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课 今天太冷了

本课目标：

1. 核心词汇：掌握“天气”、“下雨”、“冷”、“热”、“晴天”等与

天气有关的词汇。

2. 语法：掌握助动词“能”的用法。掌握助词“了”放在句尾

的第二种用法。

3. 交际功能：询问天气、表达愿意。

会话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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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妈妈，今天天气怎么样？

妈妈：现在在下雨，天气很冷。

（安娜起床后）

安娜：天哪，天气太冷了，妈妈，我能不能不去学校？

妈妈：安娜，你想喝一杯热咖啡吗？

安娜：想。妈妈，明天天气怎么样？

妈妈：天气预报说明天是晴天，不太冷。

安娜：太好了！

（安娜喝了咖啡）

安娜：现在我不冷了，能去学校了。

Ān Nà: Māmɑ, jīntiān tiānqì zěnmeyàng?

Māmɑ: Xiànzài zài xiàyǔ, tiānqì hěn lěng.

（Ān Nà qǐchuáng hòu）

Ān Nà: Tiān nɑ, tiānqì tài lěng le, Māmɑ, wǒ néngbunéng

bú qù xuéxiào?

Māmɑ: Ān Nà, nǐ xiǎng hē yì bēi rè kāfēi mɑ?

Ān Nà: Xiǎng. Māmɑ, míngtiān tiānqì zěnmeyɑng?

Māmɑ: Tiānqì yùbào shuō míngtiān shì qíngtiān, bú tài

lěng.

Ān Nà: Tài hǎo le!

（Ān Nà hē le kāfēi）

Ān Nà: Xiànzài wǒ bù lěng le, néng qù xuéxiào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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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词生词

1. 天气 tiānqì （名） 天气很好

2. 下雨 xiàyǔ （动） 今天下雨

3. 冷 lěng （形） 太冷了

4. 起床 qǐchuáng （动）

5. 后 hòu （名） 起床后 吃饭后

6. 能 néng （动）

7. 杯 bēi （名/量） 一杯水 一杯茶

8. 热 rè （形） 天气很热 太热了

9. 咖啡 kāfēi （名） 一杯咖啡

10. 明天 míngtiān （名） 今天 昨天

11. 预报 yùbào （名） 天气预报

12. 晴天 qíngtiān （名） 阴天

学习要点学习要点

1.“能”表示可能性。正反问是“能不能”。否定式是“不能”。例如：

① 我能喝一杯咖啡吗？

② 我能不能给你打电话？

③ 我今天不能去学校。

2.“了”用在句子的最后，除了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外，还表示情况即将出

现变化。例如：

① 现在我能去学校了。

② 下午杜丽能去游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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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与扩展替换与扩展

1. 现在下雨。

下雪

天气很冷

天气很热

2. 我能不能去你的学校？

和你一起看电影

给你打电话

请你喝咖啡/茶

3. 今天是晴天。

明天 阴天

4. 现在我不冷了。

八点二十

他十五岁

5. 我下午能去学校了。

妈妈明天能去游泳

他能去学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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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冷
床
能
热
咖
啡
明
预
报
晴

奇妙的汉字奇妙的汉字

雨
雨、雪、云、雷、电，这些都是和天气有关的字。在甲骨文中，“雨”

写成 ，就像天下雨的情形，可以说是中国古人观察生活的生动

记录。所以，从雪 、云 、雷 、电 这些字的写法中我们可以看出，

文字源于生活。

书写汉字书写汉字

拼音练习拼音练习

一、听录音，选出听到的词语

1. a) qìchē b) qíchē ( a )

2. a) qiúsài b) qūcái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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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zěnme b) zhème ( b )

4. a) kěndìng b) yídìng ( a )

5. a) yǎnjīng b) yǎnjìng ( b )

6. a) zúqiú b) zhuīqiú ( a )

7. a) zhǔnbèi b) zūnbēi ( a )

8. a) wèntí b) wéntǐ ( b )

9. a) liànxí b) yǎnxí ( a )

10. a) lǐwù b) míwù ( b )

二、听录音，选择听到的句子

1. A. 小雪的生日是 5 月 2 号。（ B） 2. A. 他是学生。 （ C）

B. 小雪的生日是 9 月 12 号。 B. 他是老师。

C. 小雪的生日是 6 月 12 号。 C. 他是学校的老师。

3. A. 他家有几口人？ （ B） 4. A. 他喜欢游泳。 （A）

B. 他家有七口人。 B. 他喜欢唱歌。

C. 他家有十七口人。 C. 他喜欢上网。

三、听录音，学唐诗

Jìngyèsī 静夜思

Chuángqián míng yuèguāng, 床前明月光，

yí shì dìshɑng shuāng. 疑是地上霜。

Jǔtóu wàng míngyuè, 举头望明月，

dītóu sī gùxiāng. 低头思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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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练习课文练习

一、根据下面的句子完成对话

1. A：今天天气冷不冷 ？

B：今天天气很冷。

2. A：明天下雨吗 ？

B：明天不下雨。

3. A：今天是晴天吗 ？

B：对，今天是晴天。

4. A：你想去中国吗 ？

B：我想去中国。

5. A：你有热咖啡吗 ？

B：我有热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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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能”把下面的肯定句变成疑问句

1. 你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吧。

你能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吗 ？

2. 小雪会唱周杰伦的歌。

小雪能不能唱周杰伦的歌 ？

3. 今天下午两点我们一起游泳吧。

今天下午两点我们能一起游泳吗 ？

4. 你给我打手机吧。

你能给我打手机吗 ？

三、用“了”回答下面的问题

1. A：你多大了？

B：我十五岁了 。

2. A：现在几点了？

B：现在十点了 。

3. A：现在你冷不冷？

B：现在我不冷了 。

4. A：你妈妈现在能去学校吗？

B：我妈妈现在能去学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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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你下午能去唱歌吗？

B：我下午能去唱歌了 。

四、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安娜想不想去学校?

3. 妈妈给了安娜什么东西？

4. 喝了咖啡，安娜冷不冷了？

文化知识文化知识

你穿棉袄我穿纱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所以从南方到北方，在同一个季节

里，气温的差距非常大。比如在寒冷的冬季，北方城市哈尔滨常常是

白雪茫茫，人们外出时从头到脚都穿着厚实的衣服，回到家里再一层

层脱掉。但是在温暖的三亚，人们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在那里你可能

买不到羽绒服。所以如果有南方人告诉你，他从来没有见过雪，那一

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在中国南方的有些城市，一年四季温暖如春。

天气影响食物，所以在中国南、北方的食物种类也有所不同。比

如南方雨水充足，蔬菜种类繁多，主食以米饭为主。北方的蔬菜种类

较少，主食以面食为主。

看看下面的地图，你就知道北方的哈尔滨离南方的三亚有多远了。

小作业：在匈牙利，气温有没有南北方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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