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课 我爱我的家

本课目标：

1. 核心词汇：掌握“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等家庭成

员的称谓。掌握动词“在”和程度副词“都”的用法。

2. 语法：掌握用“请”的祈使句。掌握询问家庭人数的基本

句式。

3. 交际功能：介绍家庭成员、赞美和表达感情。

会话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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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请问，杜丽在家吗？

杜 丽：在。王老师，您好。请进！爸爸、妈妈，这是王老师。

爸爸、妈妈：您好，王老师！

爸 爸：认识您很高兴，欢迎来我们家！

妈 妈：请坐，请坐！

王老师：谢谢！认识你们我也很高兴。你们家很漂亮。

爸爸、妈妈：谢谢！

王老师：杜丽，你家有几口人？

杜 丽：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和我。他们都爱我，我

爱我的家。

Wáng lǎoshī: Qǐngwèn, Dù Lì zài jiā mɑ?

Dù Lì: Zài. Wáng lǎoshī, nín hǎo. Qǐng jìn! Bàbɑ、

māmɑ, zhè shì Wáng lǎoshī.

Bàbɑ、māmɑ:Nín hǎo, Wáng lǎoshī!

Bàbɑ: Rènshi nín hěn gāoxìng, huānyíng lái

wǒmen jiā!

Māmɑ: Qǐng zuò, qǐng zuò!

Wáng lǎoshī: Xièxie! Rènshi nǐmen wǒ yě hěn gāoxìng.

Nǐmen jiā hěn piàoliɑng.

Bàbɑ、māmɑ:Xièxie!

Wáng lǎoshī: Dù Lì, nǐ jiā yǒu jǐ kǒu r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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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ù Lì: Wǒ jiā yǒu wǔ kǒu rén, bàbɑ, māmɑ, dìdi,

mèimei hé wǒ. Tāmen dōu ài wǒ, wǒ ài

wǒ de jiā.

生词生词

1. 请问 qǐngwèn （动）

2. 在 zài （动/介/副） 在学校 在教室

3. 家 jiā （名） 我的家 他的家

4. 请 qǐng （动）

5. 进 jìn （动） 请进

6. 欢迎 huānyíng （动）

7. 来 lái （动）

8. 我们 wǒmen （代） 我们的教室 我们的家

9. 坐 zuò （动） 请坐

10. 口 kǒu （量） 五口人

11. 弟弟 dìdi （名） 一个弟弟

12. 妹妹 mèimei （名） 一个妹妹

13. 他们 tāmen （代） 他们的学校 她们的老师

14. 都 dōu （副）

15. 爱 ài （动） 爱妈妈 爱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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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点学习要点

1.“请”是敬辞，用于希望对方做某事。例如：

请进！请看！请坐！

2.“在”在本课是动词，表示人或事物所在的处所和位置。一般要带宾语。

① 杜丽现在在家。

② 王老师在学校。

如果已经知道处所的位置，可以不带宾语。例如：

③ 杜丽在吗？

否定式是在“在”的前面加“不”。例如：

④ 他不在学校。

3. 家庭成员的主要称谓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

妹。

4.“口”是量词，用于家庭中的人口。例如：

① 我家有五口人。

② 左立家有八口人。

5.“都”是表示程度的副词，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总括前面提到的全部

的人或者事物。例如：

① 他们都爱我。

② 我们的狗都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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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与扩展替换与扩展

1. 请进。

坐 看 问

2. 我家有五口人。

王老师 四

杜 丽 五

高 博 六

3. 我爸爸和妈妈都是老师。

我们 是学生

他们 是匈牙利人

她弟弟和妹妹 学习汉语

4. 我在学校。

王老师 教室

杜 丽 家

左立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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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汉字奇妙的汉字

家“家”由两部分组成：“宀”和“豕”。“宀”是部首，意思是屋顶；“豕”

是指猪。在甲骨文中，“家”字写成 ，表示屋顶下有一头猪，这

是为什么呢？因为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屋子下层养猪，

自己住在屋子上层，这样有住处，有家畜，就有了家。后来，“家”的意思

不断变化，成了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

书写汉字书写汉字

请
问
家
进
欢
迎
来
坐
口
弟
妹
都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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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练习拼音练习

一、听录音，选择听到的音节

1. a) zhè b) nà （b） 2. a) érzi b) háizi （a）

3. a) xuéxiào b) xuéxí （b） 4. a) Hànyǔ b) Yīngyǔ（a）

5. a) zhuōzi b) yǐzi （a） 6. a) shénme b) zěnme （b）

7. a) Zhōngguó b) Měiguó（b） 8. a) rènshi b) shíhou （a）

9. a) xièxie b) jiějie （a） 10. a) nǎinɑi b) niúnǎi （b）

二、听录音，练轻声

1. rénmen

6. wáwɑ

2. quántou

7. xiānsheng

3. mùtou

8. yǎnjing

4. shízɑi

9. zhàngfu

5. táozi

10. lìzi

三、听录音，练三声变调

1. běifāng

6. lǚxíng

2. fǎngzhī

7. dǎoyóu

3. guǎngbō

8. gǎigé

4. bǎibān

9. měihǎo

5. zǔguó

10. xiǎoji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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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练习课文练习

一、看图回答问题

他们家有几口人？他们都是谁？

1. 小雪的家

A：小雪家有几口人？

B：小雪家有五口人，他们是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和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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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丽的家

A：杜丽家有几口人？

B：杜丽家有五口人，他们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杜丽。

3. 高博的家

A：高博家有几口人？

B：高博家有七口人，他们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妹妹

和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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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下列词语按正确的语序组成句子

1. 狗 的 我们 酷 都 很

我们的狗都很酷 。

2. 都 我 爸爸 妈妈 爱

爸爸妈妈都爱我 。

3. 王老师 漂亮 孩子 的 很 都

王老师的孩子都很漂亮 。

4. 学校 有 学生 你们 多少

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 ？

5. 几 人 口 家 杜丽 有

杜丽家有几口人 ？

6. 现在 王老师 中国 在

王老师现在在中国 。

三、选词填空

几 多少

1. 你家有 几 口人？

2. 你们学校有 多少 学生？

3. 你有 几/多少 只狗？

4. 教室里有 几/多少 张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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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角色对话练习

话题：你家有几口人？他们是谁？

文化知识文化知识

越来越小的中国家庭

在中国，如果你出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你会生活在一个大家

庭里，你家可能有十多口人，你有很多兄弟姐妹，每天家里都很热

闹。如果你出生在70年代初，你可能有三四个兄弟姐妹。要是你出

生在 70年代后期，你最多有一个兄弟姐妹。到了 80年代以后，一个

家庭常常只有一个孩子。也就是说，你是独生子或独生女，有点儿孤

单和寂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城

市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从上面的五张全家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

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中国的家庭却越来越小。

当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在根据情况而随时调整。比如，

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如果是两个独

生子女组合成一个家庭，他们也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相信未来中国

的人口政策还会不断调整。

小作业：请问问你的汉语老师，她/他家里有几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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