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课 别忘了把空调关了

STANDARD COURSE
HSK 3

1 2 3 4



复习

1.你在这个地⽅住了多久了？
     你喜欢这⼉吗？
2.我们每课的新词多不多？
     有⼏个？
3.你做的饭好吃还是妈妈做的饭好吃？
4.旅游的时候，坐⻜机好还是坐⽕⻋好？
    为什么？
5.你觉得在⼤公司⼯作好还是在⼩公司⼯作
好？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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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课 别忘了把空调关了

STANDARD COURSE
HSK 3

Part 1 课⽂ 1



词汇

n. library图书馆

v. to borrow, to lend借

n. dictionary词典

v. to return还

túshūguǎn

jiè

cídiǎn

dēng灯

huán

n. light, lamp



túshūguǎn 
图  书   馆:  n. biblioteca

体育馆
饭馆
茶馆



jiè
借：v.prestar; pedir prestado

借书
借了五⼗块钱
我能借你的⼿机⽤⼀下吗？



cídiǎn
词典：n.diccionario

康(kāng) 熙(xī) 字典  
新华字典



huán
还：v. devolver

还书
还钱
你上次借的钱还没还呢。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dēng
灯：n. lámpara, luz

开灯 关灯
路灯 台灯 



语⾔点

A 把(prep.) B + V +  ……

请你把⾐服洗了。

帮我把这本词典还了。

你把灯关了吧。



语⾔点

A + 没/别/可以/不能 + 把 B + V + ……

你没把书给我。

你别把⼿机忘了。

你可以把空调关了吗？

我不能把电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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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在教室

⼩明：我先⾛了。

同学：你去哪⼉？

⼩明：我去图书馆借本书。

同学：帮我把这本词典还了吧。

⼩明：好，等⼀会⼉你离开教室的时
候，记得把灯关了。

同学：好的，放⼼吧。

11-1.mp3



根据课⽂回答问题：练习

⼩明要去哪⾥？1.

2.⼩明想要⼲什么？

3.同学想要⼩明做什么？

4.⼩明想要同学做什么？



第⼗⼀课 别忘了把空调关了

STANDARD COURSE
HSK 3

Part 2 课⽂ 2



你能说出下⾯物品的名称吗？

热⾝

A

B

C

D



词汇

n. meeting, conference会议

v. to end, to finish结束

v. to forget忘记

n. air conditioner空调

v. to return off, to close关

huìyì 

jiéshù

wànɡjì

kōnɡtiáo

ɡuān

地铁 n. subwaydìtiě 



huìyì
 会 议:n.reunión, conferencia



jiéshù
结 束: v. terminar, finalizar

会议开始了。
会议还没结束。



wàngjì
  忘    记：v. olvidar, olvidarse



kōngtiáo
  空      调：n.aire acondicionado

你家有空调吗？
空调对环境不好。



guān
关：v. cerrar, apagar

请把空调关了。
请关灯。
我刚把⻔关了。



dìtiě
地铁：n.metro, subway

我每天早上坐地铁去公司。
坐地铁⽐开⻋更快。



语⾔点 数字+左右

周末我⼀般⼗点左右起床。

王经理两点左右来了个电话。

我们公司有五百⼈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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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在会议室

周明：会议结束后，别忘了把空调关了。

⼩丽：好的。王经理两点左右来了个电话。

周明：他已经到北京了？

周明：等他到了就告诉我。

⼩丽：是的，他正坐地铁来我们公司呢。

11-2.mp3



根据课⽂判断对错练习

周明、⼩丽和王经理都在会议室。1.

2. 王经理两点能到公司。

3. 王经理坐地铁来公司。



第⼗⼀课 别忘了把空调关了

STANDARD COURSE
HSK 3

Part 3 课⽂ 3



热⾝
给下列单词选择对应的图⽚：

A B C



词汇

m. pair双

n. chopsticks筷⼦

n. beer啤酒

m.mouthful⼝

n. bottle瓶⼦

shuānɡ
kuàizi

píjiǔ

kǒu
pínɡzi



刚才

shuāng
    双：clasif. par 

⼀双⽪鞋



刚才

kuàizi
   筷 ⼦:n. palillos

⼀双筷⼦   
再拿两双筷⼦来，⼀会⼉来两个朋友吃饭。



刚才

píjiǔ
啤酒：n.cerveza

再来两瓶啤酒。
桌⼦上放着⼀个啤酒瓶。



刚才

kǒu
⼝：clasif. bocado

⼀⼝ 喝⼀⼝ ⼀⼝酒 
你只喝了⼀⼩⼝咖啡，是不是不好喝？



语⾔点

还差=少

这⾥还差/少⼀双筷⼦，你去拿⼀下。

还差/少⼀个⼈就可以出发了。

我想买这件⾐服，但是还差/少30元钱。



语⾔点 双

⼀双袜⼦

⼀双⼿

两双筷⼦

三双鞋⼦



语⾔点 ⼝

我现在不饿，⼀⼝饭都吃不下。

她会说⼀⼝流利的汉语。

我家⼀共有三⼝⼈。



刚 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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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在客厅

妈妈：还差⼀双筷⼦，你去拿⼀下。

妈妈：今天是你爸爸的⽣⽇。

⼉⼦：真的啊？我把爸爸的⽣⽇忘了。
那我们今天喝点⼉啤酒吧。

⼉⼦：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菜？

妈妈：医⽣说你爸爸⼀⼝酒都不能
喝，别让他看⻅酒瓶⼦。

11-3.mp3



根据课⽂判断对错练习

今天是爸爸的⽣⽇。1.

2. 今天他们要喝点⼉酒。

3. 爸爸不喜欢喝酒。



第⼗⼀课 别忘了把空调关了

STANDARD COURSE
HSK 3

Part 4 课⽂ 4



你明⽩这句话的意思吗？热⾝

ɡuìrén duō wànɡ shì
  贵 ⼈    多     忘      事



词汇

n. notebook,laptop笔记本

（电脑）

n. e-mail电⼦邮件

v./n. to be used to; habit习惯

bǐjìběn
（diànnǎo）

diànzǐ yóujiàn

xíɡuàn



bǐjìběn diànnǎo
笔记本 电脑：n. notebook, laptop



diànzǐyóujìan
  电⼦  邮   件：n. correo electrónico

写电⼦邮件 
发电⼦邮件 
你能⽤汉语给⽼师发⼀个电⼦邮件吗？



xíguàn
习   惯：v.estar acostumbrado/hábito
 



语⾔点

习惯（v.）……/不习惯……

我已经习惯⽤电脑学习和⼯作了。

我不习惯吃饭的时候聊天。

他已经习惯在中国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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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这个笔记本电脑我去年买的时候要五千
块左右，现在便宜多了。我想把这个电
脑卖了，再买⼀个更好的。现在我每天
起床后的第⼀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电
⼦邮件。我已经很少写信，也很少⽤笔
写字，已经习惯⽤电脑来学习和⼯作
了。哪⼀天突然没有了电脑，我们怎么
办呢？

11-4.mp3



根据课⽂判断对错练习

“我”想买⼀台新电脑。1.

2. “我”习惯⽤笔写字。

3. “我”不能没有电脑。



⽤本课新学的语⾔点和词语描绘图⽚ 练习

A：⾳乐会就要开始了，先⽣，请您___⼿
机___        了。
B：好的，我⻢上关，请问还有多⻓
时间开始？

A：还有五分钟___        。
B：谢谢。

左右 关 把



⽤本课新学的语⾔点和词语描绘图⽚练习

A：你今天打算⼏点睡觉？
B：⼗点半___       。
A：睡觉以前___       忘了
       ___       ⽜奶喝了。 
B：没问题。

把 左右 别



⽤本课新学的语⾔点和词语描绘图⽚练习

A：昨天谁是最后⼀个离开办公室的？
B：是我，我昨天是⼀点__       离开的。
A：你是不是忘了把__        关了？
B：对不起，我以后⼀定不会忘__       空调。

空调 关 左右



⽤本课新学的语⾔点和词语描绘图⽚练习

A：你下午要去⻅⼩刚吗？
B：对，我下午____去他那⾥。
A：你____ 帮我把钱____ 给他吗？
B：没问题，我帮你还他。

还 习惯可以



11-5.m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