。 第一队的学生

要设法猜出那个词或短语。 注意： 第二队的学

生必须保持安静。

在游戏中，要求选手不能说话，也不能手指

某物或画出某物，选手只能用动作来表明单词

或短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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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员记录下来每队猜单词或短语所需的

时间。 不能超过两分钟（也可用别的限定时

间）。 当这个队成功地猜出了单词或短语后，在

黑板上写下此队所用的时间。

接下来，第二队派选手上前抽取纸条，用动

作表演单词和短语。 如果学生感兴趣， 可以反

复地做这个游戏。

在最短的时间内猜中的队为胜方。

拍数游戏

用来复习数字单词。

让学生起立，用 １ － ２ － ３ 的节奏教拍数游
戏。

１ －双手拍大腿。
２ －双手齐拍。
３ －双手拍大腿。
当教师和学生数数的时候，要求他们和教

师一起按 １ －２ －３ 的节奏拍数，直到大家都掌握
为止。

用下面的顺序拍和数数，直至教师想复习

的最大数字： １ －２ －１，１ － ２ － ２， １ － ２ － ３， １ － ２
－４，１ －２ －５，１ －２ －６，１ －２ －７，１ －２ －８，１ －２
－９，１ －２ －１０，１ －２ －１１，１ －２ －１２，１ － ２ － １３，
１ －２ －１４，１ －２ －１５。

教师也可以用此节拍数：ｔｗｅｎｔｙｏｎｅ， ｔｗｅｎ
ｔｙｔｗｏ， ｔｗｅｎｔｙｔｈｒｅｅ 等等。 当数到 ｔｈｉｒｔｙ 时，双
手拍一下大腿。 继续拍数出 ｔｈｉｒｔｙｏｎｅ， ｔｈｉｒｔｙ
ｔｗｏ 等等直至 １００。 比如说 ｓｅｖｅｎｔｙｏｎｅ， ｓｅｖｅｎ
ｔｙｔｗｏ， ｓｅｖｅｎｔｙｔｈｒｅｅ等的数字也是如此。

反复几次。

指颜色

用来复习颜色名称。

把彩纸粘到黑板上： 红的、蓝的、绿的和黄

的，也可准备其他几种颜色的彩纸来表示其他

颜色。

教学生诵唱下列歌谣：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ｒｅｄ，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ｂｌｕｅ，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ｙｅｌｌｏｗ，ｔｏｏ．
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ｃｏｌｏｕｒ ｄｏ ｙｏｕ ｓｅｅ？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ｅｌｌ ｍｅ．
让一个自告奋勇的学生走到黑板前，按照

全班在说唱中指出的颜色指黑板上相应的彩纸。

唱到歌曲的最后一行，教师举起一种出人意料

的颜色， 让该学生指着它说出其颜色的名称。

让其他的学生重复做这个游戏。

拨单词游戏

用来复习任何词汇的电话游戏。

教师在黑板上画一个电话。 告诉学生当他

们 “打电话” 时，他们还可以拼写单词。 例如，

如果学生用 ２ － １ － ８ “打电话”，他们便拼写出
单词 ｃａｔ。

将全班学生分为两人一组。 学生轮流相互

选出一个单词并且给出对方相应的数码，让对

方拼出该单词。 双方必须猜单词，拼出它，便可

得分。 单词多长都可以。 如果学生用同伴的数

字拼出不只一个单词，他便可以得到加分。

画画猜字

用来复习词汇。

该游戏类似上面的 “Ｃｈａｒａｄｅｓ” 游戏，只不
过要学生通过画画来说明单词或短语的含义。

教师需要一块秒表或时钟来计时，另外还

需要一个容器，例如，一个盒子或一顶帽子。 在

容器中放入学生已学过的词汇的卡片或写有单

词和短语的纸条，纸条上的单词和短语必须是

学生认识的。 游戏的难易度教师可以自己掌握。

例如：

容易的词： ｃｈａｉｒ，ｄｅｓｋ，ｅａｒ，ｓｃｉｓｓｏｒｓ
难的词： ｆｒｉｅｎｄ，ｆａｖｏｕｒｉｔｅ，ｅａｔ，ｃｏｌｏｕｒ
短语（难）： ｏｎｅ ｂｉｇ ａｐｐｌｅ，ｓｉｎｇ ａ ｓｏｎｇ，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ｒｅｅ
　 　 把全班学生分成两队，指定某个学生为计
时员。 第一队推举一名选手到教室前面， 从容

器中抽取一张词汇卡或纸条。 这名选手只能
獉獉

通

过画画设法说明纸条或词卡上单词的意思。 第

一队的学生设法猜出是什么单词或短语。 注意：

第二队必须保持安静！

在这个游戏中，选手不能说话，也不能手指

任何东西或者写下只言片语。 选手只能通过画

画来说明单词或短语。

计时员记下每队猜词或短语所用的时间，

不能超过两分钟（或者用别的限定时间）。 当这

个队成功地猜出了单词或短语后，在黑板上记

下所用的时间。

接下来，第二队派选手上前抽取纸条或词

卡，然后用画画表现出这个单词或短语。 若学

生感兴趣，可以反复地做这个游戏。

在最短的时间内猜中的队为胜方。

画画我

用来复习描述人物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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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每名学生描述一个人物。 教师在黑板

上列举出这个人物应包括哪些特征，可以把它

们写成问题的形式：

Ｈｏｗ ｏｌｄ ｉｓ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Ｈｏｗ ｔａｌｌ？
Ｉｓ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ｆａｔ ｏｒ ｔｈｉ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ｗｅａｒｉｎｇ？Ｗｈａｔ ｃｏｌｏｕｒ？
Ｄｏｅｓ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ｈａｖｅ ｇｌａｓｓｅｓ？
Ｗｈａｔ ｃｏｌｏｕｒ ｉｓ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ｈａｉｒ？
Ｗｈａｔ ｃｏｌｏｕｒ ａｒｅ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ｅｙｅｓ？
Ｉｓ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ｍａｄ？ Ｓｃａｒｅｄ？Ｈａｐｐｙ？ Ｓａｄ？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ｌｅｇｓ （或身体的其他部位） ｄｏｅｓ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ｈａｖｅ？ （此句仅用于你所画为怪物的情
况！）

要求学生为其描述配上图画。 然后， 每名

学生和一个伙伴互相交换他们的文字描述（而

非图画！）。 然后，学生们试着根据此文字描述

画出这个人物形象。 画出的这张图和对方的一

样吗？

盛装游戏

用来复习衣服类词汇及其他词汇的动作游戏。

在教师的前面摆放一堆衣服。 这些衣服要

大一些，以便学生能将这些衣服穿上去。 如条

件允许，教师最好同时拿几件不同种类且同类

不同颜色的服饰。

将全班学生分成两组，并且每组找出一名

选手。 然后教师描述每名选手应该穿的衣服。

计分。

教师可以利用这个游戏复习代词 （ ｈｅ，
ｓｈｅ）。 找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到教室前面。 让
他们仔细听教师讲并且正确地根据句子着装。

例如：

Ｓｈｅ ｉｓ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ａ （颜色） ｓｋｉｒｔ． （女生穿
上裙子）

Ｈｅ ｉｓ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ａ （颜色） ｈａｔ． （男生戴上
帽子）

如果教师找不到合适的衣物，可以利用课

前准备好的衣物图片，或者在黑板上画出图画

并在每个图上面贴上彩纸。

变化形式： 利用这个游戏来复习季节。 在

教室前面放上适合不同季节的服装。 当教师说

出季节名称时，自告奋勇的学生们比赛谁最快

找到适合该季节的服装。 例如：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ｉｎｔｅｒ ｈａｔ，ｗｉｎｔｅｒ ｓｃａｒｆ，ｍｉｔｔｅｎｓ
ｓｐｒｉｎｇ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ｒａｉｎ ｂｏｏｔｓ， ｒａｉｎ ｊａｃｋｅｔ
ｓｕｍｍｅｒ ｓｈｏｒｔｓ，Ｔｓｈｉｒｔ， ｓｕｎ ｇｌａｓｓｅｓ

ｆａｌｌ ｓｗｅａｔｅｒ， ｊａｃｋｅｔ， ｐａｎｔｓ
注意，在游戏中，学生不必说出所有衣物的

英文名称。 但教师可以在黑板上写出季节的名称

及相关季节的天气状况。 （例如： 冬天寒冷多雪，

春天多云多雨，夏天炎热晴朗，秋天凉爽多风）

如果教师找不到衣服实物，可以用衣物的

图片来做此游戏。 将全班学生分为若干小组，

要求每组学生给每件衣物都画一幅图。 然后，

将这些图正面朝上放在各组学生的中间。 教师

喊出季节的名称，学生比赛去取适合该季节的

衣物。

最喜爱的东西

用来复习代词、物主代词和其他词汇的游戏。

在黑板上画一些不同物体的速描。 在每件

物体上方用胶带粘上一个彩纸条或者写上一个

形容词（ ｓｌｏｗ ／ ｆａｓｔ，ｂｉｇ ／ ｌｉｔｔｌｅ， ｌｏｕｄ ／ ｑｕｉｅｔ）。 教师
大声说出物体名称，顺次叫自告奋勇的学生站

到黑板前该物体下面。 这时， 每名自告奋勇的

学生必须要说出： Ｉ ｌｉｋｅ ｍｙ （形容词）

（物体） ．或者，如果有其他学生已经站在某物体
下面，这名学生要说出： Ｗｅ ｌｉｋｅ ｏｕｒ ．教
师继续大声说出另一物体名称，这时，这名学生

必须正确地说出关于一名学生或几名学生站在

某物体下面的句子（Ｈｅ ／ Ｓｈｅ ｌｉｋｅｓ ｈｉｓ ／ ｈｅｒ
．或 Ｔｈｅｙ ｌｉｋｅ ｔｈｅｉｒ ． ）。
教师手里拿一个 “形容词” 和一个物体，大

声说出手中的物体名称，这时，自告奋勇者要说

出：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ｙｏｕｒ ．

找词卡

用来复习词汇。

把 １０ 到 １５ 张大词汇卡片放到教室前面，把
每张卡片翻过去使学生看不到卡片上的图画。

找一个自告奋勇的学生。 教师说： Ｗｈｅｒｅｓ
ｔｈｅ （说出其中一张词汇卡上的单词）？ 学

生走上前，挑出一张卡片，把它举起来，并大声

读出词汇卡上的单词。 如果这名学生挑对了卡

片，他可以再说出下一个单词，然后说 Ｗｈｅｒｅｓ
ｔｈｅ ？ 然后点一个自告奋勇的学生找出相应

的卡片。

如果这位自告奋勇的学生没挑对正确的卡

片，就让他回到他的座位上去。

找字母

用来复习字母表中的字母。

让学生环顾教室的四周，找出名称以字母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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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头的物体。 然后再找出 ４ 个到 ５ 个名称以别
的字母打头的物体。

教师说出更多的字母，但这次让学生翻看

《教科书》来找这些单词。

当学生找到后，在黑板上写下这些单词。

几分钟后，停止这个游戏，指着黑板上的每

个单词，让全班学生朗读并且说出它的第一个

字母。

继续说更多的字母。 这次让学生找一些包

含有你说出的字母的单词（比如 ｐｅｎｃｉｌ， 包含字
母 ｃ）。

把这些单词添加到黑板上的单词表上。 几

分钟以后，逐个指着单词让全班朗读。

选择一些单词，当你指着每个字母的时候，

让全班学生拼读。

钓鱼游戏

用来复习词汇。

为了取得最好的结果，每个选手应该拥有

并能读出 １０ 到 ２０ 张小词汇卡片。 注意，每个选
手手中的词汇卡片必须相同。

把班里学生分成二人或者四人一组。

该游戏的目标是让选手手中的卡片成对。

谁完成的配对数最多，谁就是胜方。

每个选手带一沓词汇卡片编入小组。 小组

里的学生把他们的全部卡片都混在一起，把卡

片面朝下码成一大摞（令他们看不到图画）。

每个学生从这摞卡片上面取 ４ 张，确信别人
看不到自己手中的卡片。

每人检查一下手中的卡片，看有没有可以

配对的，只要发现配对的，就立即把这对卡片放

到自己面前，然后再从这摞卡片上拿两张。 再

次检查有没有配对的。 当大家手中都没有可以

配对的卡片时，游戏就开始了。

选手轮流问对方：Ｄｏ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 ？ 设

法使手中的牌配上对。 在四人一组中， 每个选

手每次必须叫出组中具体人的名字。 比如说，

选手甲可能说 Ｒｏｎｇｊｉ，ｄｏ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 ｈｏｔ ｄｏｇ？
如果 Ｒｏｎｇｊｉ的卡片中有 ｈｏｔ ｄｏｇ， 他必须把

这张卡片给选手甲， 选手甲就用它和他的 ｈｏｔ
ｄｏｇ卡片配对，然后放下这对卡片，再去拿另外
一张。

如果 Ｒｏｎｇｊｉ手中没有 ｈｏｔ ｄｏｇ 的卡片，他便
说：Ｇｏ Ｆｉｓｈ！ 选手甲便可以从那一摞卡片中取
一张。 如果所取的这张卡片和其手中的某一张

相同，选手甲就配成了一对，将这对卡片放下，并

开始另一轮。

如果选手甲发现他拿到的这张卡片与他手

中的任何卡片不配对，那么就该轮到选手乙了，

选手乙继续重复这样的程序。

一直玩到这摞卡片被拿完为止。 这时所有

选手不能再拿了。 选手们各自清点他们手中配

对牌的数目。 数目最多的选手赢得这场游戏。

确信选手们在游戏结束后都取回了自己的

卡片。

猜问题

用来复习标准问句。

让学生取出写有 Ｗｈｏ？、 Ｗ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Ｗｈｅｒｅ？、Ｗｈｙ？、Ｈｏｗ？的单词卡片。 将全班学生
分为四至六人一组。 每组学生将所有组员的词

卡放成一摞。 然后每名学生轮流拿一张卡片，

并就卡片上的问题说出一个句子。 （例如，如果

拿到的卡片上写有 Ｗｈｏ？， 该组员可以说出句
子： Ｉ ａｍ ａ ｄｏｃｔｏｒ． ）其他的组员们要根据句子猜
出卡片上写的问句，从组员右侧的另一名组员

开始猜起。 正确地猜对词卡上的句子的组员得

１ 分。 然后下一个学生拿一张卡片并说出句子
让其他组员猜。 以此类推。

笑脸和哭脸

用来复习搭配成组的词汇， 如 ｈｕｎｇｒｙ ／ ｅａｔ，
ｔｈｉｒｓｔｙ ／ ｄｒｉｎｋ， ｓｈｅ ／ ｇｉｒｌ， ｈｅ ／ ｂｏｙ，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
ｍｏｒｎｉｎｇ。

要求学生每人写两个句子，一个句子词汇

搭配正确，如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Ｉ ｅａｔ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另外
一个句子词汇搭配不正确，如 Ｈｅ ｉｓ ａ ｇｉｒｌ． 给学
生们一些时间来完成句子。

在黑板的一边画一张笑脸，另一边画一张

哭脸。

讲明每个学生都要到讲台前来读他写的其

中一个句子。 让他站在黑板上画的一张脸的下

面。 他站在笑脸下面，意味着他的句子中词的搭

配是正确的，他站在哭脸下面，意味着搭配是错

的。 但这名学生可以故意站错位置来迷惑全班

学生。

如果这个学生站对了位置，全班就说 Ｙｅｓ；
如果站错了，就说 Ｎｏ。

藏东西

用来复习Ｗｈｅｒｅ问题和教室用具名称的动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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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解释一下这个游戏，然后让一个自告奋勇

的学生离开教室，并告诉他你将用什么物品来

做这个游戏。 这个学生离开后， 把这件物品藏

在教室的某处。

这个学生回来后， 问： 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ｍｙ ？

然后开始找这个东西。

当该生接近了那个物品时，全班大声拍巴

掌。 当他又远离了被藏物品时， 全班轻声地拍

巴掌， 边拍巴掌边一遍一遍地说唱： 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ｈｉｓ ／ ｈｅｒ ？

当该生找到了被藏物品时，把它举起来，并

说： Ｔ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Ｔｈａｎｋｓ．

我看见了某物

用来复习形容词。

教师有节奏地说：

用一种表示颜色的词或其他形容词填空。

例如： Ｉ ｓｅ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或者 Ｉ ｓｅ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ｌｉｔｔｌｅ。

学生要设法猜出你看见了什么。 要想猜测，

学生举起手， 指着他猜测的东西问： Ｉｓ ｉｔ ｔｈｉｓ？
你回答 Ｙｅｓ或 Ｎｏ。 学生们一直猜下去，直到猜
中为止。

现在轮到猜中的学生来主持这个游戏了。

他说： Ｉ ｓｅ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 其他人设法猜出他
看见了什么。 注意： 如果有人猜对了，学生们必

须诚实地承认，而且也不能中途改主意。

连接身体部位游戏

用来复习身体各部位名称的动作游戏。

学生一对一站立。 当教师说出身体的两个

部位时，两个伙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连接这两

个部位。 例如，如果教师说 Ｆ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ｅｌｂｏｗ，其
中一个学生就必须把他的手指放在自己的肘部

或者他伙伴的肘部。

继续说出身体的两个部位。 当把两个部位

连接起来变得困难时，就会出现有意思的场面，

看看谁能首先完成这些动作而又不手忙脚乱。

这里有些例子： Ｆｏｏｔ ａｎｄ ｋｎｅ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ｈｅａｄ！
Ｅｌｂｏｗ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Ｋｎｅｅ ａｎｄ ｅａｒ！

字母游戏

用来复习词汇的拼写游戏。

把全班分成四人一组的若干小组，每组有

两人组成的两个队： 甲队和乙队。

每组需要铅笔、纸和复习单词用的词汇卡

片。

每组把卡片面朝下码成一摞，放在中间。

每队从这摞卡片上抓一张，并在一张白纸

上为卡片上的单词的每个字母画一个空格，例

如，单词 ｃｏｗ有三个空格 ，单词 ｓｈｅｅｐ有
五个空格 。

两个队轮流猜对方画的空格上应该是什么

字母。 例如，甲队抓到的卡片上有单词 ｃｏｗ，他
们便在一张纸上画出三个空格。 乙队猜中字母

Ｏ，甲队便把 Ｏ填入正确的（第二个）空格中，乙
队继续往下猜，直到猜对为止。 如果猜错，甲队

便在空格的下面写上不正确的字母，然后就轮

到甲队猜乙队单词中的字母了。

猜对单词数目最多的队为胜方。

活画面

用来复习故事中的动作词汇。

在本游戏中，教师或者一名自告奋勇的学生

讲述一个故事。 让自告奋勇的学生们扮演故事中

的人物。 他们必须按照教师描述的动作做出动

作，教师让他们说单词时，他们要说出单词。

当《教师用书》中建议使用本游戏时，均给

教师提供了一些可供选用的句子，或者要求教

师读《教科书》或《故事书》中的句子。 当然，教

师可以自编故事或让学生编故事。

在开始游戏前，教师需先安排给每位学生

在游戏中扮演的角色。 教师可以给学生起名，

或让他们扮作某件物体， 如电话等。 教师还需

提前将游戏者所需的道具发给他们。

教师可以随时打断故事并要求游戏者说出

恰当的单词。 例如， 如果故事中说一名游戏者

去访问另一名游戏者，他们需互相问候对方。

教师和一组自告奋勇的学生在全班学生面

前做游戏。

变化形式： 将全班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

学生均参加游戏。 各组学生同时做此游戏。

记卡片

用来复习词汇。

挑选 １０ 个到 １５ 个教师想让学生复习的单
词，让每个学生找出自己有这些单词的小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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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

让学生各找一个伙伴。 两个伙伴把卡片混

在一起，把它们面朝下平铺在课桌上，卡片不能

互相接触，更不能叠加在一起。

学生轮流翻卡片， 每次翻开两张。 他们翻

开卡片时，必须读出卡片上的单词，如果两张卡

片相同，他们还要说 Ｓａｍｅ！ 如果不同， 说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选手必须既要读对单词，又要说正确
Ｓａｍｅ！ 或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如果两张卡片一样，而且选手说的也对，他

就赢得了这两张卡片。 如果两张卡片不一样或

者选手说错了，就得把两张卡片再倒扣在桌子

上。 这时，轮到他的对手来翻卡片。

最后手中卡片最多的选手为胜方。 玩这个

游戏的技巧是设法记住每张卡片的位置。

做完游戏后，教师要确信学生都取回了自

己的卡片。

记名字

用来复习 ｍｙ ／ ｈｉｓ ／ ｈｅｒ和熟悉每个人的名字。
让 １０ 名自告奋勇的学生面对全班站在教室

的前面，教师站在这一排学生的一端。

第一个人说： 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 （比如说红） ．
第二个人说： 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 （比如说杨

生） ． 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ｉｓ Ｈｏｎｇ．
第三个人说： 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 （比如说杜） ．

Ｈｉｓ ｎａｍｅ ｉｓ Ｙ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指着第二位学生） ． 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ｉｓ Ｈｏｎｇ（指着第一位学生） ．

这个游戏一直进行到这一排的最后一个人，

即教师本人，教师必须记住所有学生的名字。

妈妈，我能这样做吗？

用来练习请求允许和其他词汇的动作游戏。

这是所有北美学生熟知的游戏。 将全班分

成大约六个组。 每组委任一名“妈妈”或“爸

爸”。 这名学生面向组员，其他组员均站在离这

名学生几米远的地方， 肩并肩地站成一排。 然

后，“妈妈”或“爸爸”要求组里的其他学生依次

表演一个动作。 这些学生在做动作前必须先说：

Ｍｏｔｈｅｒ ／ Ｆａｔｈｅｒ，ｍａｙ Ｉ？ 这些动作常包括要求学
生向前迈出步子的具体数字和具体方式。 例如：

妈妈 ／爸爸： （学生甲的名字）， ｐｌｅａｓｅ
ｔａｋ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ｉｇ ｓｔｅｐｓ．

学生甲：　 　 Ｍｏｔｈｅｒ ／ Ｆａｔｈｅｒ，ｍａｙ Ｉ？
妈妈 ／爸爸： Ｙｅｓ， ｙｏｕ ｍａｙ．
学生甲：　 　 （向前迈出三大步）

只做动作没有说 Ｍｏｔｈｅｒ ／ Ｆａｔｈｅｒ， ｍａｙ Ｉ？ 的
学生或者做错动作的学生，将被罚重新回到起

始线上。 最先到达“妈妈”或“爸爸”位置的学生

为优胜者。

教师可以用本游戏来练习简单的或复杂的

句子。 做此游戏前， 教师需和学生一起即席想

出一些在游戏中要用到的句子。 例如：

Ｐｌｅａｓｅ ｔａｋｅ ｎｉｎｅ （ 或任一数字） ｂｉｇ ／ ｌｉｔｔｌｅ
ｓｔｅｐｓ．
　 Ｐｌｅａｓｅ ｔａｋｅ ｆｉｖｅ （或任一数字） ｂｉｇ ／ ｌｉｔｔｌｅ，
ｆａｓｔ ／ ｓｌｏｗ， ｌｏｕｄ ／ ｑｕｉｅｔ ｓｔｅｐｓ．
　 Ｐｌｅａｓｅ ｔａｋｅ ｔｗｏ （或任一数字） ｂｉｇ ／ ｌｉｔｔｌｅ
（或形容词组合）ｓｔｅｐｓ ｉｎ ａｎ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或其他
交通方式） ．
　 Ｐｌｅａｓｅ ｒｕｎ（ ｊｕｍｐ， ｗａｌｋ， ｓｋｉｐ） ｏｎｅ （或其
他数字） ｂｉｇ ／ ｌｉｔｔｌｅ （ 或形容词组合） ｓｔｅｐ
（ｓ） ．
如果教师运用表示交通方式的词汇，先和

全班就如何表演出这种交通方式达成一致。

变化形式 １： 教师可以改编此游戏，用来复
习任何能够用于“Ｓｉｍｏｎ Ｓａｙｓ”游戏的动作。 如
果学生正确地做出动作（问了 Ｍｏｔｈｅｒ ／ Ｆａｔｈｅｒ，
ｍａｙ Ｉ？ 后），他可以向前走一步。 反之，则必须
重新回到起始线上。

变化形式 ２： 和全班一起做此游戏。 将全班
分成若干小组。 委派一名计分员。 一个一个地

给各组发出动作指令。 （教师可选用当场能表演

的动作）每组学生一起问： Ｍｏｔｈｅｒ，ｍａｙ ｗｅ？ 然
后表演出动作。 每次小组组员均正确地根据指

令做出动作时，计分员给该组加 １ 分。

说出名字

用来复习词汇。

每个学生需要一张纸和一枝铅笔。

教师说出颜色名称和词汇的类别，比如食

品、动物或者教室物品。 例如， Ｒｅｄ： ｆｏｏｄｓ！ 这
时学生必须写下他们所能想起来的红色的食品

（如： 肉、苹果和草莓）。

学生把他们所写下的单词数目累加起来，

然后记下得分（每词 １ 分），当他们完成以后，教
师开始说出新的颜色和单词类别。

教师还可以说出字母表中的字母来代替颜

色，例如， Ｅ： ｂｏｄｙ！ 学生必须写下身体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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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 Ｅ开头的单词（如 ｅｌｂｏｗ，ｅａｒ和 ｅｙｅ）。
最后得分最高的学生为胜方。

变化形式 １： 允许学生分成小组来做这个游
戏。 在一个小组中，每个学生都写下他能回忆起

来的与字母类别配对的单词。 然后， 小组数一

下集体想出的不同的词汇有多少个，这个总数

即是小组的得分。

变化形式 ２： 在 ４ 人到 ８ 人的小组中，学生
可以小范围地做此游戏。 每组准备 ４ 张纸条。
每张纸条上面写一个字母（或一种颜色）和一个

单词类别。 每组派一个代表大声读出纸条上的

内容，然后每个组员写出与字母和类别配对的

单词。 在每个类别做完之后， 由小组宣布一名

获胜者。

从不游戏

用来复习频度副词。

在黑板上画 ７ 个盒子，从周日开始，依次在
每个盒子上标上一个星期名称。 将全班学生分

为两组，计分。

教师说出带有频度副词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ｎｅｖｅｒ的句子。各组选手根据教师说出的
句子轮流在盒子上打对勾或画 Ｘ。 例如：

教师：　 Ｙｏｕ ａｌｗａｙｓ ｗｅａｒ ｐａｎｔｓ．
学生甲：（在每个盒子上画上对勾）

教师：　 Ｙｏｕ ｎｅｖｅｒ ｅａｔ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ｅｓ．
学生乙：（在每个盒子上画 Ｘ）

　 　 对于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及 ｕｓｕａｌｌｙ，学生就要动脑筋
思考！ 他们既需要打勾，又要画 Ｘ，顺序任意。
对于单词 ｕｓｕａｌｌｙ， 一半以上的天数要打对勾。
对于单词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半数以下的天数要打对勾。

变化形式：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根据句子画出图

画或写出单词，以加大游戏难度。 例如：如果教师

说：Ｙｏｕ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ｗｅａｒ ｓｈｏｒｔ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ｙｏｕ ｗｅａｒ
ｐａｎｔｓ． 那么，学生需在半数以上的天数上画上短裤
（或写上单词 ｓｈｏｒｔｓ），在其余的天数上画上裤子或
写上 ｐａｎｔｓ。如果教师说：Ｉｔ ｉｓ ｎｅｖｅｒ ｒａｉｎｙ． 学生则应
在每一天画上太阳（或写下单词）。

数字游戏

用来复习数字单词。

把全班分成两队，每队派一名学生在黑板

上画一个大圆圈。

教师说出从 １ 和 １５ 之间选出的 １０ 个数字。

告诉学生可在各自圆圈的任何地方写下这些数

字，然后回到座位上。

让另外两个学生到黑板上记分。

从每个队中选出一名参赛者站在黑板前，

告诉他们，当你开始说从 １ 到 １５ 之间的数字时，
假若黑板上有这个数字， 就擦掉它；如果没有，

就补上它。 第一个在圆圈中写下数字的学生，

能为他的队挣 １ 分。
让这些选手自己挑选下一个选手参赛， 重

复这个游戏直到所有的人都能轮上。

得分最多的队为胜方。

我的数字

用来复习身高、年岁和地址的词卡游戏。

将全班分成若干小组。 每组用一套数字 １
～ １００ 的词卡。 每名学生需准备一张纸，在纸的
上方横排写出如下三个问题：

Ｈｏｗ ｏｌｄ ａｒｅ ｙｏｕ？
Ｈｏｗ ｔａｌｌ ａｒｅ ｙｏｕ？
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

　 　 学生甲分别提问学生乙（学生甲右边的学
生）上述三个问题，一次只能问一个，但可以按

任何顺序来问。 学生乙挑出一张词卡， 用词卡

上的数字说出正确的句子做出回答。 教师要给

表演出“年岁”的学生以特殊的表扬和鼓励。 对

于地址，学生要先说出数字，然后再用序数词后

跟 ｒｏａｄ ／ ｓｔｒｅｅｔ ／ ａｖｅｎｕｅ， 来表述他们的地址。 因
此，如果一名学生抽出 ９９， 他便说： Ｍ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ｉｓ Ｎｉｎｅｔｙｎｉｎｔｈ Ｓｔｒｅｅｔ ／ Ａｖｅｎｕｅ． 当每名学生用数
字卡片回答每个问题时，学生需将数字卡片放

在他的纸上所对应问题的下面。

当小组中每个学生都轮换一遍后，对比年

龄和身高。 每名学生就其和同组的另一名学生

相比是年岁大还是年岁小，是高还是矮造句子。

变化形式： 仅用 Ｈｏｗ ｏｌｄ ａｒｅ ｙｏｕ？ 和 Ｈｏｗ
ｔａｌｌ ａｒｅ ｙｏｕ？问句来做此游戏。

反义词

用来复习反义词的词卡游戏。

本游戏做法与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ａｒｄ” 游戏类似，
所不同的是学生需用反义词来组对。

教师根据所学内容，要求学生选用任何以

下词汇的词卡做本游戏。 注意， 个别单词有两

张词卡（比如 ｏｌｄ， ｓｌｏｗ）。
ｆａｓｔ， ｓｌｏｗ
ｑｕｉｃｋ， ｓ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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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ｙ， ｈａｒｄ
ｆａｔ， ｔｈｉｎ
ｌｏｕｄ， ｑｕｉｅｔ
ｂｉｇ， ｌｉｔｔｌｅ
ｃｏｌｄ， ｈｏｔ
ｈａｐｐｙ， ｓａｄ
ｏｌｄ， ｙｏｕｎｇ
ｓｈｏｒｔ， ｔａｌｌ
ｏｌｄ， ｎｅｗ
ｃｌｅａｎ， ｄｉｒｔｙ
ｄｒｙ，ｗｅ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ｉｇｈｔ，ｗｒｏｎｇ
ｇｏｏｄ， ｂａｄ
ｓｔｒｏｎｇ，ｗｅａｋ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ｓｉｃｋ
ｈｉｇｈ， ｌｏｗ

　 　 ｈｅａｖｙ， ｌｉｇｈｔ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ｓｌｏｗｌｙ
ｌｏｕｄｌｙ， ｑｕｉｅｔｌｙ
ｏｎ， ｏｆｆ
ｅａｒｌｙ， ｌａｔｅ
变化形式 １： 用教师卡片让全班一起来做本

游戏。 教师将一些词卡字面背朝着学生摆放在

教室前面。 学生要尽力找反义词配对。 当他们

找到一对时， 说出单词并将这两张词卡拿走。

教师不要一次摆出所有词卡，而要不时地换一

换词卡。 先将全班分为两组并且记分。 各组每

正确地找到一组反义词，该组得 １ 分。
变化形式 ２： 将写有单词的纸条放入盒中。

要求每名学生从盒子中取出一张，然后寻找他

们的 “反义词” 同伴。 学生大声说出他的单词

并且寻找大声喊出其反义词的学生。 当所有学

生都找到同伴时，要求每对学生说出单词。

笔友

用来复习信件写作格式和词汇的一项富于创造

力的写作活动。

“笔友”是通过写信而结交的朋友。 在加拿

大，教师经常组织学生同其他省市或其他国家

的学生结交笔友。 一般说来， 笔友之间未曾见

过面。

教师在英语课堂上可以组建“笔友”。 这是

鼓励学生用英语来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极佳的

方式。

教师需要制做一个纸“邮箱”。 这个邮箱需

能盛下班上所有学生的信件或明信片。

给每名学生指定一个“地址”。 例如，将班

内的一排指定为一条街道、大街或马路。 然后给

每列的每桌编号。 于是， 每名学生便得到一个

地址： Ｎｕｍｂｅｒ ， （序数词） Ｓｔｒｅｅｔ ／ Ｒｏａｄ ／
Ａｖｅｎｕｅ。 教师还可以给各排指定城市名和国名。
将给各排所定的街道、马路、大街、国家和城市名

称贴到此排的前面或后面，这样，大家都能找到

其他人的地址。

学生可以自愿给自己编英语名字。 他们可

以选用《教科书》或《故事书》中的英文名字，或

者由教师来帮助他们取其他的名字。

要求每名学生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他们的地

址（和名字）。 将这些纸条放进一个盒子里，在

班上传这个盒子。 每名学生从盒子中拿出一张

纸条，（不要拿自己的那张！）学生拿到谁的纸条

谁便成为其“笔友”。 让他们保存这个地址以便

能再次找到它。

学生给自己的笔友写明信片和信件并且将

他们放在邮箱中“邮”出去。 他们可以写一次假

想的正在进行的旅行，或者写一写自己和家庭。

总之，写什么都可以！ 如果教师想使活动简单

些，给学生一个话题，然后同全班一起即席想出

一些短语和词汇。 同时， 教师需要向全班说明

信件的写作格式：

■在上方写上日期。

■写下：Ｄｅａｒ ，

■写出主要内容。 句首字母应大写， 句末

有句号。

■在下端写下：Ｙｏｕｒｓ ｔｒｕｌｙ， （名字）

学生将自己的信件或明信片放进邮箱中“邮

发”出去。 教师可以请自告奋勇的学生在本节课

中或者在下节课的开始时“传递”信件。 之后，

学生向自己的伙伴、小组或全班读出所收到的笔

友的来信。

掷猜问题

用来复习词汇的动作游戏。

教师将一个球带到班上，最好是又大又软

的球。 将全班学生分为两组。 教师可以从任意

一名学生处开始此游戏。

教师大声说出某一类别，例如，在讲运动项

目的那个单元， 教师可以大声说出：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Ｆａｖｏｕｒｉｔｅ ｓｐｏｒｔ！Ｈｅａｖｙ！

于是， 其中一组的一名学生将球扔给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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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一名学生并就这个类别提问一个问题。 接

到球的学生必须恰当地作出回答，然后将球扔

回另一组继续此游戏。 例如：

教师： Ｃｌｏｔｈｅｓ！
选手甲： （掷球）：Ｄｏ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ｎｙ ｒｕｎｎｅｒｓ？
选手乙： （接球）：Ｙｅｓ， Ｉ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ｒｕｎｎｅｒｓ ／

Ｎｏ， Ｉ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ａｎｙ ｒｕｎｎｅｒｓ．
教师： Ｓｐｏｒｔｓ！
选手乙： （掷球） 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ｆａｖｏｕｒｉｔｅ ｓｐｏｒｔ？
选手丙： （接球）：Ｍｙ ｆａｖｏｕｒｉｔｅ ｓｐｏｒｔ ｉｓ ．
教师： Ｌｉｇｈｔ！
选手丙： （掷球）：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ｉｇｈｔ？
选手丁： （接球）：Ａ ｐｉｎｇｐｏｎｇ ｂａｌｌ．

　 　 教师可以记分（每个好的问句和答句均可
得分），也可只仅为娱乐做此游戏。 如果教师不

是每次投球都更换类别，游戏的节奏要快一些，

但允许每个种类提问一些问题。

动作比赛

用来复习词汇，尤其是表示动作和指令词汇。

把学生分成几个队，每队派一名代表按照

你的指令比赛做动作。 比如： 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Ｃｌｏｓｅ ｙｏｕｒ ｍｏｕｔｈ！ Ｔｏｕｃｈ ａ ｗｉｎｄｏｗ！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ａ
ｃｌｏｃｋ！

让每队的第一名学生到教室前面来。 教师

发出一个指令，比如 Ｐｌｅａｓｅ 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ｏｒ， 参赛
者快步走到门前争取第一个打开门。 获胜者将

为他的队赢得 １ 分，在黑板上记下得分。 若两名
选手同时做完一个动作可给每队各加 １ 分。

用其他指令让队中其他成员重复这个游戏。

注意： 为了安全起见，做这个游戏时定一条

“不许跑”的规则。 如果有的队员犯规，不能加分。

变化形式 １： 在黑板或墙上贴上大词汇卡
片，说出单词，每队的选手比赛看谁能首先摸到

正确的卡片。

变化形式 ２： 把全班分成若干小组，让每个
小组拿出词汇卡片，面朝上放在课桌上，大家围

坐在课桌四周。 教师说出单词， 每个小组的学

生比赛看谁能第一个摸到正确的卡片。

圣诞老人

用来练习形容词以及其他词汇的猜词游戏。

在黑板上画一棵圣诞树（不加饰品）。 将全班

学生分为两组，每组选出一名记分员。 给每名记分

员各一枝不同颜色的粉笔。 当一组得分时，记分员

在圣诞树上画上一个小饰品。 游戏结束时，数一数

圣诞树上不同颜色饰物的数量来判断胜方。

做游戏时，每次每组各出一名自各奋勇的学

生，其中一名扮作圣诞老人，另一名扮作孩子。

“孩子”说出一种他想要的圣诞礼物的类型，然

后“圣诞老人”必须说出和这一种类相匹配的一

种物品。 学生可使用如下对话，教师可将对话先

写在黑板上。

圣诞老人： Ｗ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ｆｏｒ Ｃｈｒｉｓｔ
ｍａｓ？

孩子： Ｉ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形

容词） ．
圣诞老人： Ｈｅｒｅｓ ａ （形容词） ｔｈｉｎｇ．

（装作给“孩子”礼物） Ｉｔｓ ａ
（物品名称） ．

　 　 在游戏开始前先和学生一起想出一些游戏
中要用到的形容词（以及物品名称）。 例如：

ｗｅｔ　 　 　 　 　 ｓｉｎｋ，ｗａｔｅｒ，ｍｉｌｋ
ｈｏｔ ｓｔｏｖｅ， ｔｅａ， ｓｏｕｐ
ｃｏｌｄ ｓｎｏｗ， ｉｃｅ，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ｂｉｇ ｂｕｓ， ｈｏｕｓｅ，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ｅｒａｓｅｒ， ｐｅｎｃｉｌ， ｐｅｎ
ａｎｙ ｃｏｌｏｕｒ ａｎｙ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ｍ
给那些表演出圣诞礼物的大小及温度的“圣

诞老人”额外加分。 给那些表演圣诞老人时说出

Ｈｏ！Ｈｏ！Ｈｏ！或者Ｍｅｒｒｙ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使圣诞老人
更形象化的学生额外加分。

秘密词汇

用来复习词汇的动作游戏。

教师选出想要进行复习的词汇。 播放任意

包含这些词汇的课文或故事的录音。 要求学生

一听到这些词就发出信号。 教师可以让学生举

手、起立、发生声音或表演任何动作来作为信号。

如果想要使本游戏更复杂些，可以一次复习多

个单词或短语，让学生针对不同的单词和短语

发出不同的信号。

展示 讲述

用来复习单词 ｓｈｏｗ和 ｔｅｌｌ及其他词汇的词卡游
戏。

加拿大的老师都知道这个游戏。 此游戏帮

助学生，特别是小学生练习造句及在他人面前

说话。 学生轮流将一些东西带到学校， 将它们

展示给全班学生并向全班讲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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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将此活动更改为词卡游戏。 将全

班学生分为若干小组。 要求每组的一名学生将

其有关衣物名称、教室物品以及其他物品的词卡

取出，并将这些词卡摞在一起放在小组中央。

学生们轮流抽出一张词卡。 然后他们说出如下

句子（教师将这些句子写在黑板上）：

Ｉ ｈａｖｅ （ａ ／ ａｎ） ．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ｓｈｏｗ ｙｏｕ ｍｙ ． （向本组展示
卡片）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ｔｅｌｌ ｙｏｕ ａｂｏｕｔ ｍｙ ．
然后，学生就词卡上的物品名称造句。 例

如：

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ｙ ｆａｖｏｕｒｉｔｅ ．
Ｍｙ ｉｓ （形容词） ．
变化形式： 全班学生一起做此游戏。 教师将

教师卡片摞成一摞放在教室前面，让自告奋勇的学

生挨个到教室前面，每人抽一张卡片。 然后，每名

学生说出句子并就卡片上的物品造句。

ＳＩＭＯＮ说话
这是一个动作游戏。

做这个游戏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或者用

它来复习表示指令或身体各部位的词汇。

全班一起来做这个游戏。 告诉学生只有听

到你在说话开头时用 Ｓｉｍｏｎ ｓａｙｓ，他们才模仿你
的动作；如果你没有说 Ｓｉｍｏｎ ｓａｙｓ， 他们就不要
模仿你的动作。 他们必须仔细听， 你要想法迷

惑他们！

表演一个简单的动作，比如指着你的肘部

或者摇头。 当你做这个动作时， 说 Ｓｉｍｏｎ ｓａｙｓ
ｄｏ ｔｈｉｓ，学生要模仿你的动作。 然后表演另外一
个动作，说 Ｓｉｍｏｎ ｓａｙｓ ｄｏ ｔｈｉｓ，学生再模仿你的
另一个动作。

现在教师再表演一个动作。 如果仅仅说 Ｄｏ
ｔｈｉｓ． 学生就不能模仿。

继续做这个游戏，伴随不同的动作交叉使

用 Ｓｉｍｏｎ ｓａｙｓ ｄｏ ｔｈｉｓ 和 Ｄｏ ｔｈｉｓ，快速地变换指
令和动作，故意迷惑学生。

如果学生被迷惑做错了，他就必须坐下。 坐

下的学生可以帮助指出另外那些也被迷惑的学

生。

当你决定结束游戏时，那些没有做错动作

的学生是获胜者。

变化形式 １： 发出具体的命令。 例如， Ｓｉ
ｍｏｎ ｓａｙｓ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ｙｏｕｒ ａｒｍ！ Ｓｉｍｏｎ ｓａｙｓ ｓｈａｋｅ

ｙｏｕｒ ｌｅｇ！ Ｊｕｍｐ ｕｐ ａｎｄ ｄｏｗｎ！
变化形式 ２： 让单个学生引导做这个游戏。

起初，学生们可能觉得很难，所以缩短每一轮的

时间———不超过 １ 至 ２ 分钟。
变化形式 ３： 把全班分成二个或三个大组，一

起来做“Ｓｉｍｏｎ Ｓａｙｓ”游戏，每个组指定一名指挥
员，此游戏能使学生注意力集中并提高听力技能。

微笑、皱眉

用来复习 ａｎｄ， ｂｕｔ，代词和物主代词。
将全班分成两组。 从一组中找 ３ 名自告奋勇

的学生。 给每名自告奋勇的学生写有某个形容词

（表示颜色、尺寸或其他形容词）和一件物品的词

卡。 每名学生要用微笑或皱眉来表达喜欢或不喜

欢其词卡上的物品。

从另一组中叫起一名自告奋勇的学生。 如有

必要，这名学生可以将微笑的学生和皱眉的学生

重新排列，这样，微笑着的学生站在一起，皱眉头

的学生站在一起。 然后，这名学生就通过造句来

描述微笑学生和皱眉学生的喜好。 例如： 如果有

一名微笑的男孩，一名微笑的女孩和一名皱眉的

女孩，所造句子可为：

Ｈｅ ｌｉｋｅｓ ｈｉｓ （形容词） （物品名称）

ａｎｄ ｓｈｅ ｌｉｋｅｓ ｈｅｒ ，ｂｕｔ ｓｈｅ ｄｏｅｓｎ＇ｔ ｌｉｋｅ
ｈｅｒ ．
可以用 ｙｏｕ ／ ｙｏｕｒ 来替换 ｈｅ ／ ｈｉｓ 和 ｓｈｅ ／ ｈｅｒ，

这样会使此游戏更简单些。

造句正确的得分。

变化形式： 教师将 ３ 对词汇卡片（每对均包
括一个形容词和一件物品）排成一排放在教室前

面。 甲组派一名选手站在这排词卡的旁边。 乙

组的一名选手推动甲组选手分别站在每对词卡

前面。 甲组这名选手微笑或皱眉来表达喜欢或

不喜欢各组词卡所形容的物品。 然后乙组选手

就描述对方选手的喜好造句。 例如：

Ｈｅ ／ Ｓｈｅ ｌｉｋｅｓ ｈｉｓ ／ ｈｅｒ （形容词） （名

词） ａｎｄ ，ｂｕｔ ｈｅ ／ ｓｈｅ ｄｏｅｓｎｔ ｌｉｋｅ ｈｉｓ ／
ｈｅｒ ．
Ｈｅ ／ Ｓｈｅ ｄｏｅｓｎｔ ｌｉｋｅ ｈｉｓ ／ ｈｅｒ （形容词）

（名词） ａｎｄ ， ｂｕｔ ｈｅ ／ ｓｈｅ ｌｉｋｅｓ
ｈｉｓ ／ ｈｅｒ ． Ｈｅ ／ Ｓｈｅ ｌｉｋｅｓ ｈｉｓ ／ 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ｓ ／ 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ｓ ／ ｈｅｒ
．

Ｈｅ ／ Ｓｈｅ ｄｏｅｓｎｔ ｌｉｋｅ ｈｉｓ ／ ｈｅｒ （形容词）

（名词） ａｎｄ ｈｉｓ ／ 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ｓ ／ ｈｅｒ
．

替换词卡，继续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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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 ｙｏｕ ／ ｙｏｕｒ 来替换 ｈｅ ／ ｈｉｓ 和 ｓｈｅ ／ ｈｅｒ，
这样会使此游戏更简单些。

拼读游戏

用来复习词汇的拼读。

本游戏做法类似于“Ｌｅｔｔｅｒｓ”游戏，只不过全
班要在一起做。

将全班分成两组。 教师在黑板上画上空白线

表示任意单词或短语（短语中的词与词之间留出

距离）。 两组学生轮流猜空白处应填入的字母。

猜对一个字母，教师或者班上一名自告奋勇的学

生写在相应的位置上。 学生可以先猜单词或短

语，然后必须从头到尾正确地拼读出整个单词或

短语。 最先拼读正确的一组为获胜者。

拼读游戏

用来复习任何词汇。

将全班学生分为两组，并选派一名记分员。

从任何一组的一名组员开始，教师说出一个单

词，然后这名学生必须拼写出这个单词，如果拼

写错误，另一组的学生便可试着拼出此单词，一

组试拼一次，直到正确地将单词拼读出来。 那

么该组赢得一分。 如果拼读正确该组即可得一

分，便轮到另一组拼读教师大声说出的另一个

新单词。 例如：

教师： Ｃａｔ！
Ａ组，选手甲： Ｃｕｔ．
教师： Ｎｏ！
Ｂ组，选手甲： Ｃｉｔ．
教师： Ｎｏ！
Ａ组，选手乙： Ｃａｔ！
教师： Ｙｅｓ！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Ｂ组，选手乙：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教师： Ｙｅｓ！Ｎｏｏｄｌｅｓ！
Ａ组，选手丙： Ｎｏｏｄｌｅｓ．
教师： Ｙｅｓ！

停止！ 走步！

用来复习介绍某人时所用短语的动作游戏。

为学生翻译 Ｓｔｏｐ和 Ｇｏ的意思。
告诉学生， 当你说 Ｇｏ！ 的时候， 他们要低

头看着地板在教室里快步行走。

当你说 Ｓｔｏｐ！ 时， 他们要停下来， 抬起头
来，每人和站在最近的同学结成一对站立。

每对伙伴握手，用英语互相“介绍”。 例如：

学生甲： Ｈｅｌｌｏ！ 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 ． 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ｎａｍｅ？

学生乙： 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 ． Ｎｉｃｅ ｔｏ ｍｅｅｔ
ｙｏｕ．

学生甲： Ｎｉｃｅ ｔｏ ｍｅｅｔ ｙｏｕ．
当你说 Ｇｏ！ 的时候，学生立即重新低头快

步走。

如果班上有很多学生都愿意做这个游戏，让他

们在教室前面做这个游戏，每次 １０个人参加。

故事接力

用来复习任何词汇。

在本游戏中， 学生轮流给故事加一句话。

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 鼓励学生从中获得乐趣

并激发其创造力。

在开始此游戏前先选派一名“文秘”（可由

教师担当）。 在学生们讲述故事时，“文秘”记下

故事。 游戏结束后，“文秘”从故事开始读出故

事。

如果教师有固定的想要学生复习的词汇，

分别将这些单词和短语写在小纸条上，放进一

个盒子里。 每名学生在接故事造句前，先从盒子

中抽出一张纸条。

猜画游戏

用来复习词汇。

告诉学生找伙伴或者结成小组。

每对学生或者每个小组需要准备一套你要

复习词汇的卡片。 告诉学生把卡片面朝下叠成

一摞。

选手甲抽取一张卡片把它放在自己的前额，

卡片上的图画对着其他的选手。 他要通过提问

其他人问题来猜出是什么图画。 例如，他问： Ｉｓ
ｉｔ ｇｒｅｅｎ？ Ｉｓ ｉｔ ｂｉｇ？ Ｉｓ ｉｔ ａ ｔｈｉｎｇ？ Ｉｓ ｉｔ ａ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Ｉｓ
ｉｔ ｆｏｏｄ？

如果选手甲猜对了，就轮到下一个选手来

做这个游戏。

这个 那个

用来复习指示代词以及其他词汇的词卡游戏。

要求学生取出他们的有关衣服或其他物品

名称的词汇卡片。 让他们找各自的伙伴， 一起

将他们二人的单词卡片配对，字面朝下排成一

排。 每名学生取走一张或者一对卡片， 并且将

这张或这对卡片出示给同伴看。 之后， 学生轮

流说出如下句子：

学生： （指着自己拿的卡片） Ｉ （ ｄｏｎ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ｉｓ ／ ｔｈｅｓｅ ． （指着同伴的卡片） Ｉ
（ｄｏｎ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ａｔ ／ ｔｈｏｓ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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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兵布阵

用来复习词汇的动作游戏。

在黑板上画一个简单的大表格。 表格上有

３ 个横栏和 ３ 个纵栏，形成尺寸大致相等的 ９ 个
小方块。

把全班学生分成两队，向第一队的一名选

手提问一个问题。 例如：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 Ｗｈａｔ ｃｏｌ
ｏｕｒ ｉ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ｉｓ ａ ｏｒ ａ ？ 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 你也可以向整个队发一个指令， 例

如： Ｔｏｕｃｈ ｙｏｕｒ ｈｅａｄ．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Ｓｈｏｗ ｍｅ ａｎ ｅｒａｓｅｒ．如果这名选手或整个队回答
或者表演正确的话， 那么从队中走出一名选

手，在大表格中任意一个小方块中画一个 × 。
现在轮到第二队了。 如果该队回答或表演

正确的话，可以在任意一个小方块中画一个 Ｏ。
每个队的目标是在大表格的任意方向上：

不管是平行方向，垂直方向，还是对角方向获得

三个 × （或三个 Ｏ）。 当然，每个队都想填入自
己的 ×或 Ｏ，以阻止对方完成目标。 第一个完成
的队赢得一分，然后继续做这个游戏。

变化形式 １： 准备 ９张大卡片或几张硬纸，在
每张卡片的一面写一个大 × ，在另一面写一个大
Ｏ。 在教室前面放一排三把椅子，让九名学生到
教室前面来充当游戏板： 三名学生坐在椅子上，

三名学生站在椅子后面，另外三名学生蹲在椅子

前面。 给每个学生一张卡片。 当第一队选择 ×
时，指着一个在前面的学生，该生就高举起写着

×的卡片。 继续做这个游戏，让九名学生举出写
着 ×和 Ｏ的卡片来表明每个队的选择。

变化形式 ２： 学生可以一对一或结成小组来
做这个游戏。 他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格子， 再

彼此提问那些要复习的问句。

旅行

用来复习关于国名的词汇。

教师把要复习的各个国家的地图贴在教室

周围（例如：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Ｕ． Ｋ． ， ｔｈｅ Ｕ． Ｓ． ， Ｃａｎａ
ｄ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等）（或只贴单词）。 复习几个国家
就将全班分成几个小组。 要求每组学生均排成

一列站在一个“国家”下面。 教师从其中任何一

列的前两名学生开始，就他们所“在”国家的有

关情况进行提问。 首先回答问题正确的学生开

始“旅行”，按顺时针方向旅行至下一个国家并

且站在这个国家第一名学生的旁边。 游戏如此

重复。

那些在“旅行”中失利的学生站到他所在国

家学生的最后，重新排队等待。

完成各国一周旅行的学生重新回到他所在

的国家的最后排队等待。 教师可以给这些学生

准备小小的奖品。

教师可以提问如下问题：

　 　 Ｗ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ｔｈｉｓ？
Ｄｏ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 ｏｆ ？

Ｉｓ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ｓｏｕｔｈ） ｏｆ ？

Ｗｈａｔ ｄｏ ｔｈｅｙ ／ ｗｅ ｓｐｅａｋ ｉｎ ？

Ｄｏ ｙｏｕ ｓｐｅａｋ ？

变化形式： 教师可以改编此游戏用以复习

各种词汇，使之成为一个比赛，看谁回答问题最

多。

旅程

用来复习 ｃｏｍｅ，ｇｏ和其他词汇的动作游戏。
在本游戏中， 学生加入去某地的“旅程”。

按如下方式进行：

学生甲：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ｏｎ ａ ｔｒｉｐ ｔｏ （一个

城市或一个国家） ． （指着学生乙）
Ｙｏｕ ｃｏｍｅ，ｔｏｏ．

学生乙： （加入学生甲）Ｌｅｔｓ ｇｏ！
（学生甲和学生乙走向学生丙）

学生乙： （对学生丙）Ｙｏｕ ｃｏｍｅ，ｔｏｏ．
学生丙： （加入学生甲和学生乙）Ｌｅｔｓ ｇｏ！
（教师可找数名学生如此重复）

变化形式 １： 此游戏还可以更复杂一些。 要
求每两名学生结伴，一个站着，一个坐着。 站着

的学生扮作另一名学生的“母亲”或“父亲”。 在

每位学生加入这次“旅程”前，他必须先问其伙

伴： Ｍｏｔｈｅｒ ／ Ｆａｔｈｅｒ，ｍａｙ Ｉ ｇｏ？ 如果其伙伴说：
Ｙｅｓ，ｙｏｕ ｍａｙ ｇｏ．这名学生便可以加入旅程并且
说： Ｌｅｔｓ ｇｏ！ 否则， 这个学生还要原处坐着，
“旅程”中的学生们便说： Ｌｅｔｓ ｇｏ！ 并且再找其
他学生。

变化形式 ２： 在游戏中加入表示交通方式的
名词。 将这些词（ｃａｒ，ｂｕｓ，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ｃａｂ，ｂｉｃｙｃｌｅ）
写在黑板上。 当学生们准备好说 Ｌｅｔｓ ｇｏ！ 时，
教师指向黑板上的一个单词，然后学生说： Ｌｅｔｓ
ｇｏ ｂｙ ！ 并且用这种方式旅行到另一名同学

那里。

今天是几号？

用来复习星期名称、月份和序数词的游戏。

将 １ 至 ３１ 的数字（非序数词）写在黑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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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于月份名称和星期名称的教师卡片放在教

室前面。 将全班分成两组， 每组各找一名自告

奋勇的学生。 甲组的这名自告奋勇的学生不按

顺序任意指出一个月份名称、 一个星期名称和

一个数字，然后问： Ｗｈａｔ ｄａｙ ｉｓ ｉｔ？ 乙组中的自
告奋勇的学生需给出正确的星期名称、月份和序

数词来作答。 再如此找两名自告奋勇的学生到

前面来继续本游戏。

计分：每说对一部分名称给 １ 分，如果顺序
正确再给 １ 分（满分为 ４ 分）。

发生过什么事儿？

用来复习动词过去式的游戏。

将全班分成两组。 教师将表示处所（ ｒｅｓｔａｕ
ｒａｎｔ，ｓｈｏｐ，ｓｃｈｏｏｌ，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ｇｙｍ， 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ｏｕｓｅ，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食品名称和颜色名称的单词卡片放
在一起。 说明不同的词卡对应不同的动词， 如

下所示。 教师在黑板上写上 ｔｏｄａｙ 和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然后举起一张词卡， 站在其中一词的下面。 教

师问：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 ｉｓ 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 学生用正
确的句子作答。

ｆｏｏｄ ｃａｒｄｓ Ｔｏｄａｙ ／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ｗｅ ｅａｔ ／ ａｔｅ
．

ｃｏｌｏｕｒ ｃａｒｄｓ Ｔｏｄａｙ ／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ｗｅ ｓｅｅ ／
ｓａｗ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ｄｓ

Ｔｏｄａｙ ／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ｗｅ ｇｏ ／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

　 　 变化形式： 可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或二人
一组，让他们用学生卡片做此游戏。 他们需要

准备一摞表示处所名称、 颜色名称和食品名称

的词卡。 他们还需将 ｙ 和 ｔ 的字母卡片另外摞
放在一起， 并说明 ｙ 代表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ｔ 代表 ｔｏ
ｄａｙ。 然后学生轮流从两摞词卡中各抽出一张，
造出恰当的句子。

现在是几点钟？

用来复习一天中时间钟点的动作游戏。

本游戏类似于链式操练，可以从教室里的

任何一名学生开始做此游戏。 当这名学生指定

一个时间钟点后，其他的学生从一点钟开始数

到被指定钟点。 学生一边数钟点一边将自己的

胳膊当作指针指示出时间。

学生甲： Ｗ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ｉｓ ｉｔ？
学生乙： （可说出任一时间钟点） Ｉｔｓ ｆｏｕｒ

ｏｃｌｏｃｋ． （用其胳膊指为 ４ 点钟）

学生丙： Ｏｎｅ ｏｃｌｏｃｋ． （用其胳膊指成 １
点钟）

学生丁： Ｔｗｏ ｏｃｌｏｃｋ．
学生戊： Ｔｈｒｅｅ ｏｃｌｏｃｋ．
学生己： Ｆｏｕｒ ｏｃｌｏｃｋ． Ｗ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ｉｓ ｉｔ？
学生庚： Ｉｔｓ （任何时间） ．

　 　 教师可以允许学生以几时半为指定钟点（然
后每名学生按每半点钟的数并用胳膊指示出时

间）或者几时几刻为指定钟点（然后每名学生按

每刻钟的数并用胳膊指示出时间）以加大游戏的

难度。

哪个不见了？

用来复习词汇。

把 １０ 个到 ２０ 个大词汇卡片竖放在教室前
面。 告诉学生看 １ 分钟的卡片后闭上眼睛，然后
教师移开一张卡片。

让学生睁开眼睛，设法指出教师移走了哪

张卡片。 提问每个学生让其说出移走的卡片的

名称，直到猜对正确答案为止。

让学生重新看那张移走的卡片，并把它放

回原处。 那名猜对正确答案的学生可以再移走

另一张卡片，让大家接着猜。

这是什么？

用来复习词汇。

让学生拿出教师打算让他们复习的小词汇

卡片。

让他们各找伙伴， 或者结成小组。 每组把

卡片面朝下码成一摞放在面前。

选手甲翻开一张卡片，把它举起来问另一

位选手（或其他的选手们）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 其他人
说出这个单词。 选手甲再用其他的两张卡片重

复前面的问题。

轮到选手乙时，他要问三次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 这
个问题。 让他的伙伴或小组中的其他成员作出

回答。 这个游戏可以持续做几分钟。

错在哪里？

用来更正常见错误的游戏。

　 　 教师在黑板上写出一些带有错误的句子（也
包括一些正确的句子）。 将全班学生分为两组。

各组依次轮流更正每个句子。 学生们擦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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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词，并写上正确的。 如果哪一组不能更正

句子或是改错了，另一组可以试着去改。 记分。

尽量去写一些含有搭配不当，或者时态、单复数

有错误的句子。 例如：

Ｉ ｅａｔ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Ｉ ｓｅｅ ａ ｃａｔ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Ｉ ｈａｖ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ｎｃｉｌ．
教师可以使用只含有一类错误的句子做游

戏，并在游戏开始前告诉学生错误类型，以使游

戏变得简单些。

什么时候？

将一天中日期和时间搭配组句的游戏。

本游戏类似“Ｇｏ Ｆｉｓｈ”。 将全班分成若干小
组。 每组使用一套包含有 ６ 个事件一日三餐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ｌｕｎｃｈ， ｓｕｐｐｅｒ）、描写天气状况的形容
词（ｓｕｎｎｙ， ｒａｉｎｙ，ｗｉｎｄｙ， ｓｎｏｗｙ， ｃｌｏｕｄｙ）、月份名
称和时间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ｅｖｅｎｉｎｇ）的单词
卡片。

参加游戏的选手将这些卡片恰当地组合在一

起。 学生必须认真思考！ Ｊｕｌｙ 和 ｓｕｎｎｙ 可以很好
地搭配，而 Ｓｐｒｉｎｇ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和 ｅｖｅｎｉｎｇ则不搭配！

当学生想获取卡片时， 要使用这个短语：

Ｄｏ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 ｃａｒｄ ｆｏｒ ？ 当他们配好一对

时，他们要说出如下任一句子：

Ｗｈｅｎ ｉｓ （一件事或一日三餐中一种）？

Ｉｎ ／ Ａｔ （月份名称或者时间） ．
Ｗｈｅｎ ｉｓ ｉｔ （描写天气状况的形容词）？

Ｉｎ （月份名称） ．
在游戏开始前，教师需和学生一起设计构

思一系列可以将天气形容词、事件和月份搭配组

合的方法。 将这些组合写在黑板上。

世界的哪个国家？

用来复习关于世界上各国家名称的词汇。

将全班分成若干小组。 每组参赛选手数至

少同本游戏用到的国名的数目相同。

要求每组给其每名参赛选手指定一个国家

名称（可以重复使用国名，但至少一个国家对应

一名选手）。 然后，每名选手裁下一张纸，将纸

分成 ４ 份，按以下要求做 ４ 张和自己对应国家相
关的卡片。

■一张卡片写有国名。

■一张卡片写有该国使用的语言。

■一张卡片描述该国相对中国的地理方位。

（为避免混淆，教师需将此项内容写在黑

板上。 代表中国的选手做一张空白卡片）

■一张卡片写有该国的首都（或只写出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 ｏｆ （国名）即可）。

然后选手们将所有卡片字面朝下混在一起。

每名选手各取 ４ 张卡片。
本游戏的目的是将代表一个国家的 ４ 张卡

片收集在一起。 选手们仔细阅读自己抽到的卡

片，心里默定一个国家。 为收集到有关这个国

家的卡片，选手需试着同其他选手互换卡片，一

次只能换一张。 交换卡片时，选手们要（同时）

大声读出他们想放弃的卡片。 讲的同时， 要仔

细听其他选手讲话并努力换取自己想要的卡片。

谁都不会被迫去进行交易，但是聪明选手总是

认真听并且收集那些似乎其他选手都不愿意收

集的国家的卡片。

选手们可以随时更换他们想收集卡片的国

家。

当选手得到有关同一国家的所有卡片时，

他要大声喊出： Ｉ ｗｉｎ！ 游戏就此停止，这名选手
必须给全班展示自己的卡片。

如果想增加此游戏的难度，可以给每个国

家多写几张卡片。 如第 １ 册第 ８ 单元所述，增加
关于各个国家显著特征的卡片。

本游戏会使全班喧闹起来，这也是本游戏

有趣的一面。 不过，如果想使课堂保持安静，可

以要求学生在交易卡片时悄悄说话。

耳语游戏

用来复习动词和介词的动作游戏。

找一名自告奋勇的学生，在其耳边轻声说

一个动词或一个介词。 例如： ｗａｖｅ，ｓｔａｍｐ，ｃｌａｐ，
ｉｎ，ｏｎ，ｕｎｄｅｒ。

如果悄声说的是 ｏｎ， 这个学生就站在或坐
在教室里的某个东西上面，如一把椅子或桌子

上。 然后教师说：Ｗｈｅｒｅ ｉｓ ？ （该学生的名

字）， 鼓励全班学生回答： Ｈｅ ／ Ｓｈｅ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
如果悄声说的是一个动词，该生必须表演

这个动作，然后教师说：Ｗｈａｔｓ ｈｅ ／ ｓｈｅ ｄｏｉｎｇ？ 鼓
励全班学生回答： Ｈｅ ／ Ｓｈｅ ｉｓ ｉｎｇ．

让其他学生重复做这个游戏，每个学生都

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来演示这个词汇，鼓励学生

做富有创造性的表演！

我是谁？

用来复习描述人物词汇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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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游戏是 “Ｔｈｉｎｋ Ａｈｅａｄ” 游戏的变化形式。
要求学生拿出他们的写有Ｗｈｏ Ａｍ Ｉ？的 １２

张词汇卡片。 每张词卡上都展示各自不同的人

物形象。

学生两人一组做本游戏。 他们将一套卡片

码起来，将另一套卡片字面朝上在两人中间摊

开。 他们轮流从码起的卡片中取出一张卡片，

自己不能看， 将它放在额头上方， 字面朝着同

伴。 这样，拿词卡的学生自己看不到单词，而其

伙伴可以。 之后，这名学生要通过向对方提出

问题来判断词卡中的人物。 这名学生可以看着

摊在桌子上的卡片，提出如下问题：

Ａｍ Ｉ ａ ｗｏｍａｎ？
Ｄｏ Ｉ ｗｅａｒ ｇｌａｓｓｅｓ？
Ｄｏ Ｉ ｈａｖｅ ｂｌａｃｋ ｈａｉｒ？
Ｄｏ Ｉ ｈａｖｅ ｌｏｎｇ ｈａｉｒ？

因果关联

用来复习问句Ｗｈｙ？ 的动作游戏。
此游戏做法类似于游戏“Ｃｈａｒａｄｅｓ”。
分别在纸条上写一些短语并将这些纸条放

在教室前面。 将全班学生分为两人一组。 每次

从一组学生中找两名学生。 其中一名学生做出

动作，另一名学生猜出短语， 直至猜出正确短

语。 然后这两名学生用恰当的替换重复一组

“因果关联”对话。 如果他们在教师规定的时间

内完成这些内容，则得一分。 否则，将轮到另一

组学生。

学生们必须思考！ 教师可以不时地提问问

题指导游戏者。 如下列举了游戏中一个关于短

语 ｅａｔｉｎｇ ｎｏｏｄｌｅｓ的例子：
选手甲： Ｙｏｕ ａｒｅ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选手乙： Ｎｏ！
选手甲： Ｙｏｕ ａｒｅ ｅａｔｉｎｇ！
选手乙： Ｙｅｓ！
教师： Ｗｈａｔ ｉｓ ｈｅ ／ ｓｈｅ ｅａｔｉｎｇ？
选手甲： Ｒｉｃｅ！
选手乙： Ｎｏ！
选手甲： Ｎｏｏｄｌｅｓ！
选手乙： Ｙｅｓ！
选手甲： Ｙｏｕ ａｒｅ ｅａｔｉｎｇ ｎｏｏｄｌｅｓ． Ｗｈｙ？
选手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ａｍ ｈｕｎｇｒｙ．

　 　 教师可利用如下短语及对话：
短语：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ｔｅａ
对话： Ｙｏｕ ａｒｅ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ｔｅａ． Ｗｈｙ？ ／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ｍ ｔｈｉｒｓｔｙ．

短语： ｗａｓｈｉｎｇ ｈａｎｄｓ
对话： Ｙｏｕ ａｒ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ｓ． Ｗｈｙ？ ／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ｍｙ ｈａｎｄｓ （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ｄｉｒｔｙ．
短语： 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对话： Ｙｏｕ ａｒｅ 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Ｗｈｙ？ ／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ｍ

ｈａｐｐｙ．
短语： ｃｒｙｉｎｇ
对话： Ｙｏｕ ａｒｅ ｃｒｙｉｎｇ． Ｗｈｙ？ ／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ｍ

ｓａｄ．
短语： ｔａｋｉｎｇ ｏｆｆ ａ ｊａｃｋｅｔ
对话： Ｙｏｕ ａｒ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ｏｆｆ ｙｏｕｒ ｊａｃｋｅｔ．

Ｗｈｙ？ ／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ｍ ｈｏｔ．

呼相同词游戏

用来复习词汇的动作游戏。

这个游戏要求少则 １０ 名多则 ６０ 名学生一
起来做。 它取决于教师打算复习多少词汇。 如

果教师所用的词汇数目比学生的人数还少，那

么反复做此游戏，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轮上。

教师准备一套打算复习的词汇卡片，确保

每个单词都有两张卡片。 例如，有两张 ｂｏｏｋ 的
卡片，两张 ｃｈａｉｒ的卡片等等。 也可以用纸条代
替卡片。

把卡片发给学生， 每个学生人手一张。 把

卡片的序列打乱，使得相同的单词不会落到彼

此紧挨着的学生手中。 如果一次只有部分学生

做这个游戏，使他们分散站在教室的各处。

当教师说 Ｇｏ！ 的时候！ 所有学生都开始一
遍又一遍地说他们手中词汇卡上的单词。 他们

必须在教室里来回走动，以便发现同他说一样

单词的同学。

写数字

用来复习数字。

学生一对一配对或三人一个小组，每个学

生都需要有一张纸。

说出数字单词，每个学生都要争取第一个

写下相应的阿拉伯数字。

在黑板上写下正确的阿拉伯数字，使学生

能检查各自的答案。

当你决定停止此游戏时，得正确答案最多

的学生为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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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Ａ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ＩＰＡ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ｓｈｏｗ ｙｏｕ ｈｏｗ ｔｏ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 ｗｏｒｄｓ．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ＰＡ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ｓ　 辅　 音

／ ｐ ／ 　 ｐａｉｎｔ　 　 　 　 ／ ｂ ／ 　 ｂｕｉｌｄ

／ ｔ ／ ｔｅａｃｈ ／ ｄ ／ ｄｏｏｒ

／ ｋ ／ ｋｉｔｅ ／  ／ ｇｅｔ

／ ｆ ／ ｆｕｔｕｒｅ ／ ｖ ／ ｖｅｒｙ

／ ｓ ／ ｓｔｕｄｅｎｔ ／ ｚ ／ ｚｅｒｏ

／  ／ ｓｈａｌｌ ／  ／ ｍｅａｓｕｒｅ

／  ／ ｔｈｉｎｇ ／  ／ ｔｈａｔ

／ ｒ ／ ｒｕｌｅｒ ／ ｈ ／ ｈａｖｅ

／ ｌ ／ ｌａｄｙ ／ ｍ ／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ｎ ／ ｎｏｉｓｅ ／  ／ ａｌｏｎｇ

／ ｗ ／ ｗｅａｒ ／ ｊ ／ ｙｅｓ

／ ｔ ／ ｃｈａｉｒ ／ ｄ ／ ｊｏｉｎ

Ｖｏｗｅｌｓ　 元　 音

／ ｉ∶ ／ 　 ｓｅｅ　 　 　 　 ／ Ｉ ／ 　 ｒｉｃｈ

／ ｅ ／ ｂｅｄ ／  ／ ｈａｔ

／  ／ ａｌｏｎｇ ／ ∶ ／ ｇｉｒｌ

／  ／ ｓｕｎ ／ ∶ ／ ｐａｒｔｙ

／ ? ／ ｌｏｔ ／ ∶ ／ ｓｔｏｒｅ

／  ／ ｐｕｔ ／ ｕ∶ ／ ｆｏｏｄ

／ ａＩ ／ ｔｒｙ ／ ｅＩ ／ ｄａｔｅ

／ Ｉ ／ ｎｏｉｓｅ ／ ａ ／ ｈｏｗ

／  ／ ｎｏ ／ Ｉ ／ ｅａｒ

／ ｅ ／ ｈａｉｒ ／  ／ ｐｏｏｒ

新旧英式英语音标对照

新旧英式英语音标对照表

旧式 ｉ∶ ｉ ｅ   ∶  ∶  ∶

新式 ～ Ｉ ～ ～ ～ ∶ ～ ～ ? ～

旧式 ｕ ｕ∶ ａｉ ｅｉ ｉ ａｕ ｕ ｉ  ｕ

新式  ～ ａＩ ｅＩ Ｉ ａ  Ｉ ｅ 

【注】 ● 此表为新英式英语音标与旧英式英语音标元音音标变化对照表。

● 新英式英语音标与旧英式英语音标辅音音标基本上没有变化。

● 本套教材采用了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ｏｎｅｓ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ｉｎｇ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第 １５ 版的国际音标
标音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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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元音字母和元音字母组合读音规则表

ａ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Ｕｎ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 ｅＩ ／ ｎａｍｅ ｅｒａｓｅｒ ｃａｋｅ
／  ／ ａｍ ａｎｄ ｃａｔ
／ ɑ∶ ／ ｇｌａｓｓ ｂａｎａｎａ ｆａｔｈｅｒ
／ ? ／ ｗｈａｔ ｗａｎｔ ｗａｔｃｈ
／ ｅ ／ ｍａｎｙ ａｎｙ
／  ／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Ｃａｎａｄａ Ｃｈｉｎａ
／ Ｉ ／ ｏｒａｎｇｅ ｃａｂｂａｇｅ

ｅ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Ｕｎ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 ｉ∶ ／ ｓｈｅ ｈｅ ｗｅ
／ ｅ ／ ｐｅｎ ｄｅｓｋ ｙｅｓ
／ Ｉ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ｅｔｔｙ
／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ｐ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 Ｉ ／ ｅｌｅｖｅｎ ｅｒａｓｅｒ

ｉ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Ｕｎ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 ａＩ ／ Ｉ ｌｉｋｅ ｈｉ
／ Ｉ ／ ｓｉｔ ｉｓ ｉｔ
／ ｉ∶ ／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ｎ

／ Ｉ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ｏ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Ｕｎ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  ／ ｎｏ ｇｏ ｃｌｏｓｅ
／ ? ／ ｏｎ ｂｏｘ ｎｏｔ
／  ／ ｓｏｍｅ ｓｔｏｍａｃｈ Ｍｏｎｄａｙ
／ ｕ∶ ／ ｄｏ ｔｏ ｗｈｏｓｅ
／  ／ ｗｏｍａｎ

／  ／ ｔｏｄａｙ ｏｃｏｌｃｋ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ｕ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 ｊｕ∶ ／ ｕｎｉｔ Ｔｕｅｓｄａｙ ｅｘｃｕｓｅ
／  ／ ｕｓ ｕｐ ｕｎｃｌｅ
／ ｕ∶ ／ ｂｌｕｅ ｒｕｌｅｒ
／  ／ ｐｕｔ ｆｕｌｌ

ｙ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Ｕｎ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 ａＩ ／ ｍｙ ｂｙｅ ｆｌｙ

／ Ｉ ／ ｖｅｒｙ ｍａｎｙ ｔｗｅｎｔｙ

ａｉ ／ ｅＩ ／ ｃｈａｉｎ ｗａｉｔｅｒ ｗａｉｔｒｅｓｓ

ａｙ ／ ｅＩ ／ ｄａｙ ｍａｙ ｏｋａｙ

ｅａ
／ ｉ∶ ／ ｅａｔ ｍｅａｔ ｔｅａ

／ ｅ ／ ｂｒｅａｄ ｈｅａｄ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ｅｅ ／ ｉ∶ ／ ｍｅｅｔ ｓｅｅ ｔｈｒｅｅ

ｅｉ ／ ｅＩ ／ ｅｉｇｈｔ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 ｅｉｇｈｔｙ

ｏｏ
／ ｕ∶ ／ ｂｏｏｔ ｆｏｏｄ ｚｏｏ

／  ／ ｂｏｏｋ ｌｏｏｋ ｇｏｏｄ

ｏｕ ／ ａ ／ ｈｏｕｓｅ ｍｏｕｔｈ ｏｕｒ

ｏｗ
／ ａ ／ ｂｒｏｗｎ ｄｏｗｎ ｎｏｗ

／  ／ ｂｏｒｒｏｗ ｓｈｏｗ ｙｅｌｌｏｗ

ａｒ ／ ∶ ／ ｈａｒｄ ｃａｒ ｆａｒｍ

ｅｒ
／ ∶ ／ ｈｅｒ ｈｅｒ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  ／ ｆｉｎｇｅｒ ｌｅｔｔｅｒ ｌａｔｅｒ

ｉｒ ／ ∶ ／ ｇｉｒｌ ｓｋｉｒｔ ｓｈｉｒｔ

ｏｒ ／ ∶ ／ ｆｏｒ ｏｒ ｓｈｏｒｔ

ｕｒ ／ ∶ ／ ｈｕｒｔ ｐｕｒｐｌｅ ｔｕｒｎ

ａｉｒ ／ ｅ ／ ｃｈａｉｒ ｈａｉｒ ｐａｉｒ

ｉｎｇ ／ Ｉ ／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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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口形及发音方法

／ Ｉ ／ ／ Ｉ ／是短元音。 发音时舌尖抵下齿，舌前部抬高，舌两侧抵上齿两
侧；口形扁平。 例如：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ｒｅｔｔｙ，ｅｌｅｖｅｎ等。

／ ｉ∶ ／ ／ ｉ∶ ／是长元音。 发音时舌尖抵下齿，前舌尽量抬高，舌位高于 ／ Ｉ ／ ；
口形扁平。 例如：ｍａｃｈｉｎｅ，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ｎ，ｍｅａｔ等。

／ ｅ ／ ／ ｅ ／是短元音。 发音时舌尖低下齿，舌前部稍抬起，舌位比 ／ ｉ ∶ ／
低；开口度比 ／ ｉ∶ ／大。 例如：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ｍａｎｙ，ｂｒｅａｄ等。

／  ／ ／  ／是短元音。 发音时舌尖抵下齿；舌前部稍抬高，舌位比 ／ ｅ ／更
低；双唇平伸，成扁平形。 例如：Ｃａｎａｄａ，ｒａｂｂｉｔ，ｆａｓｈｉｏｎ等。

／  ／ ／  ／是短元音。 发音时舌身平放，舌中部略隆起，双唇扁平。 例
如：ｂａｎａｎａ，ａｒｏｕｎｄ，ｄｒｉｖｅｒ等。

／ ∶ ／ ／ ∶ ／是长元音。 发音时舌中部比发 ／  ／音时略高，双唇扁平。 例
如：ｂｉｒｔｈｄａｙ，ｃｈｕｒｃｈ，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等。

／  ／ ／  ／是短元音。 发音时舌尖和舌端两侧轻触下齿，舌后部靠前部
分稍抬起；唇形稍扁，开口度较大，与 ／  ／相似。 例如： ｕｎｃｌｅ，
ｓｔｏｍａｃｈ，Ｍｏｎｄａ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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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是短元音。 发音时口张大，舌身尽量降低并后缩，双唇稍稍
收圆。 例如：ｗａｔｃｈ，ｂｏｘ，ｗｈａｔ等。

／ ∶ ／ ／ ∶ ／是长元音。 发音时舌后部抬得比 ／ ? ／高，双唇收得更圆更小，
并向前突出。 例如：ｈｏｒｓｅ，ｄｏｏｒ，ｓｈｏｒｔ等。

／  ／ ／  ／是短元音。 发音时舌后部抬起，舌身后缩，舌尖离开下齿。
双唇收圆，稍突出。 例如：ｗｏｍａｎ，ｆｕｌｌ，ｂｏｏｋ等。

／ ｕ∶ ／ ／ ｕ∶ ／是长元音。 发音时舌后部尽量抬起，舌位比 ／  ／高。 双唇收
圆并突出。 口形比 ／  ／稍小。 例如：ｗｈｏｓｅ，ｒｕｌｅｒ，ｂｌｕｅ等。

／ ∶ ／ ／ ∶ ／是长元音。 发音时口张大，舌身压低并后缩，后舌稍隆起，舌
尖不抵下齿。 双唇稍收圆。 例如：ｂａｎａｎａ，ｆａｒｍ，ａｓｋ等。

／ ａＩ ／ ／ ａＩ ／为双元音。 先发 ／ ａ ／音，然后滑向 ／ Ｉ ／音。 舌尖抵住下齿。 发
此音的关键是要把 ／ ａ ／音发足，注意从开到合的滑动。 例如：
ｌｉｋｅ，ｗｈｉｔｅ，ｓｈｙ等。

／ ｅＩ ／ ／ ｅＩ ／为双元音。 先发 ／ ｅ ／音，然后滑向 ／ Ｉ ／音。 双唇稍扁，口形从半
开到合。 例如：ｐｌａｙ，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ｓｈａｐｅ等。



１８４　　

／ Ｉ ／ ／ Ｉ ／是双元音。 发音时双唇从圆到扁，口形从开到合。 发好这个
音的关键是首先要把后元音 ／ ? ／发足，然后滑向 ／ Ｉ ／音。 例如：
ｂｏｙ，ｓｏｉｌ，ｐｏｉｎｔ等。

／ Ｉ ／ ／ Ｉ ／为双元音。 从 ／ Ｉ ／音滑向 ／  ／音。 前面的 ／ Ｉ ／发得较清楚，后面
的 ／  ／较弱。 双唇始终半开。 此音一定要发足。 例如：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ｒｅ，ｄｅａｒ等。

／ ｅ ／ ／ ｅ ／为双元音。 从 ／ ｅ ／音滑向 ／  ／音。 发音时舌端抵下齿，前舌略
抬起，双唇半开，此音中的 ／ ｅ ／有似于 ／ ｅ ／音， ／  ／音较轻。 例如：
ｆａｉｒ，ｃｈａｉｒ，ｒｅｐａｉｒ等。

／  ／ ／  ／是双元音。 发音时，嘴唇从收圆到半开。 发好这个音的关
键是首先要把 ／  ／音发足，然后滑向 ／  ／音。 例如：ｐｏｏｒ，ｓｕｒｅ等。

／ ａ ／ ／ ａ ／是双元音。 由前元音 ／ ａ ／滑向后元音 ／  ／ 。 舌位由低到高，
口形由大到小。 注意将音发足。 例如：ｓｈｏｕｔ，ｃｏｗ，ｍｏｕｔｈ等。

／  ／ ／  ／是双元音。 由中元音 ／  ／滑向后元音 ／  ／ ，舌位由半低到高，
口形由半开到小。 注意将音发足。 例如：ｇｏ，ｃｏｌｄ，ｃｏａ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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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
／ ｂ ／

发音时双唇紧闭，憋住气，然后突然分开，气流冲出口腔，发出爆

破音。 ／ ｐ ／是清辅音，声带不振动； ／ ｂ ／是浊辅音，声带振动。 例
如：ｈｅｌｐ，ｐｏｗｅｒ，ｐｌｅａｓｅ；ｂｏｏｋ，ｂｕｉｌｄ，ｂｅｓｔ。

／ ｔ ／
／ ｄ ／

发音时舌尖抵上齿龈，憋住气，然后突然分开，使气流冲出口腔，

发出爆破音。 ／ ｔ ／是清辅音，声带不振动； ／ ｄ ／是浊辅音，声带振
动。 例如：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ｔａｌｋ；ｇｌａｄ，ｓｔａｎｄ，ｄｏｗｎ。

／ ｋ ／
／  ／

发音时舌后部隆起紧贴软颚，憋住气，然后突然分开，气流送出

口腔，形成爆破音。 ／ ｋ ／是清辅音，声带不振动； ／  ／是浊辅音，声
带振动。 例如：ｍａｋｅ，ｋｉ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ｇａｔｅ，ｌｅｇ，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 ｆ ／
／ ｖ ／

发音时下唇轻触上齿，气流由唇齿间通过，形成摩擦音。 ／ ｆ ／是清
辅音，声带不振动； ／ ｖ ／是浊辅音，声带振动。 例如：ｆａｍｉｌｙ，
ｆａｖｏｕｒｉｔｅ，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ｖｅｒｙ，ｅｖｅｒｙ，ｖｉｌｌａｇｅ。

／ ｓ ／
／ ｚ ／

发音时舌端靠近齿龈，气流由舌端齿龈间送出，形成摩擦音。 ／ ｓ ／
是清辅音，声带不振动； ／ ｚ ／是浊辅音，声带振动。 例如：ａｄｖｉｃｅ，
ｓｏｒｒ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ｚｅｒｏ，ｚｏｏ，ｈｉｓ。

／  ／
／  ／

发音时舌端靠近齿龈后部，舌身抬起靠近上颚，双唇稍收圆并略

突出。 气流通过时形成摩擦音。 ／  ／是清辅音，声带不振动； ／  ／
是浊辅音，声带振动。 例如：ｓｈｏｗ，ｆｌａｓｈ，ｓｈａｒｐ；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  ／
／  ／

发音时舌尖轻触上齿背，气流由舌齿间送出，形成摩擦音。 ／  ／
是清辅音，声带不振动； ／  ／是浊辅音，声带振动。 例如：ｔｈａｎｋ，
ｍｏｎｔｈ，ｓｏｕｔｈ；ｔｈｉｓ，ｔｈｏｓｅ，ｌｅａ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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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 ／ 发音时气流送出口腔，在通过声门时发出轻微摩擦；口形随其后

的元音而变化。 ／ ｈ ／是清辅音，声带不振动。 例如：ｈｉｇｈ，ｈｅｌｐ，
ｈｏｐｅ等。

／ ｒ ／ 发音时舌尖卷起，靠近上齿龈后部。 舌两侧稍收拢。 双唇略突

出。 气流通过舌尖和齿龈形成轻微摩擦。 浊辅音，声带振动。

例如：ｒｉｇｈｔ，ｇｒｅｅｎ，ｒｅｍｅｍｂｅｒ等。

／ ｍ ／ 发音时软颚下垂，双唇紧闭，气流从鼻腔送出。 例如： ｎａｍｅ，
ｈｏｍｅ，ｍｅｓｓａｇｅ等。

／ ｎ ／ 发音时舌尖抵上齿龈，软颚下垂，气流从鼻腔送出。 例如：ｎｅｗ，
ｓｋｉｎ，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等。

／  ／ 发音时软颚下垂，堵住口腔通道，气流从鼻腔送出。 声带振动。

例如：ｍｏｒｎｉｎｇ，ｎｏｔｈｉｎｇ，ｓｏｎｇ等。

／ ｌ ／ 发音时舌尖及舌端紧贴上齿龈，当 ／ ｌ ／位于元音前时，叫做清晰
音。 舌前向硬颚抬起，气流从舌的旁边送出。 当此音在辅音前

或为尾音时，叫做含糊音。 将舌端抵住上齿龈，舌前下限，舌后

上抬，舌面形成凹形。 浊辅音，声带振动。 例如： ｌａｄｙ， ｂｏｔｔｌｅ，
ｌａｕｇｈ等。

／ ｊ ／ 发音时舌前部向硬颚尽量抬起，舌位较高，双唇伸展成扁平状。

／ ｊ ／是浊辅音，声带振动。 例如：ｙｅｌｌｏｗ，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ｙｏｕｎｇ等。

／ ｗ ／ 发音时舌后部向软颚抬起，舌位高。 双唇收小并向前突出，声带

振动。 发音短促，立刻滑向其后的元音。 例如：ｗｅａｔｈｅｒ，ｗａｔｃｈ，
ｗｉｎｄｏｗ等。



１８７　　

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拼法和发音
元音字母和元音字母组合在重读和非重读音节中的读音

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Ｕｎ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ａ

／ ｅＩ ／ ｎａｍｅ ｅｒａｓｅｒ ｃａｋｅ
／  ／ ａｍ ａｎｄ ｃａｔ
／ ɑ∶ ／ ｇｌａｓｓ ｂａｎａｎａ ｆａｔｈｅｒ
／ ? ／ ｗｈａｔ ｗａｎｔ ｗａｔｃｈ
／ ｅ ／ ｍａｎｙ ａｎｙ

／  ／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Ｃａｎａｄａ Ｃｈｉｎａ
／ Ｉ ／ ｏｒａｎｇｅ

ｅ

／ ｉ∶ ／ ｓｈｅ ｈｅ ｗｅ
／ ｅ ／ ｐｅｎ ｄｅｓｋ ｙｅｓ

／ Ｉ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ｅｔｔｙ

／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ｐｅｎ
／ Ｉ ／ ｅｌｅｖｅｎ ｅｒａｓｅｒ

ｉ

／ ａＩ ／ Ｉ ｌｉｋｅ ｈｉ
／ Ｉ ／ ｓｉｔ ｉｓ ｉｔ

／ ｉ∶ ／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ｎ

／ Ｉ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ａｍｉｌｙ

ｏ

／  ／ ｎｏ ｇｏ ｃｌｏｓｅ
／ ? ／ ｏｎ ｂｏｘ ｎｏｔ
／  ／ ｓｏｍｅ ｓｔｏｍａｃｈ Ｍｏｎｄａｙ
／ ｕ∶ ／ ｄｏ ｔｏ ｗｈｏｓｅ

／  ／ ｔｏｄａｙ ｏｃｌｏｃｋ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ｕ

／ ｊｕ∶ ／ ｕｎｉｔ Ｔｕｅｓｄａｙ ｅｘｃｕｓｅ
／  ／ ｕｓ ｕｐ ｕｎｃｌｅ
／ ｕ∶ ／ ｂｌｕｅ ｒｕｌｅｒ
／  ／ ｐｕｔ ｆｕｌｌ

ｙ ／ ａＩ ／ ｍｙ ｂｙｅ ｆｌｙ ／ Ｉ ／ ｖｅｒｙ ｍａｎｙ ｔｗｅｎｔｙ

ａｉ ／ ｅＩ ／ ｃｈａｉｎ ｗａｉｔｅｒ ｗａｉｔｒｅｓｓ

ａｌ ／ ∶ ／ ｓｍａｌｌ ｔａｌｋ ａｌｌ

ａｕ ／ ∶ ／ Ａｕｇｕｓｔ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ａｙ ／ ｅＩ ／ ｄａｙ ｍａｙ ｏｋａｙ

ｅａ
／ ｉ∶ ／ ｅａｔ ｍｅａｔ ｔｅａ

／ ｅ ／ ｂｒｅａｄ ｈｅａｄ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ｅｅ ／ ｉ∶ ／ ｍｅｅｔ ｓｅｅ ｔｈｒｅｅ

ｅｉ ／ ｅＩ ／ ｅｉｇｈｔ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 ｅｉｇｈｔｙ

ｅｗ ／ ｊｕ∶ ／ ｎｅｗ ｆｅ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８８　　

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Ｕｎ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ｏａ ／  ／ ｃｏａｔ ｓｏａｐ ｂｏａｔ

ｏｅ
／  ／ ｔｏｅ

／ ｕ∶ ／ ｓｈｏｅ

ｏｙ ／ Ｉ ／ ｂｏｙ ｔｏｙ ｊｏｙ

ｏｏ
／ ｕ∶ ／ ｂｏｏｔ ｆｏｏｄ ｚｏｏ

／  ／ ｂｏｏｋ ｌｏｏｋ ｇｏｏｄ

ｏｕ ／ ａ ／ ｈｏｕｓｅ ｍｏｕｔｈ ｏｕｒ

ｏｗ
／ ａ ／ ｂｒｏｗｎ ｄｏｗｎ ｎｏｗ

／  ／ ｓｈｏｗ ｋｎｏｗ

／  ／ ｂｏｒｒｏｗ ｙｅｌｌｏｗ

ａｒ ／ ∶ ／ ａｒｅ ｃａｒ ｆａｒｍ

ｅｒ ／ ∶ ／ ｈｅｒ ｈｅｒ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  ／ ｆｉｎｇｅｒ ｌｅｔｔｅｒ ｌａｔｅｒ

ｉｒ ／ ∶ ／ ｇｉｒｌ ｓｋｉｒｔ ｓｈｉｒｔ

ｏｒ ／ ∶ ／ ｆｏｒ ｏｒ ｓｈｏｒｔ ／  ／ ｆｏｒｇｅｔ

ｕｒ ／ ∶ ／ ｈｕｒｔ ｐｕｒｐｌｅ ｔｕｒｎ

ａｉｒ ／ ｅ ／ ｃｈａｉｒ ｈａｉｒ ｐａｉｒ

ｉｎｇ ／ Ｉ ／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ｉｎｇ ／ Ｉ ／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ｉｇｈ ／ ａＩ ／ ｈｉｇｈ ｒｉｇｈｔ

ｅｒｅ
／ ｅ ／ ｔｈｅｒｅ ｗｈｅｒｅ

／ Ｉ ／ ｈｅｒｅ

ｅａｒ

／ ｅ ／ ｐｅａｒ ｗｅａｒ

／ ∶ ／ ｈｅａｒｄ ｅａｒｌｙ

／ Ｉ ／ ｅａｒ ｈｅａｒ ｄｅａｒ

ｏｏｒ ／ ∶ ／ ｄｏｏｒ ｆｌｏｏｒ

ｏｕｒ
／ ａ ／ ｈｏｕｒ ｏｕｒ

／ ∶ ／ ｆｏｕｒ ｙｏｕｒ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

ｏｒｅ ／ ∶ ／ ｍｏｒ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ｔｏｒｅ



１８９　　

辅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组合的读音

ｂ ／ ｂ ／ ｂｅｄ ｂｏｘ ｔａｂｌｅ

ｃ
／ ｋ ／ ｃａｋｅ ｃａｔ ｐｉｃｔｕｒｅ

／ ｓ ／ ｃｉｔｙ ｐｅｎｃｉｌ ｎｉｃｅ

ｄ ／ ｄ ／ ｄｏｇ ｂｅｄ ｈａｎｄ

ｆ ／ ｆ ／ ｆｉｓｈ ｆｒｏｍ ｆｉｆｔｙ

ｇ
／  ／ ｇｉｒｌ ｄｏ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 ／ ａｇｅ ｇｉｒａｆｆｅ ｏｒａｎｇｅ

ｈ ／ ｈ ／ ｈａｉｒ ｈａｖｅ ｈｅｌｌｏ

ｊ ／ ｄ ／ ｊｕｓｔ Ｊｕｌｙ ｊｕｉｃｅ

ｋ ／ ｋ ／ ｋｅｙ ｌｉｋｅ ｍｉｌｋ

ｌ
／ ｌ ／ ｌａｔｅｒ ｌｅｔ ｌｉｖｅ

／ ｌ～ ／ ｏｌｄ ｆｕ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ｍ ／ ｍ ／ ｍ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ｎａｍｅ

ｎ ／ ｎ ／ ｎｅｅｄ ｎｉｎｅ ｎｕｒｓｅ

ｐ ／ ｐ ／ ｐａｐｅｒ ｐｌａｙ ｍａｐ

ｒ ／ ｒ ／ ｒｅａｄ ｒｅｄ ｆｒｉｅｎｄ

ｓ
／ ｓ ／ ｓａｍｅ ｓｅｅ ｐｌｕｓ

／ ｚ ／ ｅｒａｓｅｒ ｅｘｃｕｓｅ ｈｉｓ

ｔ ／ ｔ ／ ｔｅａ ｓｈｉｒｔ ｔｈｉｒｓｔｙ

ｖ ／ ｖ ／ ｖｅｒｙ ｌｏｖ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ｔｓ ／ ｔｓ ／ ｃａｔ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 ／ ｗ ／ ｗｅ ｗ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ｘ ／ ｋｓ ／ ｓｉｘ ｂｏｘ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ｙ ／ ｊ ／ ｙｅａ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ｙｏｕｎｇ

ｚ ／ ｚ ／ ｚｅｂｒａ ｚｏｏ

ｃｈ ／ ｔ ／ ｃａｔｃｈ Ｆｒｅｎｃｈ ｌｕｎｃｈ

ｃｋ ／ ｋ ／ ｂｌａｃｋ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ｓｉｃｋ

ｄｒ ／ ｄｒ ／ ｄｒｅｓｓ ｄｒｉｎｋ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ｇｈ
／ － ／ ｈｉｇｈ ｌｉｇｈｔ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 ｆ ／ ｌａｕｇｈ

ｋｎ ／ ｎ ／ ｋｎｅｅ ｋｎｏｗ ｋｎｉｆｅ

ｎｇ ／ （） ／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ｐｈ ／ ｆ ／ ｐｈｒａｓｅ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ｑｕ ／ ｋ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ｑｕｅｅｎ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ｓｈ ／  ／ ｓ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ｗａｓｈ

ｔｈ
／  ／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ａｎｋ ｔｈｉｒｄ

／  ／ ｔｈｅｎ ｔｈｉ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ｔｒ ／ ｔｒ ／ ｔｒｅｅ ｔｒｕｃｋ ｔｒｏｕｓｅｒｓ

ｗｈ
／ ｗ ／ ｗｈａｔ ｗｈｅｒｅ ｗｈｉｔｅ

／ ｈ ／ ｗｈｏ ｗｈｏｓｅ

ｄｚ ／ ｄｚ ／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ｈｅａｄｓ



１９０　　

四种音标对照表

旧英式英语音标 新英式英语音标 美式英语音标（韦氏） 加拿大英语音标

Ｏｌｄ Ｂｒ． Ｅ． ＩＰＡ Ｎｅｗ Ｂｒ． Ｅ． ＩＰＡ Ａｍ． Ｅ． ＩＰＡ Ｃａ． Ｅ．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ｉ∶ ～ ～ ～
ｉ Ｉ ｉ Ｉ

ｉ
ｅ ～ ～ ～
 ～ ～ ～

 ～  （ｒ） ～
∶ ∶ ∶（∶ｒ） ｒ

 ～ ～ ～
ａ∶ ɑ∶ ɑ∶（ɑ∶ｒ） ｒ

 ?  ?
∶ ～ ∶（ｒ；∶ｒ） ｒ
ｕ  ｕ 
ｕ∶ ～ ｕ∶（ｕ∶ｒ） ～
ａｉ ａＩ ａｉ ａｉ
ｅｉ ｅＩ ｅｉ ｅ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ｍｉｇｈｔ，ｐｉｐｅ）
ａｕ ａ ａｕ ａｕ

ｕ （ｈｏｕｓｅ）

ｕ  ｏｕ ｏ∶
ｉ Ｉ ｉｒ （ ｉ∶ｒ）

 ｅ ｒ （∶ｒ）

ｕ  ｕｒ （ｕ∶ｒ）

ａｉｒ
ａｕｒ

【注】 ●　 本套教材采用了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ｏｎｅｓ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ｉｎｇ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第 １５ 版的国际音标
标音符号。

●　 加拿大英语发音介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之间， 在标音符号上兼有英音与美音的特点。 对
中国学习者来说， 听懂加拿大英语较连贯的语段没有太大问题， 但需指出的是， ＩＰＡ 中，
／ ａＩ ／和 ／ ａ ／两个双元音在加拿大英语中明显体现出加拿大英语的特点， 在绝对开音节中，
仍读作 ／ ａＩ ／和 ／ ａ ／ ， 否则分别读作 ／ ｉ ／和 ／ ｕ ／ 。 例如： ｐｉｐｅ 读作 ／ ｐｉｐ ／ ， ｍｉｇｈｔ 读作 ／ ｍｉｔ ／ ，
ｈｏｕｓｅ 读作 ／ ｈｕｓ ／ ，ｍｏｕｔｈ 读作 ／ ｍｕ ／ ； ｗｈｙ 仍读作 ／ ｗａＩ ／ ， ｍｙ 仍读作 ／ ｍａＩ ／ ， ｈｏｗ 仍读作
／ ｈａ ／ ，ｃｏｗ仍读作 ／ ｋ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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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 ＆ Listening Materials (Student Book)
《英语》答案及听力材料

Keys
Unit 1
Lesson 1
① 1. T  2. F  3. T
② 1. Her school is planning a trip around China with 
Li Ming’s school.  2. Ms. Martin.  3. It is a good 
chance to learn about China.  4. She will tell him the 
good news.
③ 1. trip  2. news  3. travel  4. lead  5. chance  
6. note
Lesson 2
① 1. 6 500 kilometres.  2. No.  3.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4. A trip plan.  5. About ten days. 
② along, kilometres, special, culture
③ 1. will, leave  2. will arrive  3. will visit  4. will 
take  5. will give  6. Will, come
Lesson 3
① 第 1 幅图、第 2 幅图、第 3 幅图

② 1. It is about 12 kilometres long and over 600 years 
old.  2. The Big Wild Goose Pagoda, the Drum Tower, 
the Bell Tower and the Terra Cotta Warriors.  3. He 
wants to sit on one of the horses. No, he can’t.  4. She 
wants to take photos. No, she can’t.
③ 1. ring  2. move  3. hit  4. enjoy  5. ancient  
Lesson 4
① 1. walks  2. first  3. a statue of a mother with a 
baby  4. can’t
② 1. The Yellow River is about 5 400 kilometres 
long.  2. The Mother River.  3. The Mother River 
Statue is beside the Yellow River.  4. Cheese.
③ go for a walk, cross, go down, turn right, over, in 
front of
Lesson 5
① 1. T  2. T  3. F  
② main, Sands, same, safe
③ 1. rides  2. believe  3. another  4. is famous as  
5. safe  6. on my way to  7. main 
Lesson 6
① 第 1 幅图、第 4 幅图、第 5 幅图

② 1. She loved the music and the colourful clothing.  
2. They went to the Great Wall.  3. The 2008 Olympics.  
4. The erhu.
Unit Review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I. bridge, news, note, dish, diary, sand, bell 
II. 1. excited  2. arrived  3. believe  4. instrument  
5. dishes
III. trip, culture, ancient, instrument 
Grammar in Use 
I. 2. two hundred and six  3. six thousand and three 
hundred  
II. 1. may, May, may not  2. will, do, will help, will 
go, will climb, Will, com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1. T  2. F  3. F  4. T
Unit 2
Lesson 7
① 1. F  2. T  3. F  
② 1. His project is about some places of interest in 
China.  2. He can’t find donuts on the Silk Road.   
3. The Silk Road is about history and culture.
③ joke — something people say to make others 
laugh, project — a task for school, history —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culture — the traditions and 
beliefs of a group of people, anywhere — any place
④ trip, slept, projects, history, culture 
Lesson 8
① 1. seventeen  2. Europe and Asia  3. coal and paper
② 1. Italy.  2. They travelled on boats, horses and 
camels.  3. Their journey lasted about twenty years.  
4. In 1275.  5. He brought some coal, paper, silk, tea 
and other goods. 
③ 1. goods  2. coal  3. journey  4. hoped  
5. discovered 
Lesson 9
① 1. 第 3 幅图  2. 第 1 幅图  3. 第 1 幅图

② 1. army — a group of soldiers, ancient — very 
very old, soft — not hard, describe — to ex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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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 ＆ Listening Materials (Student Book)
《英语》答案及听力材料

Keys
Unit 1
Lesson 1
① 1. T  2. F  3. T
② 1. Her school is planning a trip around China with 
Li Ming’s school.  2. Ms. Martin.  3. It is a good 
chance to learn about China.  4. She will tell him the 
good news.
③ 1. trip  2. news  3. travel  4. lead  5. chance  
6. note
Lesson 2
① 1. 6 500 kilometres.  2. No.  3.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4. A trip plan.  5. About ten days. 
② along, kilometres, special, culture
③ 1. will, leave  2. will arrive  3. will visit  4. will 
take  5. will give  6. Will, come
Lesson 3
① 第 1 幅图、第 2 幅图、第 3 幅图

② 1. It is about 12 kilometres long and over 600 years 
old.  2. The Big Wild Goose Pagoda, the Drum Tower, 
the Bell Tower and the Terra Cotta Warriors.  3. He 
wants to sit on one of the horses. No, he can’t.  4. She 
wants to take photos. No, she can’t.
③ 1. ring  2. move  3. hit  4. enjoy  5. ancient  
Lesson 4
① 1. walks  2. first  3. a statue of a mother with a 
baby  4. can’t
② 1. The Yellow River is about 5 400 kilometres 
long.  2. The Mother River.  3. The Mother River 
Statue is beside the Yellow River.  4. Cheese.
③ go for a walk, cross, go down, turn right, over, in 
front of
Lesson 5
① 1. T  2. T  3. F  
② main, Sands, same, safe
③ 1. rides  2. believe  3. another  4. is famous as  
5. safe  6. on my way to  7. main 
Lesson 6
① 第 1 幅图、第 4 幅图、第 5 幅图

② 1. She loved the music and the colourful clothing.  
2. They went to the Great Wall.  3. The 2008 Olympics.  
4. The erhu.
Unit Review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I. bridge, news, note, dish, diary, sand, bell 
II. 1. excited  2. arrived  3. believe  4. instrument  
5. dishes
III. trip, culture, ancient, instrument 
Grammar in Use 
I. 2. two hundred and six  3. six thousand and three 
hundred  
II. 1. may, May, may not  2. will, do, will help, will 
go, will climb, Will, com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1. T  2. F  3. F  4. T
Unit 2
Lesson 7
① 1. F  2. T  3. F  
② 1. His project is about some places of interest in 
China.  2. He can’t find donuts on the Silk Road.   
3. The Silk Road is about history and culture.
③ joke — something people say to make others 
laugh, project — a task for school, history —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culture — the traditions and 
beliefs of a group of people, anywhere — any place
④ trip, slept, projects, history, culture 
Lesson 8
① 1. seventeen  2. Europe and Asia  3. coal and paper
② 1. Italy.  2. They travelled on boats, horses and 
camels.  3. Their journey lasted about twenty years.  
4. In 1275.  5. He brought some coal, paper, silk, tea 
and other goods. 
③ 1. goods  2. coal  3. journey  4. hoped  
5. discovered 
Lesson 9
① 1. 第 3 幅图  2. 第 1 幅图  3. 第 1 幅图

② 1. army — a group of soldiers, ancient — very 
very old, soft — not hard, describe — to explain 

12

something, ago — some time before 
③ 2. IR  3. IR  4. R  5. IR 
Lesson 10
① 1.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culture.  
2. He wants to learn to play the erhu.  3. A traditional 
Chinese dance.
② 1. T  2. F  3. F
③ 1. realized  2. Western  3. dancer  4. player  5. take 
part in 
Lesson 11
① 1. T  2. T  3. T  
② 1. dishes — special kinds of meals or food   2. 
treasure — something very special  3. taste — to eat a 
little bit of food   4. product — result from working 
③ food, history, treasure, taste
Lesson 12
① 第 2 幅图、第 3 幅图 
② experienced, long, rich, alive, hoped
Unit Review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I. realize, experience, journey, discover, coal, describe, 
still, hide 
II. 1. Asia — a continent  2. journey — a long road  
3. discover — to find for the first time  4. realize —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clearly  5. rich — to be full of 
special and different things 
Grammar in Use 
1. Did, bring  2. have, did  3. saw, gave  4. did, get, 
got  5. sent, read  6. heard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Mum — chopsticks, Dad — tea, Friends — 
postcards, Family — silk 
Unit 3
Lesson 13
① Wang Mei’s subjects: Chinese, history, P.E.; 
Jenny’s subjects: social studies, shop, French, art; the 
same subjects: English, math
② 1. She is a little busy.  2. She has six classes every 
day.  3. Her favourite subject is P.E.  4. Her favourite 
subject is shop.  5. She made a bird house in shop last 
week.
③ 1. am good at  2. finish  3. take part in  4. subjects  
5. life

Lesson 14
① 3-1-5-2-4
② 1. There are 400 students in her school.  2. They do 
a lot of projects in social studies.  3. She always draws 
and paints in art class.  4. No, they usually play songs 
as a class.
③ 1. wood  2. print  3. shop  4. silk  5. fair  6. guitar
Lesson 15
① 1. F  2. T  3. T  4. T  5. F
② 1. drop out of  2. give up  3. made a difference  
4. in the future
③ 2. She sometimes helps out at home.
3. They never walk to school.
4. My father always reads the newspaper.
5. I often visit my grandparents.
Lesson 16
① 1. He is 12.  2. They lost everything in a big house 
fire.  3. It happened on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4. Jason’s classmates helped him and his family.  
5. They brought clothes and food from their homes. 
The school also had a car wash and a cookie sale to 
raise money.
② terrible — very very bad, everything — the 
opposite of nothing, hear — listen, cookie —
something sweet to eat, raise — collect money
③ 1. news  2. fire  3. lost  4. raised  5. happened
Lesson 17
① 1. T  2. F  3. F  4. F  5. F
② 1. She hopes to win first prize.  2. She made a 
video about silk worms.  3. It’s about donuts.  4. He 
will make ten different kinds of donuts.
③ 1. am interested in  2. different kinds of  3. am 
ready for  4. a piece of  5. did a great job
Lesson 18
① 1. F  2. T  3. F  4. T
② China: There are many students in a class. The 
teachers move from classroom to classroom. 
Canada: There are usually only 35 students in a class. 
The students move from classroom to classroom for 
their classes.
③ 1. friendly  2. wonderful  3. nervous  4. teach  
5. relaxed
Unit Review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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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ross: visitor, comfortable, video, quite, even, 
nervous  Down: difference, math, relaxed, term
II. is interested in, came up with, take part in, give up, 
make a differenc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English, art, P.E.
III. CAEBD
Unit 4
Lesson 19
① 第 1 幅图和第 4 幅图。

② Monday — He is going to have dinner with Jim, 
Tuesday — He has volleyball practice, Thursday — 
He will volunteer at the Old Age Home, Friday — He 
has math classes
③ 1. are going to have  2. is going to borrow  3. is 
going  4. are going to make  5. am going to be 
Lesson 20
① Li Lin — Swim Team, Zhang Lei — Chess Club, 
Wang Tao — Acting Group
②

③ 1. swimming  2. join  3. skills  4. level  5. pool 
Lesson 21
① 1-2-3-4 
Lesson 22
① 第 3 幅图

② 1. Because he has big plans. He can’t wait. It’s 
going to be a good weekend.
2. Jenny usually just stay home, read a book, surf 
the Internet, watch TV and help her mum with the 
housework. 
3. She will join Danny to make donuts this weekend. 
③ stay still — don’t move, actually — in fact, hurry 
— the wish to go some place quickly, somewhere —
to some place
Lesson 23
① She is going to buy some books at the bookstore. 
She is going to read an English story to her grandma. 
She is going to visit her grandparents. She is going to 
have dumplings with her grandparents.
② 1. It’s just two bus stops away.  2. She always buy 
her groceries at the morning market. The vegetables 
are fresh and not too expensive.  3. Hanyu and her 
grandparents are going to have dumplings tomorrow.
Lesson 24
① What did Danny do last weekend? — 第 2 幅图 ,
What is Danny going to do next weekend? —第 1 幅图

② 1. Danny’s mum taught him to make donuts.
2. Fresh home-made donuts are so delicious.
3. He is going to the mountain by bus.
4. The mountain is three hours away from Danny’s house.
5. Danny is going to bring some donuts for everyone.
③ 1. Everyone  2. bring  3. fresh  4. climb  5. take 
Unit Review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I.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II. basketball, volleyball, chess, paint, art, dance, 
draw, music 
Grammar in Use
I. Where are you going?  
2. How will you go there?  
3. Where are you going to visit? 
II. 1. Tom is going to/will play volleyball with his 
friends tomorrow.  
2. They are going to/will climb a mountain next 
weekend.  
3. I am going to/will send an e-mail to my friend next 
Sunday.  
4. Ms. Zhang is going to/will teach me English next year.  

Club What is good about this club? Club Meeting 
Days

Chess 
Club

• It helps you improve thinking  
  skills.
• It helps you make new 
  friends.
• It challenges you and makes 
  you think hard.
• It helps you learn and have  
  fun.

Tuesdays 
and 
Thursdays

Acting 
Group

• It is fun and useful.
• It helps you meet lots of new  
  people and improve social 
  skills.
• Everyone can enjoy acting.

Mondays, 
Wednesdays 
and Fridays

Swim 
Team

• It is a fun and good exercise.
• It helps you stay in shape 
  and have a good time.
• It has lessons for different  
  levels.

Monday to 
Friday 
(after school)
week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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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my is going to/will fly a kite in the park tomorrow 
morn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 1. Jack plays basketball on Sundays.  
2. He goes to the library on Tuesdays, Fridays and 
Saturdays. He will go to the library 5 times a month.  
3. Jack is going to go shopping on the 7th.  
4. Jack’s birthday is on May 25.
Unit 5
Lesson 25
① 1. F  2. T  3. T  4. F
② practice, talked, understand, speak, follow, had
③ 1. myself  2. Her  3. yourself  4. his  5. yourself
Lesson 26
① 1. Russia  2. a Canadian  3. twice  4. excited  
5. next year
② 1. She won first place at the National English 
Competition.  
2. Ms. Bell talks with Alicia.  
3. She won a trip to Canada.  
4. She will stay in Canada for two weeks.
③ 3-6-5-1-8-7-9-2-4
Lesson 27
① 1. F  2. T  3. T  4. F  5. T
② 1. letter  2. fact  3. sentence  4. lazy  5. quick
③ 1. hear  2. meet  3. stay  4. be  5. find
Lesson 28
① Speak English every day! Read a lot and use a 
dictionary! Listen to English music! Watch English 
TV shows and movies!
② 1. She is in Grade 7.  2. She speaks Chinese 
at home.  3. She often reads English storybook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4. She watches English 
movies every Sunday evening.  5. We can find the 
words on the Internet.
③ myself, you, me, I, you, yourself
Lesson 29
① 1. F  2. T  3. T  4. F  5. T
② knowledge — facts and ideas learned from study 
and experience, article — a piece of writing in a 
newspaper or magazine, opportunity — a good chance 
for success, differences — things that are not the same, 
challenge — something difficult or not easy to do
③ 1. future  2. communicate with  3. anywhere  

4. never  5. asked for
Lesson 30
① 1. F  2. F  3. T  4. T  5. T
② 1. She is 1.6 metres tall.  2. She likes to play chess.  
3. She is trying to use some new words.  4. She 
teaches Jessica “Ni hao”.  5. S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Jessica’s reply.
③ 1. play chess  2. looking forward to  3. tried to  
4. won first place
Unit Review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I. Cross: connect, twice, flag, Canadian, mistake, 
understand Down: prize, cartoon, knowledge, grade, 
prove, proud
II. 1. can’t wait to  2. looking up  3. at the same time  
4. am afraid to  5. laughed at
Grammar in Use
I. 1. myself  2. yourself  3. myself  4. yourself
II. 1. I can’t wait to see you.  2. You can stay with me.  
3. I can sing along with the music.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1. Three hours.  2. No, they don’t.  3. Every Tuesday 
and Thursday after school.
III. BDAC
Unit 6
Lesson 31
① 1. 

② 4-3-2-1-5 
③ What a snowy day! — 图 2
What beautiful flowers they are! — 图 1
What a hot, sunny day! — 图 4

What cool weather it is! — 图 3

④ 1. strange  2. dark  3. wake up  4. notice  5. wild
Lesson 32
① 2. skating — In winter, you can go skating on the 
ice.  3. snowball fighting — We like to go out for a 
snowball fight together.  4. making a snowman — We 
can make a snowman together when it snows. 

Name Favourite Season
Steven spring
Jenny summer
Kim autumn/fall
Danny winter



15

② 4-3-5-2-6-1 
③ snowy, clear, scarves, hill, snowman
Lesson 33
① 1. Her favourite season is autumn.
2. She likes to wear sweaters and scarves.
3. On weekends, she and her family go to the farm 
and pick apples.
4. Apples are in her big black bag. 
② The weather is warm and windy.
It’s fun to go for walks in the park.
Kim can wear her favourite jacket. 
③ pie — a kind of cake filled with fruit, bright — 
filled with light, different — not the same, temperature 
— a measure of how cold or how hot a place or thing is
Lesson 34
① 1. warm, bright  2. friends  3. near the lake  
4. Sandwiches
② 

③ 1. laughed  2. dark  3. wet  4. clouds  5. catch
Lesson 35
① 1. 16  2. Australia  3. summer  4. is  5. can’t
② reach — get to; arrive at, popular — be liked 
by many people, degrees — a word to describe 
temperature, sea — a big body of water
③ 1. lots of beaches  2. are different from  
3. December to February  4. good exercise  5. a great 
surfer
④ 1. I like summer best.  2. Many people here like to 
go surfing.  3. The weather is Beijing and Chengdu is 
not the same.
Lesson 36
① 第 1 幅图

② 1. The temperature is not too hot or too cold. The 
rain and sun make all the trees and grass green again. 
Beautiful flowers are everywhere and everything 

looks new and fresh.  
2. Li Ming i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with his 
parents.  
3. They are going to pick the strawberries and have a 
picnic.  
4. Li Ming’s house is near the park. 
③ 1. like  2. hot, cold  3. everywhere, fresh, new
Unit Review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I. strange, search, everywhere, wild, strawberry, dark, 
goose, wet, degree, sea, wake 
II. 1. winter  2. skate   3. flower  4. snowman  
5. countryside
Grammar in Use
2. What a clear night it is! How clear the night is! 
3. What a bright sun it is! How bright the sun is!
4. What beautiful flowers they are! How beautiful the 
flowers are!

Steven’s Favourite Day
Time Weather Activities

After breakfast
The weather was warm.
The sun was bright.

He went on a trip to the countryside with his friends.
They played catch and made maple syrup.
They had a picnic near the lake.

After lunch
Then the sky became dark. There 
were many clouds. It began to rain.

They fed the geese. 
They ran to the car but it was too late. They were all wet!

5. What a warm day it is today! How warm it is today!
6. What fresh fruit it is! How fresh the fruit is!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bright, picked, full, hill, flowers, clear, wet, laughed 
Unit 7
Lesson 37
① 1. T  2. T  3. F   4. T 
② 1. Ten.  
2. You shouldn’t eat so many donuts. It’s not good for 
your health. Do you know the saying: You are what 
you eat?  
3. Later that night, Danny had a dream. In the dream, 
he became a big donut and everyone tried to eat him.  
4. Because he doesn’t want to be a donut./Because he 
agreed with his uncle./ Because he was scared in his 
dream.
③ 1. is good for  2. as usual  3. have lunch  4. To tell 
you the truth  5. wok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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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38
① 1. Running  2. Walking  3. Exercise  4. Apples  
5. Eggs
② Good for the Mind: watching TV/playing chess/
doing homework/talking with friends/studying/draw 
pictures/singing/playing the erhu…
Good for the body: climbing mountains/dancing/ 
running/eating fish/eating fruit…
③ 1. healthy  2. truth  3. true  4. a lot of  5. vegetables
Lesson 39
① 

② 1. All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Grades 7, 
8 and 9 (took part in the sports events).  
2. There were ten different events.  
3. Because he didn’t win first place.  
4. Good work, Danny. Winning is not everything. 
Having fun is important.
③ 1. took, won  2. had  3. got, ran  4. were  5. see
Lesson 40
① 1-3-2-5-4
② 1. T  2. F  3. F  4. F  5. T
③ 1. used to  2. worry about  3. putting on weight  
4. any more  5. go for a walk
Lesson 41
① 1. They ate good, natural food like fish and 
vegetables.  
2. Yes, they were (very healthy).  
3. Yes. They always went fishing and hunting for food.
4. They rested and played together (after a hard day of 
work).
② Canada, hunting, natural, fire, others
③ 2.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vegetables in the salad.
3. There is a letter at his front door.
4. There are many clouds in the sky.
5. There are two interesting reports in today’s 
newspaper.

6. There are many people on the beach.
Lesson 42
① 1. first  2. spend/spent  3. lead  4. habits  5. keep
② Yang Hao: I often play basketball with my friends 
after school. (good habit)
Wang Mei: I always get up early. (good habit)
I brush my teeth three times a day. (good habit)
Steven: I always keep my room clean and organized.
(good habit)
I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computer. (bad habit)
③ 1. work for  2. work on  3. make my bed  
4. improve myself  5. write down
Unit Review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I. 1. spend  2. move  3. lucky  4. organized  5. team
II. natural, healthy; keep; bodies, minds; sports, 
exercise; important
Grammar in Use
I. There is a cat in front of the door.
There is a picture above the couch./There is a bed 
beside the couch. 
There are some paper on the desk./There are two girls 
beside the desk. 
There are some books on the desk. 
There is some water in the bottle. 
II. 2. Are there some lovely girls in our classroom?
3. Was there many people at the Chess Club mee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1. habit  2. stay  3. health  4. be active  5. used to  
6. take part in
III. 5-8-2-6-7-4-1-3
Unit 8
Lesson 43
① exam, over, month, tennis, football, sun
② 第 1、4、5 幅图

③ 2. Jane will/is going to sing a folk song at the 
school party tomorrow.
3. Tomorrow I will/am going to  walk to school. 
4. They will/a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radio tomorrow.
Lesson 44
① 1. The letters “ARG” stand for Animal Rights 
Group.
2. ARG takes care of pets without a home.
3. Because people move away and they can’t take 

Name Grade Event Placings

Kim 7 won first place in four events

Tony 8
won first place in two events
and second place in three events

Jack 9 won first place in six events
Danny 7 won third place in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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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pets with them. Or people are too old or sick and 
they can’t take care of their pets. (Or, people are not 
nice to their pets.)
4. His family left him alone in a field.
5. Because he loves animals.
② take care of, leave him alone, move away, take him 
away
Lesson 45
① 1. He is going to play baseball for the Tigers.
2. “Tigers” is the name of Greg’s team.
3. Baseball is his favourite sport.
4. They practice in the morning and on weekends they 
will play against other team.
5. His family and friends will come and watch him 
play.
② ball, play, field, orange
③ 1. will/are going to  2. will/is going to  3. will/am 
going to  4. will/are going to  5. will/are going to
④ play ball — do business or work together with 
someone
drop the ball — make a mistake or do something 
wrong
home run — do something very well, to be winner
play softball — ask easy questions
one base at a time — one step at a time
Lesson 46
① This morning — we played a baseball game 
outside.
Next week — my friend and I are going to a national 
park.
At noon today — we had a party!
In August — my family will go to the beach.
② plans, will, weeks, visit, go to, visit, will climb, 
Friday, wishes, summer
③ 1. will go  2. leaves  3. goes  4. will/is going to 
watch  5. will/are going to play  6. listen

Lesson 47
① Li Lin — 图 4,  Wang Mei — 图 1 和 3,  
Yang Hao — 图 2 和 5

② plans, library, volunteer, storybooks, Germany, 
parents, three, countryside, University
Lesson 48
① 1. F  2. F  3. F  4. T  5. T
② 1. Shanghai  2. doctor  3. Xi’an  4. go bike riding
③ 2. No, I am not. I am going to do my homework 
after dinner./Yes, I am.
3. No, I won’t. I have to clean the house for the family 
this evening./Yes, I will.
4. No, I am not. I am going to visit my aunt and uncle 
this weekend./Yes, I am.
5. No, I won’t. I will fish at the river./Yes, I will.
6. No, I won’t. I will go to the village this summer./
Yes, I will.
Unit Review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I. 1. nature  2. care  3. alone  4. leave  5. share
II. 1. get ready for  2. looking forward to  3. take part 
in  4. play against  5. did well in
Grammar in Use
I . 2. He’s 43 years old.
3. She won’t stay in Shijiazhuang any longer.
4. We’re good friends.
5. He doesn’t drive a car.
II. 2. We will get up early tomorrow morning.
3. He will visit his grandmother this weekend.
4. I will go shopping this Sunday.
5. Our school will have a Sports Day.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Age: 15  2. Beijing  3. her sister  4. two weeks  
5. her uncle
III. 2-7-1-3-5-4-6



18

Listening Materials
Unit 1
Lesson 1
① Listen and write true (T) or false (F).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2
① Listen and tick the correct answer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3
① What can you see in Xi’an? Listen and tick the 
correct picture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4
① Listen and circle the correct word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5
① Listen and write true (T) or false (F).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6
① What places did Jenny and her friends visit on 
their trip? Listen and tick the correct picture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Unit Review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write true (T) or false (F).
1. A: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B: Sure, Li Lin! What is it?
2. A: Can we take a picture in front of the statue?
B: Sorry, children. Look at the sign, “No photos!”
3. A: I want to ride a horse on the farm.
B: Is it safe?
A: Yes, I think so. I never fall off the horse. 
4. A: How far is Beijing from Vancouver?
B: About 8 600 kilometres.
A: That’s far!
Unit 2
Lesson 7 
①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write true (T) or false (F).
1. A: Did you have a good rest after the trip?
B: Yes, I slept for two full days.
2. A: Are you ready for your project, Jenny?
B: Yes, I am. I will talk about Marco Polo.
3. A: Let’s go to the library and work on our projects. 
B: Good idea. 

Lesson 8
① Listen and tick the correct answer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9 
①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tick the correct pictur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1. A: Look! Is Danny riding a horse?
B: No, he is riding a camel.
Q: What animal is Danny riding?
2. A: Look at Wang Mei’s scarf. It’s soft and colourful.
B: It’s a silk scarf, I think. 
Q: What is Wang Mei wearing?
3. A: I went on a trip to Xi’an last summer.
B: What did you see in Xi’an?
A: The Terra Cotta Warriors.
Q: What place of interest did the boy visit last 
summer?
Lesson 10
① Listen and tick the correct answer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11
① Listen and write true (T) or false (F).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12
① Which pictures dose Li Ming NOT mention?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tick.
Here are some photos from my trip! We went to 
Xi’an. Look! We are in the Bell Tower. We also went 
to Beijing. Here is a picture from the Great Wall. It 
was so fun! 
Unit Review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match the people with the 
gifts they got.
Ms. Martin is a teacher at Jenny’s school. She went 
to China with her students. During the journey, she 
realized many things. China is so rich in culture. It 
was amazing to travel in China. She brought a lot of 
gifts back to Canada. They were tea, silk, chopsticks 
and a lot of postcards of the Terra Cotta Warriors in 
Xi’an. She bought the tea for her dad. She gave the 
silk to her mum. She gave every person in her family 
chopsticks. And she gave postcards to all of her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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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3
Lesson 13
① Listen and write down what subject they have.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14
① Listen to the statements and number the pictures.
1. My favourite subject is shop. We make different 
things in shop class.
2. I like art best. I’m good at drawing.
3. It’s time for P.E. Get ready to go to the playground.
4. I like English. I want to visit many foreign 
countries.
5. Can you help me with this math problem? It’s too 
hard.
Lesson 15
① Listen and write true (T) or false (F).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17
① Listen and write true (T) or false (F).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18
① Listen and write true (T) or false (F).
(The text of the lesson)
Unit Review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complete the timetable.
My name is Linda. I’m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Today 
is Monday. It’s my favourite school day. My first class 
is Chinese. It starts at 8:00 a.m. and finishes at 8:45 
a.m. My second class is English. I have my homeroom 
teacher for English. My next class is math. Math is 
always hard for me, but my teacher helps me a lot. My 
fourth class is my favourite — art! I like drawing and 
painting. After lunch, my first class is history. It starts 
at 2:30 p.m. and finishes at 3:15 p.m. My last class is 
P.E. We always run and jump. It’s a fun class!
Unit 4
Lesson 19
① What is Jim going to do this week? Listen and tick 
the picture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20
① Listen to the statements and match the people with 
the clubs they want to join.

I’m Li Lin. I need to stay in shape.
I’m Zhang Lei. I want to improve my thinking skills. 
I’m Wang Tao. I like role play games and I enjoy 
acting.
Lesson 21
① Listen to the statements and number the pictures.
Danny likes to play sports.
Jenny enjoys listening to music.
Kim likes to draw and paint.
Li Ming enjoys reading and writing. 
Lesson 22
① What is Danny going to do this week? Listen and 
tick the correct picture.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23
① What is Zhao Hany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Listen and tick the correct statement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24
① Listen and match the pictures with the question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Unit 5
Lesson 25
① Listen and write true (T) or false (F).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26
① Listen and circle the correct word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27
① Listen and write true (T) or false (F).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28
① What tips does Teresa have for learning English? 
Listen and tick the correct answer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30
① Listen and write true (T) or false (F).
(The text of the lesson)
Unit Review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tick the correct answers.
Mr. Wilson is the head of a language school in 
Canada. Today, he is welcoming his new foreign 
students.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Sam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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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our school. Before you begin your 
classes, you need to know the following things: Every 
morning from 8:30 to 11:30 and every afternoon 
from 1:30 to 4:30, you will have English classes. 
Lunch stars at 12:00. You can buy food at school or 
bring your own lunch. In the evenings you don’t have 
classes. But you should use that time to practice your 
English. Every Tuesday and Thursday, there will be an 
English corner after school. You are welcome to join. 
It will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you to practice your 
English and make new friends. Have fun with your 
studies and enjoy your time in Canada.”
Unit 6
Lesson 31
① What are the students’ favourite seasons? Listen 
and fill in the table.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32
①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put the sentences in the 
correct order.
It’s a snowy day today. I’m going to play outside with 
my friends. I put on my scarf, hat, gloves and jacket. 
Now I am ready to go out and play. My friends and I 
roll in the snow and have a snowball fight. It’s so fun! 
Then we make a big snowman. Later, we go skating 
on the ice. 
Lesson 33
① Listen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34
① Listen and circle the correct word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35
① Listen and circle the correct word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36
① What are Li Ming and his parents going to do? 
Listen and tick the correct picture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Unit Review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fill in the blanks.
It was a bright and sunny day yesterday. I went to the 
countryside with my family. We visited a big farm. We 

picked strawberries there. We got three bags full of 
strawberries. Then we climbed a big hill. We looked 
around at all the beautiful trees and flowers. Later, we 
had a picnic near a small lake. The water was nice and 
clear. I noticed many small fish. I put my feet in the 
water, but then I fell down. I got all wet! It was funny. 
I laughed at myself. What a fun day!
Unit 7
Lesson 37
① Listen and write true (T) or false (F).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38
① Listen to the statements and fill in the blanks. The 
first letter is given.
1. Running helps us remember information.
2. Walking can improve our thinking skills.
3. Exercise can keep our brains young!
4. Apples help our brains stay strong.
5. Eggs and fish help our brains work faster.
Lesson39
① Listen and complete the table.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 40
① Listen to the statements and number the pictures.
1. Ben and Tim used to be very active together. They 
played games outdoors. 
2. But now Ben worries about Tim. Tim is not active 
any more. He has some bad habits. He watches too 
much TV. He is putting on weight.
3. Ben sends his friend a poem. 
4. Tim reads the poem and he smiles. He writes a 
poem back to Ben.
5. Ben and Tim decide to meet and take a walk.
Lesson 41
① How was life for the First Nations people a long 
time ago? Listen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The text of the lesson)
Lesson42
① Listen to the statements and match the people with 
the habits. Then draw (a happy face) for good habits 
or (a bad face) for bad habits.
My name is Yang Hao. I often play basketball with 
my friends after school.
I’m Wang Mei. I always get up early. And I brush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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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th three times a day. 
Hi, I’m Steven. I always keep my room clean 
and organized. But I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computer. 
Unit Review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Listen to the definitions and tick the correct words 
or phrases.
1. Something you do very often. You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 you just do it. 
2. To continue to be or do something.  
3. About the strength of the body and the mind.  
4. To move or get some exercise.   
5. Something one did in the past, but doesn’t do it 
anymore.  
6. To join or be a member of a group or team.  
Unit 8
Lesson 43
① What will the boy and his family do for the 
summer?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tick the correct 
pictures.
Hooray! Summer is here! I love summer weather. 
There are so many fun things to do outside. My family 
and I don’t like to stay at home and watch TV. We like 
to be active and enjoy the nice weather. We are lucky. 
We live near a beautiful lake. We will go bike riding 
around the lake. And I will play football with my 
friends every day. My father likes playing basketball. 
He will play basketball with his friends. My mother 
enjoys running. She will go for a run every morning. 
Every day will be fun.
Lesson 44
① Someone called ARG and asked ARG for help. 
Listen and complete the phone call record with the 
phrases in the box.
Person: Hi, my name is Peter. My neighbours are not 
nice to their pet.
ARG: What did they do to the pet?
Person: Well… they don’t take care of their pet. They 
often leave him alone outside. And they don’t give 
him enough food or water.
ARG: Oh, I see. What kind of animal is it?
Person: It’s a dog. I want to bring him to my home, 
but I can’t. I will move away next week.

ARG: OK. We will come and check tomorrow. We 
may need to take him away and bring him to ARG.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sson 45
① Listen to the chant and fill in the blanks.
Will you come to my ball game?
Will you come and watch me play?
I’m playing for the Tigers.
I’m going to practice every day.
Will you come to my baseball game?
Will you sing songs and buy a snack?
Look for my team on the baseball field.
Our uniforms are orange and black.
Lesson46
①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fill in the blanks.
Betty has big plans this summer. She will visit her 
aunt and cousins in Beijing. She will stay there for 
two weeks. On the first day, they are going to visit the 
Palace Museum. And later, they will go to Wangfujing 
Street. The next day, they plan to visit the Great Wall. 
They will climb the Wall and have a picnic near the 
mountains. On Friday, they are going to the Beijing 
Zoo. Betty wishes to see the pandas at the zoo. She 
loves pandas!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summer.
Lesson 47
① 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for the summer?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match the pictures.
1. Boy: Hi, Li Li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summer?
Girl (Li Lin): I will visit my grandparents in the 
countryside. 
2. Girl: Do you have any plans for the summer, Wang 
Mei?
Girl (Wang Mei): I’m going to volunteer at the library. 
And I will read a lot of books. 
3. Girl: Are you ready for your summer holiday, Yang 
Hao?
Boy (Yang Hao): Yes. I will take swimming classes 
in July and my parents and I are planning a trip to 
Canada for August. I’m very excited. 
Lesson 48
①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tick the correct answers.
Bob lives in Shanghai. He is a doctor at a children’s 
hospital. He is going to take a long holida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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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He planned to go to Hong Kong or Beijing, 
but decided to go to Xi’an. Xi’an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and it is very famous for the Terra Cotta 
Warriors. Bob is going to leave Shanghai in July and 
he will stay in Xi’an for a week. He will visit the 
Terra Cotta Warriors and some other museums. He 
also plans to go bike riding around the walled city in 
Xi’an. 
Unit Review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complete the form.
Hey, I’m Jerry. I’m a fifteen-year-old boy from 
Australia. Next Friday I’m going to Beijing for a 
holiday. I’m going there with my sister. We are going 
to stay there for two weeks. We will visit my uncle 
there. He will take us around Beijing. We are going to 
visit the Palace Museum and we will go bike riding 
around city. On July 18, we will come back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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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１． 上课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ａ ｃｌａｓｓ）

（１ ） Ｌｅｔｓ ｓｔａｒｔ ｎｏｗ． ／ Ｌｅｔｓ ｂｅｇｉｎ ｏｕｒ ｃｌａｓｓ ／
ｌｅｓｓｏｎ． 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２）Ｓｔａｎｄ ｕｐ， ｐｌｅａｓｅ． 请起立！
（３）Ｓｉｔ ｄｏｗｎ， ｐｌｅａｓｅ． 请坐！
２． 问候 （Ｇｒｅｅｔｉｎｇ）
（４）Ｈｅｌｌｏ， ｂｏｙ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ｌｓ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同学们好。 ／

大家好。

（５）Ｇｏｏｄ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ｂｏｙ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ｌｓ． 同学们，早上好。

（６）Ｇｏｏｄ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ｃｌａｓｓ ／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ｂｏｙ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ｌｓ． 同学们，下午好。

（７）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 ｔｏｄａｙ？ 你（们）今天感觉怎么样？
３． 考勤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
（８） Ｗｈｏｓ ｏｎ ｄｕｔｙ ｔｏｄａｙ？ ／ Ｗｈｏｓ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 ｔｏｄａｙ？ 今天（早上）谁值日？
（９） Ｉｓ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ｈｅｒｅ ／ ｐｒｅｓｅｎｔ？ 所有人

都到齐了吗？

（１０） Ｉｓ ａｎｙｏｎｅ ａｗａｙ？ ／ Ｉｓ ａｎｙｂｏｄｙ ａｗａｙ？ 有人缺
席吗？

（１１） Ｉｓ ａｎｙｏｎｅ ａｂｓｅｎｔ？ ／ Ｉｓ ａｎｙｂｏｄｙ ａｂｓｅｎｔ？ 有人
缺席吗？

（１２）Ｗｈｏｓ ａｂｓｅｎｔ？ ／ Ｗｈｏｓ ａｗａｙ？ 谁缺席了？
（１３）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ｈｅ ／ ｓｈｅ？ 他 ／她在哪里？
（１４）Ｔｒｙ ｔｏ ｂｅ ｏｎ ｔｉｍｅ． ／ Ｄｏｎｔ ｂｅ ｌａｔｅ ｎｅｘｔ ｔｉｍｅ．

尽量准时到。 ／下次别迟到了。
（１５）Ｇｏ ｂａｃｋ ｔｏ ｙｏｕｒ ｓｅａｔ， ｐｌｅａｓｅ． 请回到你的座

位上去。

（１６）Ｗｈａｔ ｄａｙ ｉｓ ｉｔ ｔｏｄａｙ？ 今天星期几？
（１７）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ｄａｔｅ ｔｏｄａｙ？ 今天几号？
（１８）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ｌｉｋｅ ｔｏｄａｙ？ 今天天气怎么

样？

（１９）Ｗｈａｔｓ ｉｔ ｌｉｋ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外面天气怎么样？
４． 宣布（Ａｎｎｏｕｎｃｉｎｇ）
（２０）Ｌｅｔｓ ｓｔａｒ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 Ｌｅｔｓ ｂｅｇｉｎ ／ ｓｔａｒｔ ａ ｎｅｗ

ｌｅｓｓｏｎ． ／ Ｌｅｔｓ ｂｅｇｉｎ ／ ｓｔａｒｔ ｏｕｒ ｌｅｓｓｏｎ． 我们开始上
（新）课。

（２１）Ｆｉｒｓｔ， ｌｅ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 ／ ｄｏ ｓｏｍｅ ｒｅｖｉｅｗ． 首先，我
们来复习一下。

（２２）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ｌｅｓｓｏｎ？ 上一课我
们学了什么？

（２３）Ｗｈｏ ｃａｎ ｔｅｌｌ ／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ｗｈａｔ ｗｅ ｄ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ｌｅｓｓｏｎ ／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谁能告诉我 ／还记得上一课 ／昨
天我们学（做）了什么？

（２４ ） Ｎｏｗ ｗｅ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ｎｅｗ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 Ｎｏｗ ｌｅｔｓ ｌｅａｒｎ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ｎｅｗ． 现在我们做
一些新的 ／不同的练习。 ／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些新内
容。

（２５）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ｄｓ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我们有
一些新单词 ／句子要学习。
５． 提起注意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２６）Ｒｅａｄｙ？ ／ Ａｒｅ ｙｏｕ ｒｅａｄｙ？ 准备好了吗？
（２７）Ｄｉｄ ｙｏｕ ｇｅｔ ｔｈｅｒｅ？ ／ Ｄｏ ｙｏｕ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听懂

了吗？

（２８） Ｉｓ ｔｈａｔ ｃｌｅａｒ？ 明白了吗？
（２９）Ａｎｙ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谁自愿回答？ ／谁自告奋勇？
（３０）Ｄｏ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ｔｏ ｄｏ？ 知道要做什么吗？
（３１）Ｂｅ ｑｕｉｅｔ， ｐｌｅａｓｅ． ／ Ｑｕｉｅｔ， ｐｌｅａｓｅ． 请安静。
（３２）Ｌｉｓｔｅｎ， ｐｌｅａｓｅ． 请听。
（３３）Ｌｉｓｔｅｎ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ｐｌｅａｓｅ． 请认真听。
（３４）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ｐ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听

录音。

（３５）Ｌｏｏｋ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ｐｌｅａｓｅ． 请仔细看。
（３６）Ｌｏｏｋ ｏｖｅｒ ｈｅｒｅ． 看这里。
（３７）Ｗａｔｃｈ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仔细看。
（３８）Ａｒｅ ｙｏｕｒ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你（们）在看吗？
（３９）Ｐｌｅａｓｅ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 ｐｉｃｔｕｒｅ ／ ｍａｐ

爥 请看黑板 ／图片 ／地图……
（４０）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ｙｏｕｒ 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爥 注意自己的拼写 ／发音。
６． 课堂活动（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４１）Ｓｔａｒｔ！ ／ Ｓｔａｒｔ ｎｏｗ． 开始！ ／现在开始！
（４２）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 Ａｌｌ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所有人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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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Ｐｒａｃｔｉｓｅ ｉｎ ａ ｇｒｏｕｐ． ／ Ｐｒａｃｔｉｓｅ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ｐｌｅａｓｅ． 分组练习。 ／请大家分组练习。

（４４）Ｇｅｔ ｉｎｔ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 ｆｏｕｒ 爥 每三 ／四个
人结成一组。

（４５）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ｆｉｎｄ 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 ｆｒｉｅｎｄ． 每人找一
个搭档。

（４６） Ｉｎ ｐａｉｒｓ， ｐｌｅａｓｅ． 请两人一组。
（４７）Ｏｎｅ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 Ｌｅｔｓ ｄｏ ｉｔ ｏｎｅ ｂｙ ｏｎｅ． 一个

一个来。 ／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做。
（４８ ） Ｎｏｗ ｙｏｕ， ｐｌｅａｓｅ． ／ Ｙｏｕｒ ｔｕｒｎ （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ａｍｅ） ． 该你了。 ／轮到你了。
（４９）Ｎｅｘｔ， ｐｌｅａｓｅ． Ｎｏｗ ｙｏｕ ｄ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ｌｅａｓｅ．

下一位，请做同样的动作。

（５０）Ｌｅｔｓ ａｃｔ． ／ Ｌｅｔｓ ａｃｔ ｏｕｔ ／ ｄｏ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我
们来表演对话。

（５１）Ｗｈｏ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Ａ？ 谁想扮演角色 Ａ？
（５２）Ｐｒａｃｔｉｓｅ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ｐｌｅａｓｅ． 请练习对话。
（５３）Ｎｏｗ Ｔｏｍ 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ｌｆ ｗｉｌｌ ｂｅ

Ｂ． 现在汤姆扮演角色 Ａ，另一半学生扮演角色 Ｂ。
（５４）Ｐｌｅａｓｅ ｔａｋｅ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爥 请扮演……
（５５）Ｗｈｏｓｅ ｔｕｒｎ ｉｓ ｉｔ？ 轮到谁了？
（５６） Ｉｔｓ ｙｏｕｒ ｔｕｒｎ． 轮到你了。
（５７）Ｗａｉｔ ｙｏｕｒ ｔｕｒｎ， ｐｌｅａｓｅ． 请等候你的次序。
（５８）Ｓｔａｎｄ ｉｎ ｌｉｎｅ． ／ Ｌｉｎｅ ｕｐ． 站成一排。 ／来排

队。

（５９）Ｏｎｅ ｂｙ ｏｎｅ． ／ Ｏｎｅ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ｐｌｅａｓｅ． 一个一
个来。

（６０） Ｉｎ ｔｗｏｓ． ／ Ｉｎ ｐａｉｒｓ． 两人一组。
（６１）Ｄｏｎｔ ｓｐｅａｋ ｏｕｔ． 不要说出来。
（６２）Ｔｕｒｎ ａｒｏｕｎｄ． 转身。
７． 请求（Ｒｅｑｕｅｓｔ）
（６３）Ｃ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ｐｌｅａｓｅ ｔｒｙ ｉｔ ａｇａｉｎ？ 你（们）能再试

一下吗？

（６４）Ｃ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ｐｌｅａｓｅ ｔｒｙ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ｏｎｅ？ 请试试下
一个好吗？

（６５）Ｗｉｌｌ ｙｏｕ ｐｌｅａｓｅ ｈｅｌｐ ｍｅ？ 你愿意帮助我吗？
８． 鼓励（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６６）Ｃａｎ ｙｏｕ ｔｒｙ？ 你（们）能试一下吗？
（６７）Ｔｒｙ， ｐｌｅａｓｅ． 请尝试一下。
（６８）Ｔｒｙ ｙｏｕｒ ｂｅｓｔ． ／ Ｄｏ ｙｏｕｒ ｂｅｓｔ． 尽你最大的努

力！

（６９）Ｔｈｉｎｋ ｉｔ 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ｒｙ ａｇａｉｎ． 认真思考一下，然
后再试试。

（７０）Ｄｏｎｔ ｂｅ ａｆｒａｉｄ ／ ｓｈｙ． 不要害怕 ／害羞。
９． 指令（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ａｎｄ）
（７１）Ｓａｙ ／ Ｒｅａ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ｅ， ｐｌｅａｓｅ． 请跟我说 ／读。
（７２）Ｆｏｌｌｏｗ ｍｅ， ｐｌｅａｓｅ． 请跟我读（学……）。
（７３）Ｄｏ ｗｈａｔ Ｉ ｄｏ． 跟我做。
（７４ ） Ｒｅｐｅａｔ， ｐｌｅａｓｅ． ／ Ｒｅｐｅａｔ ａｆｔｅｒ ｍｅ． 请重

复。 ／请跟我重复。
（７５）Ｏ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ｐｌｅａｓｅ． ／ Ｏｎｅ ｍｏｒｅ ｔｉｍｅ， ｐｌｅａｓｅ．

再来一次。

（７６）Ｃｏｍｅ ｈｅｒｅ， ｐｌｅａｓｅ． 请过来。
（７７）Ｐｌｅａｓｅ ｃｏ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 Ｃｏｍｅ ｕｐ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 ｃｈａｌｋｂｏａｒｄ． 请到前面来。 ／到前面
来，写到黑板上。

（７８）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 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过来写
到黑板上。

（７９）Ｐｌｅａｓｅ ｇｏ ｂａｃｋ ｔｏ ｙｏｕｒ ｓｅａｔ． 请回座位。
（８０）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ｌｅａｓｅ． 请使用英语。
（８１）Ｐｕｔ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 ｕｐ， ｐｌｅａｓｅ． ／ Ｒａｉｓｅ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

ｐｌｅａｓｅ． 请举手。
（８２）Ｐｕｔ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ｓ ｄｏｗｎ， ｐｌｅａｓｅ． ／ Ｈａｎｄｓ ｄｏｗｎ，

ｐｌｅａｓｅ． 请把手放下。
（８３）Ｓａｙ ／ Ｗｒｉｔｅ ｉ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Ｅｎｇｌｉｓｈ． 用汉语 ／

英语说 ／写。
（８４）Ｐｌｅａｓｅ ｔａｋｅ ｏｕｔ ｙｏｕｒ ｂｏｏｋｓ． 请把书拿出来。
（８５）Ｐｌｅａｓｅ ｏｐｅｎ ｙｏｕｒ ｂｏｏｋｓ ａｔ ｐａｇｅ 爥 ／ Ｆｉｎｄ ｐａｇｅ

爥 ／ Ｔｕｒｎ ｔｏ ｐａｇｅ 爥 请打开书，翻到……页。 ／把书翻
到……页。

（ ８６ ） Ｐｌｅａｓ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
Ｐｌｅａｓ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ｍ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ｓ） ． 请回答这个（些） 问
题。 ／请回答我的问题。

（８７） Ｐｌｅａｓｅ ｒｅａｄ ｔｈｉｓ ｌｅｔｔｅｒ ／ ｗｏｒｄ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ｏｕｔ
ｌｏｕｄ． ／ Ｐｌｅａｓｅ ｒｅａｄ 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ｌｅｔｔｅｒ ／ ｗｏｒｄ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请
大声地读出这个字母 ／单词 ／句子。 ／请读出这个字母 ／
单词 ／句子。

（８８）Ｐｌｅａｓｅ ｓｔｏｐ ｎｏｗ． ／ Ｓｔｏｐ ｎｏｗ， ｐｌｅａｓｅ． ／ Ｓｔｏｐ
ｈｅｒｅ， ｐｌｅａｓｅ． 请现在停下来。 ／请停到这里。

（８９）Ｃｌｅａｎ ｕｐ ｙｏｕｒ ｄｅｓｋ ／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ｐｌｅａｓｅ．
请整理你的课桌 ／请打扫教室。

（９０） Ｉｔｓ ｃｌｅａｎｕｐ ｔｉｍｅ． ／ Ｔｉｄｙ ｕｐ ｙｏｕｒ ｄｅｓｋ ／ ｔｈｅ



２０２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现在是大扫除时间。 ／请清理你的课桌 ／教
室。

（９１）Ｐｕｔ ｙｏｕｒ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ｗａｙ． ／ Ｃｌｅａｎ ｏｆｆ ｙｏｕｒ ｄｅｓｋ．
／ Ｐｉｃｋ ｕｐ ｔｈｅ ｓｃｒａｐｓ． 请把你的物品收拾起来。 ／收拾
好你的桌子。 ／收拾一下剩余的物品。

（９２）Ｃｌｅａ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请擦一下黑板。
（９３）Ｐｌｕ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ｐ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ｐｌｅａｓｅ． 请插一下录

音机。

（９４）Ｐｕｔ ｔｈｅ ｔａｐ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ａｗａｙ． 请把录音机收起
来。

（９５）Ｐｕｔ ｔｈｅ ｔａｐｅ ｉｎ ｉｔｓ ｂｏｘ ／ ｃａｓｓｅｔｔｅ． 把磁带放进
盒子里 ／磁带盒里。

（９６）Ｌｉｓｔｅ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 先听，然后再重复。
（９７）Ｌｏｏｋ ａｎｄ ｌｉｓｔｅｎ． 看并听。
（９８）Ｒｅｐｅａｔ ａｆｔｅｒ ｍｅ． 请跟我重复。
（９９）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请看着单词。
（１００） Ｆａｓｔ． ／ Ｑｕｉｃｋｌｙ！ ／ Ｂｅ ｑｕｉｃｋ， ｐｌｅａｓｅ． 快

点。 ／请快一点。
（１０１）Ｈｕｒｒｙ！ ／ Ｈｕｒｒｙ ｕｐ， ｐｌｅａｓｅ． 快！ ／请快一点。
（１０２）Ｓｌｏｗ ｄｏｗｎ， ｐｌｅａｓｅ． 请慢一点。
（１０３）Ｓｌｏｗｌｙ． 慢慢来。
（１０４）Ｂｒｉｎｇ ｍｅ ｓｏｍｅ ｃｈａｌｋ， ｐｌｅａｓｅ． 请给我拿些粉

笔来。

１０． 禁止和警告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ｒｎｉｎｇ）
（１０５）Ｓｔｏｐ ｔａｌｋｉｎｇ． ／ Ｓｔｏｐ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ｎｏｗ， ｐｌｅａｓｅ． 别

说话了。 ／现在请别说话了。
（１０６）Ｄｏｎｔ ｔａｌｋ． ／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ｑｕｉｅｔ， ｐｌｅａｓｅ． 别说

话。 ／请大家安静。
（１０７）Ｄｏｎｔ ｂｅ ｓｉｌｌｙ． 别傻了。
（１０８）Ｓｅｔｔｌｅ ｄｏｗｎ． 别激动。
１１． 评价（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１０９）Ｇｏｏｄ， 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很好，谢谢你。
（１１０） Ｇｏｏｄ！ ／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 Ｇｏｏｄ ｊｏｂ． ／ Ｇｏｏｄ

ｗｏｒｋ． ／ Ｇｏｏ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 好 ／很好 ／不错 ／做得好 ／好样
的。

（１１１）Ａ ｇｏｏｄ ａｎｓｗｅｒ． ／ Ｎｉｃｅ ｗｏｒｋ． 回答得很好 ／
做得好。

（１１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 Ｇｒｅａｔ！ ／ Ｗｅｌｌ ｄｏｎｅ． ／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 Ｉ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ｙｏｕ 爥 棒极了 ／太棒了 ／做得好 ／
非常好！ ／我喜欢你……的方式。

（１１３）Ｔｈａ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真有趣！
（１１４）Ｄｏｎｔ ｗｏｒ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ｉｔ． ／ Ｎ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 别担

心。 ／没问题的。
（１１５）ＯＫ！ ／ Ｔｈａｔｓ ＯＫ． 好的。 ／没什么。
（１１６） Ｉ ｄｏｎｔ ｔｈｉｎｋ ｓｏ． 我认为不是这样。
（１１７）Ｔｈａｔｓ ｎｏｔ ｑｕｉｔｅ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

Ｔｈａｔｓ ｃｌｏｓｅ． ／ Ｔｈａｔ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ｒｉｇｈｔ． 不是很确切，还有其
他的答案吗？ ／基本正确。

（１１８）Ｎｏｔ ｑｕｉｔｅ， ｃａｎ ａｎｙｏｎｅ ｈｅｌｐ ｈｉｍ ／ ｈｅｒ？ ／ Ｔｒｙ
ａｇａｉｎ． 不是很确切，有人能帮他 ／她一下吗？ ／再试一
下。

（１１９）Ａ ｇｏｏｄ ｔｒｙ． 很好的尝试。
１２． 布置作业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１２０） Ｆｏｒ ｔｏｄａｙｓ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爥 今天的作业是

……

（１２１） Ｐｒａｃｔｉ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 Ｐｒａｃｔｉｓｅ ａｔ ｈｏｍｅ． 课
下 ／回家要练习。

（１２２）Ｓａｙ ｉｔ ｏｕｔ ｌｏｕ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ｙｏｕ ｗｒｉｔｅ ｉｔ ｄｏｗｎ． 先
大声把它说出来，再写出来。

（１２３）Ｃｏｐｙ ／ Ｐｒｉｎｔ ／ Ｗｒｉｔｅ ｅａｃｈ ｗｏｒｄ ｔｗｉｃｅ． 每个
单词写两遍。

（１２４）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Ｍｅｍｏｒｉｚｅ） 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ｄｓ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记住这些单词 ／句子。

（１２５）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ｄｓ ／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 ｔｈｉｓ ｔｅｘｔ
ｂｙ ｈｅａｒｔ． 记住这些单词 ／这些句子 ／这篇课文。

（１２６）Ｄｏ ｙｏｕｒ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 Ｄｏ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ｌｅｓｓｏｎ． ／
Ｄ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ｋ． 做作业。 ／预习下一课。 ／做新功课。
１３． 下课 （Ｄｉｓｍｉ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１２７）Ｈａｎｄ ｉｎ ｙｏｕｒ ｗｏｒｋｂｏｏｋｓ， ｐｌｅａｓｅ． 请把作业

本交上来。

（１２８）Ｔｉｍｅ ｉｓ ｕｐ． 时间到了。
（１２９）Ｔｈｅ ｂｅｌｌ ｉｓ ｒｉｎｇｉｎｇ． 铃响了。
（１３０）Ｔｈｅｒｅ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ｌ． 铃响了。
（１３１）Ｔｈｅｒｅ ｇｏｅ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ｌ． 铃响了。
（１３２）Ｌｅｔｓ ｓｔｏｐ ｈｅｒｅ． 今天就到这里。
（１３３）Ｔｈａｔｓ ａｌｌ ｆｏｒ ｔｏｄａｙ． 今天就到此为止。
（１３４）Ｃｌａｓｓ ｉｓ ｏｖｅｒ． 下课。
（１３５）Ｇｏｏｄｂｙｅ． ／ Ｂｙｅ． ／ Ｓｅｅ ｙｏｕ ｎｅｘｔ ｔｉｍｅ． 再

见！ ／拜拜！ ／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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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
��������������连衣裙
����� �����������������������喝
���
��������
�����司机
���� ��������鸭
����� ��������地球�陆地�泥�土
����������耳朵
����� ������������早期的�初期的�早的
���������������容易的
����������������������吃
��� �������鸡蛋
���������������������大象
�������������������电子邮件
������� ������������英语
�
���������
�������晚上
�
��� ���
��������每个的
�������� ����������������锻炼�运动�
��练习
����������眼睛
�������������脸
������������������家庭
��� ��������电扇���的爱好者
������������������远�的�
���� ���������农场
�����������������农场主�农夫
����������������快速的�迅速的
�����������������父亲
��
	����������
����������特别喜爱的
������������������������感觉
���� ���������电影
���� ������������	�����	����找到�发现
����������������身体�很好的
���� ��������钓鱼�捕鱼



�����

��������������地面�地板
�����������������花
��� ���������������������放�飞�飞行
���� ���������食物
���������������������������脚
���������������������足球
��������������为�给
������ ����������朋友
���� ������������自�从
���������������水果
���� ���������游戏�运动�比赛
�����������������������得到�拿到
�������������女孩
��� �����������������给
���������������������去�离开
���� ����������好的
����������������������再见
������������������������� ������
�

������
���� ����外�祖父
������� ��������������奶奶�姥姥
��������������������������������

����������� ����外�祖母
�����
� �������
������爷爷�姥爷
���		�����	����草
������������������口语�好极了的�

非常愉快的

����� ���������������绿色�的�
������������头发
�������������一半
���� ���������手
��

�����
�������高兴的
��� ���������������有
�� �����������他
���� ��������头
������� �������������健康的
�������������������������听见�听
���� �����������重的
�������������� ���� ����喂�表示问候等�
���
 ����
����帮助
��������������她的�她

��������������在这儿
������������嗨
���� ���������������高地�的�
��� �����������他�宾格�
��	�����������他的
��������������������假日�节日
�������������家
���	�����	����马
��	
��������	
�������医院
�������������热的
�������������小时
���	� ����	����住宅�家庭
��� ����������怎样
��������������������饿的
�����������我
��������� ����	����������冰淇淋
���� �����������主意�想法
������������有病的�不适的
�� ���������������在里面�在��里
������	���� �������	���������有趣的
�	����������	������是�用于 ���������

及单数和不可数名词后�
������������它
��	���	�������它的
����������	�����水果�汁
���
 �����
����跳�蹦
��� ��������小孩
���� ����������种类
������� ������������厨房
���� ���������风筝
���� ��������������������知道
�������������湖
���� �����������晚�的��迟�的�
�����������������������左边�的�
�����������腿
��		�� ����	�����课
�����������让
������� ��������������图书馆
��������������灯�光
�������������喜欢

������像��一样



�����

������ ����������仔细听�倾听
������ ������������小的

�����稍许
������������住
��������������长的
���� ��������看
���� �����������爱
����� ����������午餐
����������������������制作
��� ��������男人�人
����������������许多的
��
 ���
����地图
����� ������� ���������������数学
�������������我�宾格�
����������������������遇见
���� ���������牛奶
������ �����������分钟
���� ��������想念�错过
�����������������猴子
����� ���������月份�月
���� ���������月亮�月球
��	����������������早晨�上午
�����	����������母亲
����� ���������嘴
�	������������先生�称谓�
�	�������������夫人�称谓�
�����������女士�称谓�
���� ����������������多�很�非常
��� ������ ����������口语�妈妈
����� �������������音乐�乐曲
�������������我的
���� ���������给��取名�命名�提名

���名字
���	����������近�接近
��� �����������新的
����������������下一个的�其次的
���������������美好的
��������������夜晚
������������不
���������������面条�常用复数形式�

�������������鼻子
�������������不
��� ����������现在
��	�����������护士
�������������表示所属关系���的
����� ������������常常�经常
�� ����������旧的�老的
�� ����������在��之上�关于
�
�� ����
�����������打开�的�
�	����������或者�还是
�	�������	�������橘子
��	������������我们的

�����
�������大熊猫

�	�����
��	�������父亲或母亲

�常用复数形式�

�	� �
�������停放�车�

�	����
��������晚会
�� ��
������������体育课

�� �
������钢笔

�������
��������铅笔

��
�� ��
��
�����人�人们

���� ������������照片

����	���
���������图片�照片

���
������猪

���� �
��������地点

���� �
��������飞机

�����
���������植物

���种植

����
�������玩

����	��� ��
����	�������操场�运动场

������
����������请

������
����������警察

����� �
������������土豆�马铃薯

�
����
���
�����学生

���
�������
���
���放�放置
	��� �	����������雨�下雨
	�� �	�������	���	���读
	� �	����������红色�的�
	����	�������稻米�米饭
	�����	�������������在�右边



�����

�����正确的�对的
���������������河流
���� ���������房间
����������������尺�直尺
��� �����������������跑
��� ����������难过的�悲伤的
����������������������讲
���������������学校
����������������������书包
������� ������������科学
������ �����
�����季节
��������������	������看�看见
��������������她
����� ���������绵羊
���� ��������船
���������������男式�衬衫
������������鞋子�常用复数形式�
���� ��������商店
����������������短的�矮的
����������������短裤
�����������������������唱歌
�����������������姐姐�妹妹
�����������������������坐
�������������女裙
����� ��������������������������睡着�

睡觉

���	 �����������慢的
�����������������小的
���	 ������������雪�下雪
��� �������袜子�常用复数形式�
��������������������一些
��������� ���������
������有时
������������歌曲
�����������������表歉意的�遗憾的

�����对不起�抱歉
�表示委婉的拒绝等�

���� ���������汤
���� ���������������������说
���������������运动
����������������春天

����� �����������������������站立
�������������星星
���� ���������停止�阻止
�����������������故事
�����������������街道
������ ������������强壮的
����� �����������学习
��������������������科目�主题
����������������夏天
��� ��������太阳
�����������������阳光充足的
����������������������������超级市场
�	��������	�������毛衣�厚运动衫
�	�� ��	��������	����	���游泳
����������������桌子
���������������������拿�拿走�带走
��� ��������说�讲
���������������高的
��������������出租汽车
�����������茶
�������������������教师
�����������������������告诉
���� �����������谢谢
���������������那�那个
������������这�那�个�这�那�些
����������������他�她�它们的
���� �����������他�她�它们�宾格�
���� ����������然后�那时候
���������������在那儿
���������
�������这些
���������������他�她�它们
���� ����������细的�薄的�瘦的
���� �������������������������

想�思考�认为
���������������这�这个
���������
�������那些
����������������老虎
�������������时间
����� �������������累的
�������������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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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厕所�盥洗室�浴室
��������������������番茄�西红柿
�������� ������������������明天
�������������也�太
�����������玩具
����� ����������火车
����������������� ���旅行
�������������树
������ �������������裤子
��� ���������试
���� ���������转向

����轮到的�机会
�
 �������������电视
��	����� ����	��������伞
���������������叔�伯�舅�姨父�姑父
������������������在��之下
�� ���������向上
����������我们�宾格�
�� ������������用�使用
������	����������	�����蔬菜
����������������非常�很
���������������拜访
����������������等�等候
���� ������������散步�步行
�������������想
���� �����������温暖的
��� ���������洗
����� ���������看

���手表
���������������浇水

���水
��� ��������方式�方法
�������������我们
�����������������������穿�戴

�����������������天气
���� ���������周�星期
������� ������������欢迎

�����受欢迎的
��������������咳�嘿�哟�好吧
��������������������什么
���� ����������������什么时候
���������������在何处�在哪里
�������������������白色�的�
��������������谁
����������������谁的
�������������为什么
������ ������������窗户
������������������有风的
�����������������冬天
���� �����������用�和��在一起
����� �������������������� ���������
��妇女�女人
������������������������极好的�令人
��惊奇的
���� ���������词�单词
���� ������������工作
�����������������工人
����� �����������使�担忧�担心
����� ������������������������写
����� ����������错的
������������年
������ ����������������黄色�的�
�����������是
�������� ������������������昨天
��� �����������你�你们
���������������年轻的
���������������你的�你们的
�����������动物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