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课 把重要的东⻄放在我这⼉吧

STANDARD COURSE
HSK 3

1 2 3 4



复习

1.你有事不能去图书馆，请朋友帮你还
书，该怎么说？
2.夏天的晚上，出⻔的时候你要做什么？ 
3.你习惯⽤电脑做什么？
4.昨天你学了多⻓时间的汉语？
5.⽐较贵的⼿机多少钱⼀个？⽐较便宜的
呢？你觉得我买个哪个⽐较好？



热⾝ 你明⽩这句话的意思吗？

zǎo shuì zǎo qǐ shēntǐ hǎo
  早     睡   早    起   ⾝ 体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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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COURSE
HSK 3

Part 1 课⽂ 1



词汇

n. sun太阳

n. west西

v. angry⽣⽓

tàiyáng
xī
shēngqì



tàiyáng
 太 阳：n. Sol

太阳眼镜
阳伞，阳台
⽇？⽉？⽉亮？
今天的太阳太晒了！
中午的太阳太⼤了，别出⻔了。



xī
西：n.oeste, occidente
 

西⽠，东西，
中医，西医，
中餐，西餐(cān)
西湖，西语（西班⽛语）
太 阳 从 西 边 出 来。
三⼗年河东，三⼗年河西。



shēng qì
   ⽣ ⽓: v. enfadarse

很⽣⽓-我忘了爸爸的⽣⽇，他很⽣⽓。
不⽣⽓-这件事是我错了，你别⽣⽓。
⽣病 
⽣词 ⽣⽇ 



语⾔点 就

坐⻜机⼀个⼩时就到了。

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的家。

你怎么这么早就要睡觉了？

modificación adverbial ：
temprano, pronto, rápida y sin problemas
（suave）.



语⾔点

坐⽕⻋⼋个⼩时才能到。

弟弟三个⼩时才做完作业。

以前都要12点以后才睡觉。

才

modificación adverbial ：
tarde, lento, no suave



8：30上课。
⼤⼭7：00来了。 
⻢可9：30来了。
 
他们谁来得早？谁来得晚？

语⾔点 “就”和“才”



1.我早上五点起床，他早上九点起床。
2.坐⻜机⼀个⼩时到，坐⽕⻋⼋个⼩时到。
3.我作业写了⼆⼗分钟，他写了两个⼩时。
4.我感冒三天好了，他⼀个星期好了。
5.昨天我五点回家，妈妈⼋点回家。 

语⾔点 “就”和“才”



请选择四个回答中最正确的两个练习

A: 你昨天⼏点下班回家的？
B: 。

A: 我昨天4点就下班回家了
B: 我昨天4点才下班回家
C: 我昨天10点就下班回家了
D: 我昨天10点才下班回家

A: 昨天的作业你多⻓时间写完的？
B: 。

A: 我⽤了5分钟就写完了
B: 我⽤了5分钟才写完
C: 我⽤了5个⼩时就写完了
D: 我⽤了5个⼩时才写完

1.

2.



课⽂ 在家

⼩丽：今天太阳从⻄边出来了吗？

⼩刚：怎么了？

⼩丽：你怎么这么早就要睡觉了？以前都
要12点以后才睡觉。
⼩刚：我明天8点就要到公司。

⼩丽：有事吗？

⼩刚：经理⽣⽓了，他告诉我，明天8点不
到，以后就别来了。

12-1.mp3



根据课⽂判断对错：练习

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1.
2. 以前⼩刚睡觉都很晚。
3. ⼩刚每天8点到公司。
4. 明天早上8点经理找⼩刚有事。
5. 经理对⼩刚⽣⽓了。



A：今天太阳........？
B：怎么了？
A：你怎么..........？以前都
要..........。 
B：我明天..........。 
A：有事吗？ 
B：..........。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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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选择⽅位名称热⾝

 qiánmiàn
2. 前⾯

shàng
1. 上

  lǐ
4. ⾥  

     xià
3. 下

A B DC

E F G H

zuǒbian
5. 左边

wài
6. 外

    yòubian
7. 右边

     hòumiàn
8. 后⾯



词汇

n. luggage, suitcase⾏李箱

pron. self⾃⼰

n. bag, sack包

xínɡlixiāng

zìjǐ

bāo



xínglixiāng
  ⾏  李  箱 ：n. maleta

⼯具箱 箱⼦  case  纸箱 冰箱   烤箱
盒⼦  box    铁盒 
⼀个⾏李箱
他的⾏李箱被偷了。
我的⾏李箱是左边那个粉⾊的。



语⾔点

⾏李箱 ⾏李



 zìjǐ
⾃ ⼰：pron. uno mismo

让我来介绍⼀下⾃⼰。 
我每天⾃⼰吃中饭，所以吃得很少。
你要⾃⼰照顾好⾃⼰。

已经？



bāo
包：n.bolsa, bolso

你会包（v.）包⼦吗？
这个包是谁的？是你的吗？ 
这不是我的包，我的是右边那个蓝⾊的。 
我很喜欢这个包，但是它太贵了

书包，钱包，电脑包
箱包店  ⼝袋(dài)



语⾔点 A把B＋V＋在/到＋location

我把照⽚放在你包⾥了。

我帮你把⾐服放到⾏李箱⾥吧。

我没把裤⼦放到椅⼦上。



语⾔点 A把B＋V＋给＋sb.

我朋友把书借给我了。

你帮我把这本书带给⼩刚。

弟弟没把钱还给哥哥。



连词成句练习

Powered by Word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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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Powered by Word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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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在家

⼩刚：我要跟周经理去外地办事，明天的⻜机。

⼩丽：那我帮你把⾐服放到⾏李箱⾥吧。什么
时候回来？

⼩刚：⼀个星期就回来。

⼩丽：啊？⼀个星期以后才回来？

⼩刚：你要⾃⼰照顾好⾃⼰，我已经给你准备
好吃的和喝的了。

⼩丽：好吧。我已经把我的照⽚放在你的包⾥
了。

12-2.mp3



根据课⽂判断对错：练习

⼩刚和周经理明天要去外地出差。1.

2. ⼩丽帮⼩刚准备⾏李。

3. ⼩丽觉得⼩刚出差的时间很⻓。

4. ⼩刚不想照顾⼩丽，所以他告诉⼩丽要⾃⼰
照顾好⾃⼰。

5. ⼩丽在⼩刚的⾏李箱⾥放了⾃⼰的照⽚。



A：我要........，明天的........。
B：那我帮你........。什么........回
来？ 
A：..........回来。 
B：啊？........才回来？ 
A：你要........，我已经........。 
B：好吧。我已经..........。

练习



第⼗⼆课 把重要的东⻄放在我这⼉吧

STANDARD COURSE
HSK 3

Part 3 课⽂ 3



东西

铅笔 qiānbǐ

⾐服 yīfu

照⽚ zhàopiàn

钱包 qiánbāo

护照 hùzhào

笔记本电脑 bǐjìběn diànnǎo

放在哪⼉

桌⼦上 zhuōzi shang

下边这些东⻄，你会放在什么地⽅？热⾝



词汇

v. to discover发现

n. passport护照

v. (of an aircraft) 
to take off

起⻜

n. driver司机

fāxiàn

hùzhào

qǐfēi

sījī



fāxiàn
发 现：v.encontrar, hallar

发现了
我昨天发现了⼀个很好吃的饭馆。
没发现



hùzhào
 护 照：n. pasaporte

这是⼀本美国护照。
他的护照上有很多签(qiān) 证(zhèng) 



qǐfēi
起⻜：v.despegar (un avión)

⻜机起⻜ 
⻜机就要起⻜了，请您坐好。 
⼋点起⻜



 sījī
司机：n. conductor

出租⻋司机
公共汽⻋司机
昨天是司机把我送到机场的。



语⾔点

忘＝忘记

来机场的路上我才发现忘∕忘记带护照了。

司机把我送到机场的时候，我才发现忘∕
忘记带钱包了。

我忘记她的名字了。

我忘她的名字了。

我忘记怎么去⼩丽家了。

我忘怎么去⼩丽家了。



练习

Powered by Wordwall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53727450/hsk-3-lesson-12-part-2


课⽂ 在机场

周明：你怎么才来？

⼩刚：对不起，周经理，来机场的路上
我才发现忘带护照了。

周明：快点吧，⻜机就要起⻜了。

⼩刚：您有钱吗？司机把我送到机场的
时候，我才发现忘记带钱包了。

周明：我看你还是把重要的东⻄放在我这
⼉吧。

12-3.mp3



根据课⽂判断对错练习

1. ⼩刚现在有护照，但是没有钱。

3. ⼩刚坐⻜机来机场的。

4. 周经理不⾼兴。

5. 周经理觉得不应该把重要的东⻄放在⼩
刚那⼉。

2. ⼩刚在来机场的路上就发现忘带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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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给下边的词语选择对应的图⽚：

A

F

B C

D E

sījī
5. 司机

xínglixiāng
3. ⾏李箱
bāo
6. 包

tàiyáng
4. 太阳

hùzhào
1. 护照

hēibǎn
2. ⿊板



词汇

v. to teach教

v./n. to draw, to paint;
drawing, painting

画

v. to need需要

jiāo

huà

xūyào

n. blackboard⿊板 hēibǎn



jiāo
教：v. enseñar

教我 教课
教汉语 教了⼗年
谁教你们画画⼉？

教（jiào）师
教（jiào）室



huà
画：v. /n. dibujar, pintar

画画⼉
画⼀张画⼉
他会画中国画⼉。
画得好
你画画⼉画得怎么样？



xūyào
需要：v.necesitar

需要铅笔 
需要照顾/需要休息/需要学习 
去旅游，需要带什么东西？



hēibǎn
 ⿊ 板：n. pizarra

⿊板上写了什么？
我把需要带的东西写在⿊板上。
这⾥有⼀块⽩板。



语⾔点 画(v./n.)



选择相同意思的“画”练习

⼩刚给我(A)画了⼀张去他家的地图。

我把她送我的(D)画放在了桌上。

她从⼩就喜欢(B)画(C)画。

画 v.：
画 n.:



课⽂ 听课⽂补全课⽂

我是⼀个中学⽼师，      学⽣      画
⼉。每次下课前，我都会 __ 下次
学⽣ __带的东西写 __ ⿊板上，
但是每次上课时，总会有学⽣忘
了 __ 铅笔，所以我有点⼉ __ ，
不是因为他们没带铅笔，是因为
他们没有好的学习 __ 。

12-4.mp3



课⽂

我是⼀个中学⽼师，教学⽣画画⼉。每次
下课前，我都会把下次学⽣需要带的东西
写在⿊板上，但是每次上课时，总会有学

⽣忘了拿铅笔，所以我有点⼉⽣⽓，不是
因为他们没带铅笔，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
学习习惯。

12-4.mp3



12-5.mp3





⽤本课新学的语⾔点和词语描绘图⽚练习

A：你怎么不上⻜机？
B：我来机场的路上__         发现忘了带护
照了。

A：那怎么办？
B：我让妈妈把__         带__         我了。

给 才 护照



⽤本课新学的语⾔点和词语描绘图⽚练习

A：9点半了，你怎么___         来？
B：起晚了，还等了半天公共汽⻋。
A：你的⻋呢？
B：我把⻋___ 在家⾥了。

停 才



⽤本课新学的语⾔点和词语描绘图练习

A：你带我们去游泳吧。
B：⾏，你是刚学会游泳吗？
A：不是，我两年前___ 学会游泳了。
B：好，我⼀会⼉就把你们___ 游泳馆。

送到 就



⽤本课新学的语⾔点和词语描绘图⽚练习

A：起床吧，已经8点了。
B：再让我睡会⼉吧，昨晚很晚___ 回来的。
A：那我先起来了。我的眼镜呢？
B：昨天晚上我把它___ 电脑上了。

放在 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