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5 课

我是坐飞机来的

《HSK标准教程》第1册



热身warm-up
• 给下面的词语选择对的图片

Match the pictures with the words/phr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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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大学

出租车

生词New Words

#'7#

-.#/'.#

89:;

年

饭店

*一起

$&<19#$高兴 !"#$听

飞机 -*'0"



认识

大学

出租车

生词New Words

年

饭店

*一起

高兴 听

飞机



认识

生词New Words

认识你很⾼兴 biangbiang面鸡⾁面

认识!"
不认识⼤卫

你认识⼤卫吗？

认识这个字 不认识这个字
认识这个字吗？

你是在哪⼉认识⼤卫的？你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年

生词New Words

⼀年 两年 ⼏年 哪年

前年 去年明年

前/后 十年前 十年后

Year 2010   2010年后 今年是2022年。
去年是2021年。 明年是2023年。



大学

生词New Words

上⼤学⼤学⽣ ⼤学#$
中学 小学



一起

生词New Words

⼀起吃饭 ⼀起学习

!"#朋友⼀起吃饭 跟同学⼀起学习

（跟+谁）+一起+动词



认识

大学

年

一起

生词New Words
认识你很⾼兴

认识⼤卫 不认识⼤卫 认识⼤卫吗？

认识这个字 不认识这个字 认识这个字吗？

在哪⼉认识的？ 什么时候认识的？

⼀年 两年 ⼏年 哪年

上⼤学 ⼤学⽣ ⼤学同学

中学 小学

⼀起吃饭 ⼀起学习

跟朋友⼀起吃饭 跟同学⼀起学习



语言点Language Points
1.“是……的”句 The Structure“是……的”

主语（+是）+时间/地点/方式+动词（宾语）+的。

!"#$%&' ( )*+%,-./&%,0/11%2 Verb 3

我 是 昨天 % 的。

这 是 &北京 买 的。

你们 是 '么 来饭店 的？



语言点Language Points
1.“是……的”句 The Structure“是……的”

!"#$%&' 4 ( )*+%,-./&%,0/11%2 Verb 3

我 不 是 昨天 来 的。

这 不 是 在北京 买 的。

我们 不 是 ()*+ 来 的。

主语+不是+时间/地点/方式+动词（宾语）+的。



+什么时候
主语（+是） +在哪儿 +动词（宾语）+的？

+怎么

1.“是……的”句 The Structure“是……的”

语言点Language Points

他是什么时候去!"#的？

$%东西是在哪儿买的？

你是怎么来孔院的？



你是怎么来&'()的？

1.我是我爸爸开车*来孔院的。

2.我是+,-来孔院的。

3.我是坐出租车来孔院的。



./0!12"#$%&'!()

他是开车去（商店）的。



!"#!$%&'("
#$%&'()*+,

他们是在大学认识的。



$*%+',-./()

$*%012./(3
$*%45561./(3
$*%78./(3



语言点Language Points

2.日期的表达（2）Expression of Date(2)

（2）A: 今天⼏!？星期⼏？
B: 今天9月10号，星期三。

（3）我们是2011年9月认识的。

（1）明天是2014年5月11号。



!"#$%&'!#()*+,

!""-%.'!"()*+/

!"""%#!'!0()*+1

#..-%2'#$()*+3

45678,39:



课文Text 1

在餐桌旁 !"#"$%#&'('()#"*+,%

#;<=>?@ABCDEFGHI

<JA!"##%.'FGH:

!;<JAKLMFGHI

<JAKNOFGH:

&;<JABC#$I<JAPNQN:



课文Text 1

=; )3 >; 1'?<0'@ 6)9 6)3#AB 6)C)<2 45#6)' /BD

A：你和李 小姐 是 什么 时候 认识 的？

EFAB# 6)9 54 GC#$ 8" 8" #'7# 0'H 825 45#6)' /BD

B：我们 是 2011           年 9   月 认识 的。

=;AB# ,.' #?4 45#6)' /BD

A：你们 在 哪⼉ 认识 的？

EFAB# 6)9 ,.' 1231'.< 45#6)' /BDDDDDD!& 6)9 IF /.123 !J#$123

B：我们 是 在 学校 认识 的，她 是 我 ⼤学 同学。

在餐桌旁 !"#"$%#&'('()#"*+,%



课文Text 1

A：你和$小姐 是 什么 时候 认识 的？

B：我们 是 2011           年 9   月 认识 的。

A：你们 在 哪⼉ 认识 的？

B：我们 是 在 学校 认识 的，她 是 我 ⼤学

同学。

在餐桌旁 !"#"$%#&'('()#"*+,%



课文Text 1

A：你和李 小姐 是 ___________认识 的？

B：我们 是 ____________认识 的。

A：你们 ___________认识 的？

B：我们 是 _________ 认识 的，她 是 我 ____________。

在餐桌旁 !"#"$%#&'('()#"*+,%



课文Text 1

A：你和李 小姐 _______________？

B：我们 ______________。

A：你们 ____________？

B：我们 _________________，她 是 我 ⼤学 同学。

在餐桌旁 !"#"$%#&'('()#"*+,%



课文Text 2

在饭店门口 -."/'&%#*#$0",%

45JRST

1.他们是怎么来饭店的？
他们是坐出租车来饭店的。
2.李先生是怎么来饭店的？
他是和朋友一起开车来的。



课文Text 2

在饭店门口 -."/'&%#*#$0",%

=;AB# 6)9 ,@#AB G7' -.#/'.# /BD

A：你们 是 怎么 来 饭店 的？

EFAB# 6)9 ,2K ()+,+()* G7' /BD

B：我们 是 坐 出租车 来 的。

>; 1'&#6)B#$ #BD

A：李 先⽣ 呢？

L& 6)9 )3 M3#$8<2 89:; %&' ()* G7' /BD

B：他 是 和 朋友 ⼀起开 车 来 的。



课文Text 2

在饭店门口 -."/'&%#*#$0",%

A：你们 是 怎么 来 饭店 的？

B：我们 是 坐 出租车 来 的。

A：!"# 呢？

B：他 是 和 朋友 ⼀起开 车 来 的。



课文Text 2

在饭店门口 -."/'&%#*#$0",%

A：你们 是 ________ 来 饭店 的？

B：我们 是 ___________来 的。

A：李 先⽣ 呢？

B：他 是 和 朋友 ⼀起_________ 来 的。



课文Text 2

在饭店门口 -."/'&%#*#$0",%

A：你们 是____________的？

B：我们 是 ___________来 的。

A：李 先⽣ 呢？

B：他 是 _____________ 来 的。



生词New Words

听

听)乐

听CD 听老师说 听朋友说

听+谁+说



课文Text 3

在公司 1(#*#2034*(5

!"#$%&'(
#$%)*+

,"#-./0)*1(
#-2340)*1+



! "#$%&'%()$

*$



课文Text 3

N@# $&<19#$ 45#6)' #C# >; 1'?<0'@

A：很 ⾼兴 认识 您！李 小姐。

O5#6)' #; IF 8@ )@# $&<19#$

B：认识你 我 也 很 ⾼兴！

L"#$ P)&#$ 1'&#6)B#$ 6)2Q #C# 6)9 ,2K -*'0" G7' R@'0"#$ /BD

A：听 张 先⽣ 说，您 是 坐飞机来 北京 的？

S)9 /BD

B：是 的。

在公司 1(#*#2034*(5



课文Text 3

A：很 ⾼兴 认识 您！3"#。

B：认识你 我 也 很 ⾼兴！

A：! -"# 说，您 是坐./% 北京 的？

B：是 的。

在公司 1(#*#2034*(5



课文Text 3

A：______________！李 小姐。

B：认识你 ___________！

A：___________，您 是 坐飞机来 北京 的？

B：是 的。

在公司 1(#*#2034*(5



练习Exercises

EFAB# 6)9 ,.' R&GC

我们 是 在巴黎（Paris）

/B

________的。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认识



练习Exercises

EFDA3'D%.#0'.#D>;DG?<6)"D

我 没 看见 李老师，

!&D6)9D6)3#AB 6)C)<2

她是 什么 时候________？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来的



练习Exercises

P)51'* 8"-2 TU 0"#!'&# /BD

这些衣服不________今天________的，

6)9 ,2J!'&# A?' /BD

是 昨天 买 的。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是 买



练习Exercises

EFAB# 6)9 8;:; G7' /BD

我们 是⼀起________ 来 的，

IF TU 1;)2V# ,2K ()+,+()*

我不 喜欢 坐 出租车。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开车



运用Application
1.双人活动 Pair Work

P)5$B 6)9 ,.' #?4 A?' /BW

例如：A：这个 是 在哪⼉ 买 的？
P.' 6)&#$/'.# A?' /BX

B：在 商店 买 的。
S)3#AB 6)C)<2 A?' /BW

A：什么 时候 买 的？
P2J!'&# A?' /BX

B：昨天 买 的。

N.#8H 6)+ 8"-2 T*',' /'.##?<
汉语书 衣服 杯⼦ 电脑



课堂活动——……的朋友

• 介绍一位你的朋友

例如：我认识……（名字）（多长时间）了。
我们是……（时间）认识的。
我们是在……（地⽅）认识的。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1-5: ✓✗✓✗✗

$

%



6-10: DAEFB



11-15:
BBC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