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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叫什么名字？
你今年多大了？
你做什么工作？
你学习什么专业？

你有什么爱好？ 
你学习汉语多长时间了？
这学期口语课，你想学习哪些话题？



体育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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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西班牙什么运动最受欢迎？
2你知道在中国什么运动最受欢迎吗？
3.你了解太极拳吗？
4. 你了解中国功夫吗？
5.你参加过体育比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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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ánqiú 

篮球

páiqiú 

排球

yǔmáoqiú 

羽毛球

pīngpāngqiú 

乒乓球

dǎ
打
  
beat

tī   zú qiú 
踢   足球
Kick

yùndònɡ 
 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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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           羽毛球          乒乓球

El tenis de mesa : La supremacía de China comienza en los años 1960 y se mantiene hasta nuestros 
días. China es actualmente la mayor potencia en tenis de mesa.



感谢您下载小木头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小木头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小木头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

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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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ǎobù
 跑步
correr
run

yóuyǒng
  游泳
nadar
sw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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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ú jiā   
瑜伽   

yoga                                                     

tiào wǔ
跳舞
bailar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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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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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

Taichi es un arte marcial desarrollado en China, practicado en la actualidad por varios millones de personas en el 
mundo entero, por lo que se cuenta entre las artes marciales más practicadas.

En China el taichí es una actividad muy popular. En los parques de las ciudades se puede observar por las mañanas a 
miles de personas ejercitando sus movimientos lentos y fluidos. El 17 de diciembre de 2020 la UNESCO incluyó la 
práctica del taichí chuan, de forma oficial, en el listado de Patrimonio Cultural Inmaterial de la Humani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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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 
qi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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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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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óbic  健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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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ar
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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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喜欢做哪些运动？
2你经常去健身房吗？为什么？
3.你觉得运动有什么好处？
4.你觉得运动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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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好处:

1. 改善睡眠 2. 改善情绪
3.减轻压力 4.增强体质
5.控制体重 6.预防疾病
7.延长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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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过度运动的危害： 

1. 产生精神依赖
2. 免疫力下降，影响健康
3.运动能力下降，容易生病，
失眠
4.可能会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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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认为保持健康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请具体
说一说。

 
2. 你担心你的身材吗？你觉得胖瘦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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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时吃饭
2.注重营养
3.体育锻炼
4.多喝水，少喝饮料
5.多吃水果和蔬菜
6. 保持充足睡眠，少熬夜
7. 每天阅读，积极思考
8.经常跟家人聊天
9.控制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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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唯一做的运动就是散步，  每天
早上我在我家旁边的公园散步一个小时。
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踢足球， 我们经
常随时随地踢足球。我也喜欢在电视上
看几乎所有的运动，尤其是篮球足球手
球和田径。最近我也喜欢看女足比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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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有很多喜欢的
运动，比如是篮球棒球足球和游泳。现在
我年纪大了，我喜欢的运动不多了，我只
喜欢踢足球和打篮球。有时我喜欢去公园
散步几个小时。打篮球和踢足球对身体有
很多好处。比如让你感到快乐，让你的身
体长期保持健康。在我看来，运动对身体
有一个不好的影响(缺点)，就是你在运动
时可能会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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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做很多运动，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骑自行车和柔
术。我可以介绍一下柔术。你们可能不认识柔道，如果
你们看MMA比赛，在搏斗最后的部分，选手们常常使用
很多柔术技术。
柔术来自于日本柔道，也包含很多巴西的柔术技术。跟
柔道相比，它们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首先，它们有
很多共同的技术，比如过肩摔，二者最重要的区别是地
上搏斗技术。关于柔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搏斗中
谁赢了，如果没有人放弃，成绩由分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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