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ǒu fùchū

cái yǒu shōuhuò

U N IT 12 有付出，才有收获。

No pain, no gain .
L e s s on | 1

2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the words in the box.

Objectives

改掉

反对

表扬

1—3 Vocabulary: pains and gains, retrospection
and expectations

付出

努力

保密

4 Pronunciation: giving praise and showing
admiration
5—7 Conversation and listening: talking about
pains and gains; understanding retrospection
and expectations

1 为了推销新产品，他

了很多努

力，向客户介绍产品的特点。
2 在室友的帮助下，马克终于

了乱

放东西的毛病。
3 我可以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你

Vocabulary

得绝对

1 Match the words with their opposite meanings.

1 辛苦

a 支持

2 反对

b 轻松

3 付出

c 满足

4 失落

d 收获

5 马虎

e 经常

6 表扬

f 热闹

7 偶尔

g 仔细

8 寂寞

h 批评

4 以前多数中国父母很少

5 有些事情，也许你

Lesson 1

了也不会成

功，但至少这样做你不会后悔。
6 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爸爸，都

他去国外工作。
3 Complete the conversations with the words given.

1 A:	
你上次来北京是什么时候？你觉得北

京变化大吗？
		B:

（转眼 / 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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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他

们觉得批评更有助于孩子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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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谁也不告诉。

2 A:	
你经常跟老同学见面吗？

Pronunciation

		 B:	
			

（偶尔 / 聚）
3 A: 我觉得她留学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B:
			

（成熟 / 改掉 / 毛病）
4 A: 你真的要放弃你的留学梦了吗？
		 B:	
			

（反对 / 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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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mplete the conversations with the sentences

in the box.

1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2 别光表扬我了，你才了不起呢，会议

翻译可都是你一个人做的。
3 你太让我们吃惊啦！
4 谢谢你！你刚搬到新地方生活，也很

不容易啊。
5 看来这一年你的收获很大！
1 A:	这次公司周年宴会都是你一个人联

系的吧？你太能干了！换了别人，肯

5 A: 我看你这两天好像不太开心，有什么

心事吗？
		B: 我只是想到一毕业大家就要分开，

定做不了这么好。
		B:
2 A:	你孤身一人在国外生活，多辛苦

啊！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尽管告
诉我。

（失落 / 聚）
6 A: 听说马克要正式进入那家公司工作了。
		 B:	
			

		B:
3 A:
			
我已经从原来的公司辞职了，现在

自己开了公司，给自己当老板了。

（努力 / 付出）
7 A: 你又做了什么有意思的梦？

B:

		 B:	

没想到你这一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

			

化，真替你高兴啊！

（梦见 / 勇敢）

Now listen and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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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你们别光(8)

Conversation and listening
5 Complete the conversation with the words in the

box.

收获

勇敢

努力

孤身一人

吃惊

改掉

成熟

聚在一起

祝贺

付出

反对

一转眼

偶尔

表扬

粗心

失落

海洋生物学方向的研究，所以我下个
月底就要回澳大利亚读研究生了。
夏英：(9)

布丽：谢谢你！对了，你去偏远地区当老师

还是秋天的时候吧？
都已经是夏天了。

夏英：咱们一边喝饮料一边聊聊这大半年
大家都有些什么(3)

吧。

安德：好啊，我先来！我在一个英语学校
做志愿者，主要是安排学生的各种
活动。工作虽然比较简单，却帮我
了马虎、(5)

的

毛病，还让我锻炼了沟通、组织能
力。另外，两个星期前我还去参加了

夏英：安德可不是随便参加比赛的，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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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他们觉

得我是在大城市里长大的，担心我
(11)

，去那里会不适应。不

过我已经决定了。
安德：你太让我(12)

了！没想到

你做了这么(13)

的决定。

布丽：我们都支持你。
夏英：谢谢你们。只是一想到我们大家很快就
要分开了，就觉得有点儿 (14)

(15)

好，随便参加个比赛都能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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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很(10)

，

安德：我想以后即使我们不能经常见面，

，爱好也发展得这么

才有收获！

夏英：已经安排得差不多了。只是我的父母

一起。

布丽：安德，你真了不起，工作这么

直都在练习冲浪。有(7)

的事情怎么样了？

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再聚在

一个冲浪比赛，得了第三名。

(6)

你！真为你高兴！你离

自己的梦想更近了！

布丽：太好了，你们都来了！时间真快，上次咱

(4)

消息要告诉我们？

学金，而且是去我最喜欢的大学做

夏英：没错，是她。布丽！这边！

安德：是啊，(2)

也很棒啊！布丽，你是不是有什么好

布丽：最近我拿到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生奖

安德：那是布丽吧？

们(1)

我了，你们俩

，

也还是有机会聚会的。

布丽：没错，我也还会来中国的。我想等我
们再见面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更多
的收获，也会更(16)

的。

Now check the true statements.

□ 17 他们上次见面是一年多以前。
□ 18 安德在英语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教英
文，他觉得工作并不难。
□ 19 安德觉得做志愿者收获很大。
□ 20 安德参加冲浪比赛获奖是偶然的。
□ 21 布丽的梦想跟中文有关系。
□ 22 不管父母反对还是支持，夏英都会
去偏远地区当老师。
□ 23 即使布丽还会来中国，他们三个人
以后也很难有机会再见面了。
6 Read again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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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and check the true

statements.

□ 1 男生刚申请到一个实习机会，所以
他暑假不打算回国了。
□ 2 男生的梦想是当一个国际经济法
的律师。
□ 3 女生认为男生是一个知道自己的
方向又愿意努力的人。
□ 4 女生的中文说得像中国人一样好。
□ 5 对于是否继续学中文，女生还很犹
豫。
□ 6 当导游的建议，女生认为不太
合适。

1 安德的主要收获是什么？
                    

Now complete the table about the two speakers'
experiences and plans.

                    

2 布丽为什么要回澳大利亚？
                    

经历与收获

以后的计划

男生

                    

3 对于夏英去偏远地区当老师这件事，她

的父母是什么态度？为什么？

女生

                    
                    

4 夏英为什么觉得有点儿失落？
                    
                    

5 再见面时，他们会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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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 s s on | 2
Objectives
1—3 Reading: understanding a narrative passage
4 Writing: writing about a special experience
5—9 Grammar:
● e xpressing an emphatic tone using
才……呢
●

e xpressing unnecessariness using 何
必……呢

●

expressing “let alone” with 别说A, 就是B
也 / 都……

●

indicating “constantly” or “non-stop”
with 一直 or 不断

Reading
37

1 Read the passage and complete the table.

小金的故事
   小金是美国人，也是我在学校登
山队的朋友。有一次问起他为什么会
加入登山队，他给我讲了下面的故
事。
   小金高中毕业以后上了大学，才
上了不到一个学期，他就想放弃了。
原因很复杂。那所大学并不是他理想
中的学校，学校的环境跟他想象的
完全不一样，离家人和朋友又很远；
加上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学什么专
业，所以很犹豫是否要继续读下去。
他的家人建议他休学一段时间，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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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学中文，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
同时思考未来的方向。
   在中国的头半年，他每天只上半
天中文课，剩下的时间就是跟同学们吃
饭、聊天儿。结果不但中文没什么进
步，他也越来越不清楚自己的目标。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
的愿望——爬上世界上最高的山。于
是他决定去登珠穆朗玛峰。他知道自
己不可能爬到山顶，不过他还是想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试一试。
   在雪山上，小金每走一步都很困
难，除了自己的呼吸声和风声以外，
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陪着他的只有
他的向导。当他转回身去看走过的路
时，只有看不到尽头的白色，天和地
都连在了一起。他觉得世界一下子变
得很大很大，而自己变得很小很小。
那一刻他突然很想念家人和朋友，也
忽然意识到自己原来的那些烦恼其实
一点儿都不重要。
   那次登山让小金明白了很多事
情：不喜欢大学的话，可以转学；不
习惯的环境要积极地去适应；想念家
人和朋友就要告诉他们；至于专业，
也要自己去做选择。总之，要积极、
乐观地面对这些问题。登山的过程让
他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也“看清”了
自己的方向。

小金的经历
刚上大学时遇到
的问题

登山后的感悟

1

c 他们想让小金暂时忘掉大学里的烦

恼，在一个新环境中好好思考未来的
计划。
2 小金为什么突然要去登山？
a 他想实现一个小时候的愿望。

2

b 他想爬到山顶证明自己很有勇气。
c 他知道去登山以后他就可以找到自己

3

的方向。
3 关于小金的登山经历，哪个说法是正确

4

的？
a 在雪山上小金遇到很大的困难，还差

Now check the true statements.

□ 5 我跟小金是在一次登山活动中认
识的。
□ 6 小金不想在那所大学读下去了，可是
他的家人很反对。
□ 7 小金在中国的头半年浪费了不少时间。
□ 8 小金登山的目的就是为了到达山顶。
□ 9 小金明白了生活和登山的过程是一
样的，都需要积极、乐观地面对。
2 Read again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1 家人为什么建议小金到中国？
a 他们想让小金选择中文作为自己的

专业。
b 他们想让小金在语言不通的地方面对

文化的冲击。

点儿听不到声音。
b 小金明白了跟这个很大的世界相比，

自己的烦恼只不过是一些很小的问题
罢了。
c 小金是孤身一人去登山的，所以他很

想念家人和朋友。
3 Write a short passage about Xiao Jin’s mountain-

climbing experience and your opinion on his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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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Grammar

4 Write a passage about an experience which was

5 Complete the conversations with 才……呢.

special to you,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1 这个经历如何特殊？
2 它对你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 A:	
说来惭愧，我这个假期除了每天锻炼

身体，加上读了几本不错的书以外，
什么都没做。
		 B:	

，

既没锻炼身体，也没读书，每天不是
吃就是睡。
2 A:	
跟不太熟的人聚会多无聊啊！我没兴

趣，要去你自己去，我要呆在家里看
电视。
		 B:	

，

难道你每天看还看不够吗？
3 A:	
客户举办的宴会，咱们要不要请陈经

理一起参加啊？不告诉他好吗？
		 B:	

，

他的事情早都安排满了。
4 A:	
你真让我吃惊，最近你的中文真是突

飞猛进啊！
		 B:	

，
。

6 Rewrite the sentences with 何必……呢.

1 既然这条新闻的真实性还有很大的争

议，我们就不必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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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不是觉得他又不成熟又不幽默吗？为

什么还要跟他约会呢？
	                 
	                 
3 我对那家公司和那个职位都不是特别感

兴趣，所以我就没有必要申请了。
	                 
	                 
4 你认为自己没做错任何事情，那你确实

不需要向她道歉。
	                 
	                 
7 Check the correct sentences.

□ 1 他这么乐观的人，别说伤感、失落，
就是偶尔不开心，也几乎没有。
□ 2 有时差的时候，别说吃饭、睡觉，就
是专心工作，也觉得很不舒服。
□ 3 四川火锅，别说吃啦，我就是见都
没见过。
□ 4 身在异国他乡，别说孤独的感觉，就
是要面对语言不通、习惯不同、文化
冲击这些巨大的困难，都让人痛苦。
8 Complete the conversations with 别说 A, 就是 B,

也/都…….

2 A:	
他学习的时候真专心啊！我刚才叫了

他好几声，他都没听见。
		 B:	
3 A:	
你怎么从来不参加周末的聚会，很

忙吗？
		 B:	
4 A:	
他为什么老是这么马虎？今天他又把

几个客户的订单给弄错了。
		 B:	
9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一直 or 不断.

1 这个项目，他和同事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

不愿意放弃。

2 毕业前的一年多时间，他

地投简历，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3 这件事，我

对你保密，就是担心

你知道以后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4 即使你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也不要太责

怪自己，机会总是会
5 人生就是要

地出现的。
地做一个又一个选

择，只要是自己认真考虑之后做的决定，
那就不要后悔。
6 她暗恋了那个人三年，却

1 A:	
科技发展得真快啊，比方说照相机，

在

没有勇

气对他表白。

跟以前太不一样了。
		 B:	

Lesson 2 Uni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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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 s s on | 3
Objectives
Integrated skills: reading and responding

   第三件是：接待一个将会来我们学
校读书的学生。我带过家乡的一个高中生

Read the passage.

在校园参观，给他介绍学校里的课程和
活动。介绍中，我发现原来我对学校的了

毕业前要做的三件事

解和感情比自己想象的深得多。

   常常在网上看到“一生一定要去的

   也许你会觉得三件事太少了，可是当

五十个地方”、
“三十岁前必做的二十件

我做过这三件事以后，我知道当我毕业

事”这样的题目。其实不管是想成功还是

要离开大学的时候，我一定不会感到后

想幸福，只要做到其中的几件事，就不会

悔和伤感。

后悔了。
   我在大二的时候给自己列了一个很
“毕业前要做的三件事”。
短的清单—

Now make your own list of three must-dos before
graduation and give reasons for your choices.

   第一件是：上一门我完全不了解的

                    

课。我是学化学的，可是我上过一门城市

                    

历史课。有一天晚上，教授带着我们骑自

                    

行车在城市中夜游，我们所看到的景物与

                    

白天完全不同。这种学习方式很特别，给
我的印象也特别深刻。
   第二件是：参加学校的一个传统活
动。我们学校每年11月都会举行点亮树灯
仪式，这表示虽然天气越来越冷了，可是
让人愉快的节日马上就要到来了。端一杯
热巧克力和同学们一起站在路边，一边
说笑一边等着校园树上的小灯被点亮，真
是很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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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L F - A SSESS M E N T
Complete the checklist using the criteria below.
1 = 我需要很多帮助才能做到。

4 = 我做得很好。

2 = 我需要一点儿帮助就能做到。

5 = 我做得非常好。

3 = 我做得还可以。
LANGUAGE
SKILL

PROGRESS

YOUR
SCORE

PRONUNCIATION •• I can give praise and show admiration for people.
VOCABULARY

•• I know some words to discuss pains and gains,
retrospection and expectations.

GRAMMAR

•• I can express an emphatic tone using 才……呢.
•• I know how to express unnecessariness using 何必
……呢.
•• I can express “let alone …” with 别说A, 就是B, 也/都
…….
•• I know how to indicate “constantly” or “non-stop”
with 一直 or 不断.

LISTENING

•• I can understand discussions about pains and gains.
•• I can identify both retrospection and expectations.

READING

•• I can understand a narrative passage about
retrospection and expectations.

SPEAKING

•• I can express both support and disagreement.
•• I can express surprise and joy.
•• I can talk about my past and future plans in detail.

WRITING

•• I can write a narrative passage about past and
future.

Self-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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