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课 你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本课目标：

1. 核心词汇：掌握“时间”、“电话”、“号码”、“打”、“晚上”、

“里面”的用法。

2. 语法：掌握电话号码表示法。掌握介词“给”和助词“吧”

的用法。

3. 交际功能：询问电话号码、安排事情。

会话会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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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小雪，明天你有时间吗？我们一起游泳，怎么样？

小雪：明天我有时间，你给我打电话吧。

安娜：你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小雪：我家的电话号码是 361-2610-595。

安娜：好的，明天我给你打电话。

小雪：明天我妈妈在家，你打我的手机吧。

安娜：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小雪：我的手机号码是 0630-9156-248。你的呢？

安娜：我的是 0620-3971-857。

小雪：游泳馆在哪儿？

安娜：游泳馆在英雄广场的后面，赛切尼温泉馆的里面。

小雪：好的。我们明天见！

安娜：明天见！

Ān Nà: Xiǎoxuě, míngtiān nǐ yǒu shíjiān mɑ? Wǒmen

yìqǐ yóuyǒng, zěnmeyàng?

Xiǎoxuě: Míngtiān wǒ yǒu shíjiān, nǐ gěi wǒ dǎ diànhuà

bɑ.

Ān Nà: Nǐ jiā de diànhuà hàomǎ shì duōshɑo?

Xiǎoxuě: Wǒ jiā de diànhuà hàomǎ shì sān-liù-yāo-èr-liù-

yāo-líng-wǔ-jiǔ-wǔ.

Ān Nà: Hǎo de, míngtiān wǒ gěi nǐ dǎ diànhuà.

Xiǎoxuě: Míngtiān wǒ māmɑ zài jiā, nǐ dǎ wǒ de shǒujī

b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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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n Nà: Nǐ de shǒujī hàomǎ shì duōshɑo?

Xiǎoxuě: Wǒ de shǒujī hàomǎ shì líng-liù-sān-líng-jiǔ-

yāo-wǔ-liù-èr-sì-bā. Nǐ de ne?

Ān Nà: Wǒ de shì líng-liù-èr-líng-sān-jiǔ-qī-yāo-bā-wǔ-qī.

Xiǎoxuě: Yóuyǒngguǎn zài nǎr?

Ān Nà: Yóuyǒngguǎn zài Yīngxióng Guǎngchǎng de

hòumiɑn, Sàiqiēní wēnquánguǎn de lǐmiɑn.

Xiǎoxuě: Hǎode. Wǒmen míngtiān jiàn!

Ān Nà: Míngtiān jiàn!

生词生词

1. 时间 shíjiān （名） 有时间 没有时间

2. 游泳 yóuyǒng （动） 一起游泳 去游泳

3. 打 dǎ （动）

4. 电话 diànhuà （名） 打电话

5. 吧 bɑ （助） 好吧

6. 号码 hàomǎ （名） 电话号码 教室号码

7. 手机 shǒujī （名） 手机号码

8. 游泳馆 yóuyǒngguǎn （名） 一个游泳馆

9. 广场 guǎngchǎng （名） 大广场 小广场

10. 温泉馆 wēnquánguǎn （名） 温泉馆后面

11. 里面 lǐmiɑn （名） 游泳馆里面 温泉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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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名专名

1. 英雄广场 Yīngxióng Guǎngchǎng

2. 赛切尼温泉馆 Sàiqiēní Wēnquánguǎn

学习要点学习要点

1.“吧”是助词，用在祈使句尾，表示命令、请求或建议。例如：

① 我们一起去游泳吧。

② 你给我打电话吧。

2. 电话号码的读法

号码中的数字要一个个读出来。例如：

0630-8435-769 读作：líng liù sān líng bā sì sān wǔ qī liù jiǔ

0670-5384-756 读作：líng liù qī líng wǔ sān bā sì qī wǔ liù

注意：号码中的“1”读作“yāo”，号码中的“2”读作“èr”，不读“ liǎng”。例

如：

06-20-39-71-857 读作：líng liù èr líng sān jiǔ qī yāo bā wǔ qī

3.“给”在本课是介词，用在动词前，引出动作传递的接受者。例如：

① 我明天给你打电话。

②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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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好的”是对别人意见或建议的肯定。例如：

① A: 我们明天一起去游泳，怎么样？

B: 好的。

② A: 明天我和杜丽去看电影。

B: 好的。

5.“里面”是方位词，表示处所。反义词是“外面”。 例如：

① 游泳馆在温泉馆的里面。

② 我的家在学校里面。

替换与扩展替换与扩展

1. 安娜的手机号码是 06-30-91-56-248

左立妈妈 06-30-87-97-241

小雪妈妈 06-30-92-56-804

高博爸爸 06-20-76-35-899

2. 明天我给你打电话。

安娜 小雪

我 爸爸

小雪的妈妈 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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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赛切尼温泉馆在英雄广场的后面。

他妈妈 他 前面

左立 杜丽 前面

我的家 匈中双语学校 里面

椅子 桌子 后面

4. 我们一起去游泳吧。

你给我打电话

我们学汉语

我们去学校

我们回家

奇妙的汉字奇妙的汉字

多“多”在甲骨文中写成 ，是并排放着的两块肉，意思是充足、足够。

这种把两三个同样的事物放在一起表示“众多”意思的构字法在

古代比较常见，像“林”、“众”、“森”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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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汉字书写汉字

时
间
游
泳
给
打
话
吧
号
码
手
机
馆
广
场
温
泉

拼音练习拼音练习

一、听录音，选出听到的词语

1. a) kàn b) bàn （ b）

2. a) kù b) kǒu （ b）

3. a) dōu b) duō （ a）

4. a) lǐmiɑn b) hòumiɑn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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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jiā b) xià （ b）

6. a) yìqǐ b) yì bǐ （ b）

7. a) diànyǐng b) diànhuà （ a）

8. a) yóuyù b) yóuyǒng （ a）

9. a) shǒujī b) ěrjī （ b）

10. a) jīnnián b) míngnián （ a）

二、听录音，练三声变调

1. lǐngdǎo 2. kěyǐ 3. yǔfǎ 4. fǔdǎo 5. kǎoshì

6. qǐngwèn 7. Měiguó 8. jiějie 9. kě’ài 10. xǐhuɑn

三、听录音，学歌谣

Yī-èr-sān-sì-wǔ-liù-qī, 一二三四五六七，

qī-liù-wǔ-sì-sān-èr-yī. 七六五四三二一。

Sān zhī yā, 三只鸭，

sì zhī jī, 四只鸡，

yì qún xiǎo niǎo fēiguòqù. 一群小鸟飞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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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练习课文练习

一、读出下面的电话号码

1. 0036-30-2433129

2. 0036-70-8616238

3. 0086-24-2456-1095

4. 0086-576-3427558

5. 13998856372

6. 1366653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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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下列词语按正确语序排成句子

1. 号码 你 多少 家 的 电话 是

你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

2. 电话 明天 打 你 吧 给 我

明天我给你打电话吧 。

3. 哪儿 在 游泳馆

游泳馆在哪儿 ？

4. 后面 英雄广场 在 的 游泳馆

游泳馆在英雄广场的后面 。

5. 我的家 里面 在 的 学校

我的家在学校的前面 。

6. 我们 回 一起 吧 家

我们一起回家吧 。

三、分角色对话练习

话题：问一问你的老师、同学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四、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

1. 安娜和小雪去游泳吗？

2. 她们去哪儿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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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游泳馆在哪儿？

4. 安娜给小雪家打电话吗？

文化知识文化知识

有趣的数字现象

在汉语里，不同的字发音相同或者类似的现象很常见，这叫同音

或者谐音。因此，在数字中，中国人特别喜欢 6、8、9，不喜欢 4 和 7。

中国人喜欢 6，是因为汉语中有“六六顺”的说法。而且 6是“路”的

谐音，“六六顺”就是“路路顺”。同样，8与“发财”的“发”字谐音，因此 8

也就成了中国人最喜爱的幸运数字之一。另外，9与“久”同音，所以除

了 6和 8，年轻人结婚时还喜欢选带 9的日子，希望幸福生活长长久久。

因为谐音现象的存在，很多数字也约定俗成地被赋予了特殊的

含义。例如，168 就是“一路发”，520 就是“我爱你”，5201314 表示“我

爱你一生一世”。年轻人很喜欢这样的幸运数字组合。

相反，4 的谐音是“死”，7 的谐音是“气”，74 就是“气死”，所以中

国人不喜欢 4 和 7。如果你到中国就会发现，很多高楼的楼层没有

14，因为 14 的谐音是“要死”。

2008 年 8 月 8 日晚 8 点，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中国北京举行。

这是当时的奥运会主会场——鸟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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