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课 米饭真好吃

本课目标：

1. 核心词汇：掌握“喜欢”、“有名”、“这些”、“知道”、“下”、

“次”的用法。

2. 语法：掌握“太……了”的用法。掌握副词“还”和副词

“真”的用法。掌握量词“次”的用法。

3. 交际功能：介绍信息、安排事情。

会话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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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高博，今天我们一起吃中国菜，怎么样？

高博：太好了！

小雪：你喜欢吃什么？

高博：我喜欢吃米饭，米饭真好吃。

小雪：还有呢？

高博：还有鱼香肉丝和宫保鸡丁。

小雪：这些都是有名的中国菜，还有北京烤鸭。你知道北京烤鸭吗？

高博：我知道，我也喜欢北京烤鸭，还有包子、饺子。

小雪：匈牙利有名的菜是什么？

高博：匈牙利有名的菜是土豆牛肉汤和鱼汤，下次我们一起去吃匈牙

利菜吧。

小雪：好的。

Xiǎoxuě: Gāo Bó, jīntiān wǒmen yìqǐ chī Zhōngguó cài,

zěnmeyɑng?

Gāo Bó: Tài hǎo le!

Xiǎoxuě: Nǐ xǐhuɑn chī shénme?

Gāo Bó: Wǒ xǐhuɑn chī mǐfàn, mǐfàn zhēn hǎochī.

Xiǎoxuě: Hái yǒu ne?

Gāo Bó: Hái yǒu Yúxiāng Ròusī hé Gōngbǎo Jīdīng.

Xiǎoxuě: Zhèxiē dōu shì yǒumíng de Zhōngguó cài, hái

yǒu Běijīng Kǎoyā. Nǐ zhīdào Běijīng Kǎoyā mɑ?

Gāo Bó: Wǒ zhīdào, wǒ yě xǐhuɑn Běijīng Kǎoyā, hái yǒu

bāozi, jiǎo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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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ǎoxuě: Xiōngyálì yǒumíng de cài shì shénme?

Gāo Bó: Xiōngyálì yǒumíng de cài shì tǔdòu niúròu tāng hé

yú tāng, xià cì wǒmen yìqǐ qù chī Xiōngyálì cài

bɑ.

Xiǎoxuě: Hǎo de.

生词生词

1. 菜 cài （名） 中国菜 匈牙利菜

2. 米饭 mǐfàn （名） 好吃的米饭

3. 真 zhēn （副/形） 真好吃 真漂亮

4. 这些 zhèxiē （代） 这些学生 这些学校

5. 有名 yǒumíng （形） 有名的菜 有名的人

6. 知道 zhīdào （动）

7. 包子 bāozi （名） 一个包子

8. 饺子 jiǎozi （名） 一个饺子

9. 土豆 tǔdòu （名） 好吃的土豆

10. 牛肉 niúròu （名） 匈牙利牛肉 中国牛肉

11. 汤 tāng （名） 牛肉汤

12. 鱼 yú （名） 鱼汤 土豆牛肉汤

13. 下 xià （名/量/动） 下星期天 下个月

下个星期

14. 次 cì （量） 一次 这次 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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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名专名

1. 鱼香肉丝 Yúxiāng Ròusī

2. 宫保鸡丁 Gōngbǎo Jīdīng

3. 北京烤鸭 Běijīng Kǎoyā

学习要点学习要点

1.“太+形容词/动词”用于赞叹，形容词、动词大多是褒义的。句末常带

“了”。例如：

① 这些中国菜太好吃了！

② 你的家太漂亮了！

2.“真”是表示程度的副词，放在动词或者形容词前面，表示对情况的肯定

和强调。例如：

① 米饭真好吃！

② 你的女儿真漂亮。

3.“这些”是“这”的复数形式，“那些”是“那”的复数形式。例如：

① 这些是鱼汤，那些是烤鸭。

② 这些是书，那些是笔。

4.“下”在本课是名词，指次序靠后的。限于和数量短语组合。与“上”相

对。例如：

下（一）次 下（一）个 上（一）次 上（一）个

其中“一”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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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名词”指后一半时间或即将来到的时间。与“上+名词”相对。例

如：

下星期天 下个星期 下个月 下半年

上星期天 上个星期 上个月 上半年

5.“次”是量词，用于重复出现的事物或动作。例如：

下次 一次

替换与扩展替换与扩展

1. 我喜欢吃米饭，米饭真好吃。

吃包子 包子 好吃

喝果汁 果汁 好喝

看电影 电影 好看

2. 你知道北京烤鸭吗？

土豆牛肉汤

四虎市场

王老师

我的手机号码

3. 这些是中国菜，那些是匈牙利菜。

桌子 椅子

书 笔

土豆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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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好了。

大 酷 漂亮 好吃

5. 下次我们去吃匈牙利菜。

下星期三

下个月

奇妙的汉字奇妙的汉字

米
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意思是说吃饭是人生活的根本。

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食物是国家的安

身基础。所以在甲骨文中我们看到，“米”字像一些散开的米粒， ，中

间有一横画，表示放置架子的间隔。而且“米”字旁的字大多都是与食

物有关，比如“粮”、“糖”。

书写汉字书写汉字

菜
喜
欢
米
饭
鱼
香
肉
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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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练习拼音练习

一、练习读出下面的时间

1. 2011 年 1 月 13 号晚上 11:18 2. 1994 年 9 月 18 号早上 8:30

3. 1806 年 7 月 22 号上午 9:15 4. 1971 年 8 月 30 号下午 4:00

5. 1988 年 4 月 14 号晚上 12:00 6. 1750 年 2 月 28 号早上 10:45

宫
保
鸡
丁
北
京
烤
鸭
些
知
道
包
饺
土
豆
牛
汤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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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听录音，选择听到的词语

1. a) értóng b) tóngxué （ b）

2. a) biǎozhāng b) zhānglì （ a）

3. a) màoshèng b) shèngshì （ a）

4. a) liáotiānr b) xiǎoháir （ b）

5. a) xīguā b) shíhou （ b）

6. a) tàijí b) nàixīn （ a）

7. a) shénme b) zěnme （ b）

8. a) zhǔchí b) zūnjìng （ a）

9. a) kèguān b) kěnéng （ b）

10. a) xiàwǔ b) xià cì （ b）

三、听录音，学古诗

DDēēng Gung Guàànqunquèè LLóóuu 登鹳雀楼登鹳雀楼

BBáái ri rìì yyīī shshāān jn jììn,n, 白日依山尽白日依山尽，，

huhuáánghnghéé rrùù hhǎǎi lii liúú.. 黄河入海流黄河入海流。。

YYùù qiqióóng qing qiāān ln lǐǐ mmùù,, 欲穷千里目欲穷千里目，，

ggèèng shng shààng yng yìì ccééng lng lóóu.u. 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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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练习课文练习

一、看图填空。

1. 这是米饭 。 2. 这些是包子 。

3. 那些是饺子 。 4. 这是鱼香肉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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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是宫保鸡丁 。 6. 那是北京烤鸭 。

二、将下列词语按正确语序组成句子

1. 中国菜 一起 今天 吃 我们

我们今天一起吃中国菜 。

2. 米饭 吃 喜欢 我 真

我真喜欢吃米饭 。

3. 都 这些 中国菜 的 有名 是

这些都是有名的中国菜 。

4. 吧 我们 中国商店 去 现在

我们去中国商店了 。

5. 苹果 个 真 这 好吃

这个苹果真好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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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还”完成句子

1. 我喜欢吃饺子，还喜欢吃包子 。

2. 我喜欢吃北京烤鸭，还喜欢吃宫保鸡丁 。

3. 我喜欢吃苹果，还喜欢吃香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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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

1. 今天高博和小雪一起吃中国菜吗？

2. 高博喜欢吃米饭吗？他还喜欢吃什么？

3. 中国有名的菜有哪些？匈牙利呢？

文化知识文化知识

饺子就是家的味道

饺子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中国食物，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很平常，

可是意义又不太一样。因为在中国包饺子常常是全家人一起做，有

人擀饺皮，有人包饺子，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儿，热热闹闹的。所

以春节包饺子也成为中国人过年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中国的北方。

实际上，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在明清时期就已经相当盛行。饺子的样

子像元宝，而饺子一般要在大年三十晚上 12 点以前包好，待到半夜子

时吃，而这时正是农历正月初一的开始，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

“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

思。而很多住在外国的中国人过春节时一般都在工作，不可能休息，

但他们一定会吃饺子。因为在中国人看来，饺子就是家的味道。

另外，中国人吃饺子的花样也很多。有些餐馆专门就是饺子馆，

它们有上百种饺子供顾客选择。这也成为中国食物的一道独特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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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业：匈牙利最有代表性的食物是什么？你喜欢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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