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课 我喜欢听歌

本课目标：

1. 核心词汇：掌握“听歌”、“唱”、“好听”、“首”的用法。掌握

表达爱好的相关词汇。

2. 语法：掌握“在+动词”的用法。掌握助动词“会”的用法。

3. 交际功能：介绍爱好

会话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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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在听歌）

左立：小雪，你在听歌吗？

小雪：对，我在听歌，周杰伦的歌。

左立：周杰伦是谁？

小雪：周杰伦是中国有名的歌手，年轻人都很喜欢他的歌。

左立：你会唱他的歌吗？

小雪：会。（小雪唱周杰伦的歌）

左立：真好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小雪：《听妈妈的话》。左立，你喜欢听歌吗？

左立：我也喜欢听歌，我喜欢 LOLA的歌。你知道 LOLA吗？

小雪：我知道，她是匈牙利有名的歌手。

左立：小雪，你还喜欢什么？

小雪：我还喜欢看电影、游泳、上网和睡觉。你呢？

左立：我喜欢骑自行车、看书和玩电脑。我也喜欢看电影，下星期六

我们一起看电影吧！

小雪：好的。

（Xiǎoxuě zài tīnggē）

Zuǒ Lì: Xiǎoxuě, nǐ zài tīnggē mɑ?

Xiǎoxuě: Duì, wǒ zài tīnggē, Zhōu Jiélún de gē.

Zuǒ Lì: Zhōu Jiélún shì shuí?

Xiǎoxuě: Zhōu Jiélún shì Zhōngguó yǒumíng de gēshǒu,

niánqīng rén dōu hěn xǐhuɑn tā de gē.

Zuǒ Lì: Nǐ huì chàng tā de gē mɑ?

Xiǎoxuě: Huì.（Xiǎoxuě chàng Zhōu Jiélún de g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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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ǒ Lì: Zhēn hǎotīng! Zhè shǒu gē jiào shénme míngzi?

Xiǎoxuě: Tīng māmɑ de huà. Zuǒ Lì, nǐ xǐhuɑn tīnggē

mɑ?

Zuǒ Lì: Wǒ yě xǐhuɑn tīnggē, wǒ xǐhuɑn LOLA de gē.

Nǐ zhīdào LOLA mɑ?

Xiǎoxuě: Wǒ zhīdào, tā shì Xiōngyálì yǒumíng de gē-

shǒu.

Zuǒ Lì: Xiǎoxuě, nǐ hái xǐhuɑn shénme?

Xiǎoxuě: Wǒ hái xǐhuɑn kàn diànyǐng, yóuyǒng, shàng-

wǎng hé shuìjiào. Nǐ ne?

Zuǒ Lì: Wǒ xǐhuɑn qí zìxíngchē, kànshū hé wán diàn-

nǎo. Wǒ yě xǐhuɑn kàn diànyǐng, xià xīngqīliù

wǒmen yìqǐ kàn diànyǐng bɑ！

Xiǎoxuě: Hǎo de.

生词生词

1. 听 tīng （动） 听英语 听汉语课

2. 歌 gē （名） 听歌 一首歌

3. 歌手 gēshǒu （名） 一个歌手

4. 年轻 niánqīng （形） 年轻的学生 年轻的妈妈

5. 会 huì （动）

6. 唱 chàng （动） 唱歌

7. 好听 hǎotīng （形） 好听的歌

190



第十八课 我喜欢听歌

8. 首 shǒu （量） 一首歌 这首好听的歌

9. 上网 shàngwǎng （动） 喜欢上网 爱上网

10. 睡觉 shuìjiào （动） 喜欢睡觉 爱睡觉

11. 骑 qí （动）

12. 自行车 zìxíngchē （名） 骑自行车 一辆自行车

13. 玩 wán （动）

14. 电脑 diànnǎo （名） 玩电脑

专名专名

1. 周杰伦 Zhōu Jiélún

2.《听妈妈的话》 Tīng māmɑ de huà

学习要点学习要点

1.“在”用在动词前面，表示动作正在进行。例如：

① A: 你在做什么？ B: 我在吃苹果。

② A: 你在学什么？ B: 我在学汉语。

③ A: 你在看什么呢？ B: 我在看电影呢。

2.“会”是助动词，表示通过学习而具有的某种能力，否定式用“不会”，正

反问是“会不会”。例如：

① 我会说汉语。

② 我不会游泳。

③ 你会不会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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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与扩展替换与扩展

1. 我喜欢唱歌，还喜欢骑自行车。

左立的妈妈 做菜 上网

小雪的妈妈 看电影 看书

高博的爸爸 吃苹果 吃西瓜

2. 我爸爸在看书。

他妈妈 说汉语

杜丽的爸爸 看电影

高博的狗 睡觉

左立 听歌

奇妙的汉字奇妙的汉字

听
“听”字由两部分组成，“口”和“斤”，其中“斤”（jīn）和“听”（tīng）

的读音有关，“口”与“听”的意思有关。甲骨文的“听”写成 ,字

形左边 是耳朵的形状，右边 是嘴巴，表示用耳朵听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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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汉字书写汉字

拼音练习拼音练习

一、听录音，选择听到的句子

1. A. 你有几支笔？ B. 你有几本书？ C. 你有几个弟弟？（A）

2. A. 我要吃苹果。 B. 她要吃香蕉。 C. 左立要吃葡萄。（B）

3. A. 这是我的学校。 B. 那是我的教室。 C. 这是我的家。 （B）

4. A. 我十五岁。 B. 他五十岁。 C. 她五十五岁。 （C）

听
歌
手
轻
会
唱
首
网
睡
觉
骑
自
行
车
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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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妈妈晚上八点半回家。 B. 安娜晚上八点回家。

C. 我晚上八点一刻回家。 （B）

二、写出听到的号码

1. 0630 6231428 2. 0620 7781941

3. 0036 9925116 4. 0610 6178215

5. 0086 8881172 6. 0021 8162745

三、听录音，学绕口令

Hóng fènghuɑng, 红凤凰，

fěn fènghuɑng, 粉凤凰，

hóng fěn fènghuɑng, 红粉凤凰，

huā fènghuɑng, 花凤凰，

fěn hóng qiángshɑng huà fènghuɑng, 粉红墙上画凤凰，

fènghuɑng huà zài fěnhóng qiáng. 凤凰画在粉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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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练习课文练习

一、看图回答问题

桌球 武术

1. A：他喜欢做什么？ 2. A：他喜欢做什么？

B：他喜欢打桌球 。 B：他喜欢练武术 。

骑马 上网

3. A：他喜欢做什么？ 4. A：她喜欢做什么？

B：他喜欢骑马 。 B：她喜欢上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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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会”造句

跳舞 唱歌

1. 他会跳舞 。 2. 她会唱歌 。

滑冰 骑自行车

3. 他会滑冰 。 4. 他会骑自行车 。

三、用“还”完成句子

爬山 上网

1. 她喜欢爬山 ， 还喜欢上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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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看图回答问题

游泳 骑自行车

2. 他喜欢游泳 ， 还喜欢骑自行车 。

1. A：他在做什么？ 2. A：他在做什么？

B：他在游泳 。 B：他在骑马 。

3. A：她在做什么？ 4. A：她在做什么？

B：她在上网 。 B：她在爬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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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知识文化知识

中国的流行音乐

如果你去中国，你会发现各种媒体播放最多的音乐种类就是流

行音乐，最受大众欢迎的也是流行音乐。而说起中国流行音乐的发

展，却与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才逐渐出现了流行

音乐，而那一时期，香港、台湾地区也陆续有一些流行歌曲通过广东

流传到内地。这其中尤其以台湾歌手邓丽君为代表，她的演唱风格

影响了不止一代的内地歌手。后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

水平的提高，全社会越来越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接受和包容流行文化，

所以流行音乐也得到了极速的发展。

在流行音乐的普及过程中不能不提到卡拉 OK。在中国不仅酒

吧、饭馆里有卡拉 OK，很多家庭也有卡拉 OK 机，所以每逢节假日人

们总是在卡拉 OK 的伴奏下应亢高歌，过一把当“歌星”的瘾。所以如

果你去中国，中国朋友邀请你去专门的卡拉 OK 歌厅唱歌也是件常见

的事。

下面这首《老鼠爱大米》是前几年在中国流行的一首歌，歌中唱

道：“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你可能会感到奇怪，为

什么这首歌把人和人之间爱的表示与老鼠对大米的热爱联系起来？

这可能表达出中国人对爱的一种认识，爱一个人，就努力地照顾他的

胃，并送给他最爱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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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业：请你的老师来教你学唱这首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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