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 糖 躺 刚 狗

这次活动你来负责安排。

幸福          光盘          抱歉

我要去邮剧寄信。

她发观了新情况。

他感冒不太厉害。

当翻译很不容易。

你的脸上怎么 了个包 疼不疼

外边 风了 你出去的时候多穿点儿衣服。

开 出 起 丢 留

别太着急了 公司里的问题 这次我看 会解决的。

他话还没说 你就给他点时间 让他继续说下去。

老 够 老 完全 常 所有

总 所有 总 完全

我要一杯热咖啡。

好的

那就再给我来个面包吧。

好 请稍等。

您一共要几杯 想点什么咖啡

您想在哪里喝 还要点儿别的吗

有没有自己的杯子

对不起 工作中我又出了点儿错。

你怎么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做事情

要认真 别出错。

知道了 我以后一定注意。

里三层 外三层 听进去我的话了

把工作看得那么重 左耳朵进 右耳朵出

在这件事上那么认真

泡

王文 

大家快来学习茶文化

时间 年 月 日 月 日

每星期一 三上课、 下午

地方 北京 大学 楼

内容 中国茶文化的历史 各种茶的泡茶方法、

讲课人 王文老师

报名要求 大学一年级学生

月 号前通过电话报名

前 个人报名送茶杯一个。

g t n ng



喂 丽丽 我到家了。

现在才到家呀 我一直担着心呢。

。

原来是这样啊 说来今天真有意思。

可不是 。

早点儿休息 咱们以后再约。

你平安到家就好

地铁出了点问题

我也玩儿得很高兴

明天不用上学 一起去游泳吧 咱们再比一下 怎么样。

好啊 看看这次谁游得更快。

每次我都输给了你 不过这次我一定要赢你。

上次游泳 没能赢 。 明天得去学校上课。

以前没跟 一起游过泳。 忙得没有时间去游泳。

和 明天不打算去游泳。

我看没人搬得了 我到不了机场

我来帮你拿下来 我就不进去了

还没有带回来呢 那我去机场送你

让别人帮你拿吧 我早就上飞机了

真的有几大件呢 我已经离开机场了

小白 东坡肉

小白 杭州 西湖 

明明 杭州

明明 小白 杭州

小白 明明 西湖

我的照相机跑哪儿去了 怎么

是不是刚才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 你放在一边没拿来

有可能 我马上去找找看。

跑到你那儿去了 说不见就不见了

照相机在我这儿呢 东西很快就找到了

不用我手里的照相机

张明是在哪儿学习的音乐

张明在电影中表演得怎么样

张明什么时候去美国读的大学

到现在张明一共拍了多少电影

最近张明在做什么内容的电视节目

你穿上运动鞋 又要去锻炼身体啊

是的 再忙也要空出时间运动 。

说的是 有了好身体 才能做事情。 。

用不着去运动 多运动没什么好处

什么健康不健康的 少去锻炼 多做事情

健康第一 工作第二嘛

下星期我要去杭州旅游 怎么玩儿才好呢

杭州西湖每天晚上有非常不错的演出 你一定得去

看 还有东坡肉很有名 别忘了去吃。 。

知道了 谢谢

明明

小白

明明

张明出生在上海 年去美国的大学学

习音乐 毕业后回上海发展 张明歌唱得好。

舞也跳得很好 年他开始拍电影 在电影。

中表演得非常不错 张明还很会做菜 最近在。

电视里做一个关于介绍做菜方法的节目。

行李 。 挺重的 就放这儿好了。

△△

谢谢你送我到机场

快回去吧。

好

一路平安



外面天阴了 马上要下雨了。

这下可坏了 我没带伞。

放心 。

那你怎么办啊

我这儿还有一把呢。

外边雨已经不下了 去帮我买把伞回来

这把伞你先拿去用吧 看样子雨会越下越大

我们一起用这把伞吧

王丽和李阳以前去过长城。

王丽特别喜欢给人拍照片。

王丽的电脑昨天被李阳弄坏了。

李阳有了麻烦就找王丽帮自己。

李阳每天都给王丽发一条短信。

今天的唱歌比赛中 张英刚开始有点紧张 以后越唱越

好 。

就是说嘛 以为她不行呢 看起来我们都白担心了。 。

还真像那么回事

真的是拿不出手

没有人比得过她

也好不到哪儿去

都这么晚了 怎么还坐在电脑前呢

从十二点开始网站上卖的东西都便宜一半 不马上买

好东西我就会买不到的 现在我等着开始呢。

我说 东西别买得太多了。

每天睡觉睡得比较晚。

叫 十二点前把东西买好。

昨天买了一些便宜的东西。

打算在网站上买东西。

家里的东西都是上网买的。

做不了就别去做

其实我真的很棒

多去别的国家看看

这世界本来就小得很

说起来机会从不等人

他们俩从小就一起长大 好得穿一条裤子。

谁说不是呢 他们两人做什么事情都不分你我。

关系要多好有多好

爱穿样子一样的裤子

生活条件一直好得很

两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长大后工作都做得很好

港珠澳大桥

这就是港珠澳大桥吗 没想到有这么长

对 大家来看港珠澳大桥 这座大桥一共约有 公里长。

是 年开始施工的 大桥有一部分是海底隧道 在。

施工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所以花了近九年的时间才完成。

大桥把香港 珠海 澳门三个城市连在了一起 现在从、 、

珠海到香港 坐车去一个小时都用不了。

大桥 施工 海底隧道

香港 珠海 澳门 

珠海 香港

上次咱俩在长城拍的照片被我

弄没了 你的电脑里还有吗

应该有 要的话 我找出来发给你。 。

那太好了 谢谢你

李阳

王丽

王丽

李先生 节目快做完

了 最后可以跟我们

年轻人说几句吗

我想告诉大家 经常跟自己说一句

用这句。

话表扬自己做得好 相信自己不

错 这样想做的事情才可以做到。



老舍

老舍 满族人 是中国有名的作家。

他 年出生在北京 年轻的时候在外国

边讲课边写书 年回国后就一直在北。

京生活 老舍的作品使用了很多北京话。

主要作品 骆驼祥子 、 茶馆 等都很好地

描写了北京人的生活。

作家 作品 描写

北京话

北京 

北京

骆驼祥子

听说以前筷子叫 箸 以后怎么会叫 筷子 的呢

书上是这么说的 因为 箸 的发音和 住 一样 船家们觉

得说 箸 有船在水中 的意思 所以他们不爱

说 箸 为了想让船快走 就把 箸 叫为 快 以后用了。

和 快 发音一样的 筷 字 这样一来 慢慢地 箸 就叫为。

筷子 了。

箸 船家 筷

停下来不走 转过头来说

做起来容易 快点跑起来

用起来方便

它

它约有半米高 右腿往上踢 左手抱鼓 右手拿鼓槌

像是在笑着表演说唱 通过它 可以知道早在东汉时候中国。

就已经有了说唱这门艺术。

鼓 槌 说唱

承德避暑山庄

承德避暑山庄是中国有名的园林

在河北省承德 离北京两百多公里远

因为夏天比较凉快 所以用为皇帝休息

和办事的地方 园林里面有山有水

非常美丽 现在有许多人来这里旅游

园林 皇帝 办事

北京

在这一方面 我应该 你学习。

如果你 这个问题有意见 就说出来。

对 向 对 对 对 为

向 向 向 对

你正在发烧呢 今天必须在家休息。

每个星期天上午 他都正在看电视。

明天这个时候 我可能正在准备考试。

他们九点多才出发 上课正在迟到呢。

她一遍一遍地写着那几个字。

他的歌我听了两遍就学会了。

这本书我看过一遍 可没看完。

我问了他三遍 他都没有回答。

房间里都找遍了 也没找到手机。

不但这里的水果很好吃 而且还不贵。

先做完作业 然后再你玩儿电脑游戏。

他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我真看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