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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Look at ________ nose.
A. you
B. my

C. I

五尧 根据情景选择正确的句子遥
( ) 1. 当初次和迈克见面时袁你应该说院
A. See you.
B. Let爷s go.
C. Nice to meet you.
( ) 2. 当你想让对方摸自己的头时袁你应该说院
A. Touch your head.
B. Touch your ear.
C. Touch your mouth.
( ) 3. 当你要把李先生介绍给你的朋友时袁你应该说院
A. Good morning, Mr Li! B. This is Mr Li.
C. Nice to meet you.
( ) 4. 当你想告诉对方野这是我的眼睛冶时袁 你应该说院
A. This is my ear.
B. This is my eye.
C. Look at my eye.
( ) 5. 当你向妈妈介绍李丽时袁你应该说院
A. Hello! Lili.
B. Mom, this is Lili.
C. Hello! I爷m Lili.
( ) 6. 早晨袁当你和好朋友见面时袁你应该说院
A. Goodbye.
B. See you.
C. Good morning.
( ) 7. 外出时袁当你遇到了你的老朋友袁你应该说院
A. Bye.
B. This is my head.
C. Hello.

( ) 8. 当你的老朋友早晨向你问候时袁你应该回答说院
A. Good morning.
B. This is my head.
C. Hello
( ) 9. 当你的朋友建议你一起去上学时袁你应该回答说院
A. Bye.
B. OK.
C. Hello
( ) 10. 当你把冬冬介绍给明明时袁你应该说院
A. This is Mingming. B. This is Dongdong.
C. I爷m Dongdong.
六尧 选择合适的句子填空遥
要 What爷s your name?
要 I爷m Mike. What爷s your name?
要
1
要 Nice to meet you.
要
2
要 Look!
3
要 Me, too.
要
4
要 OK!
A.
B.
C.
D.

Nice to meet you, too.
Let爷s go to school.
My name爷s Tom.
I have a new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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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谈 golf
美丽的四季
我们都知道一年有四个季节袁每个季节都有
它独特的魅力 遥 在每个季节我们也有不同的活
动遥 你们喜欢这四个季节吗钥 一起来听听这首四
季歌吧浴
一年有四季袁春尧夏尧秋天和冬季院
spring, spring 春天到袁百花开来柳儿绿遥
让我们出去透透气袁放松心情多愉悦遥
summer, summer 夏天来袁青蛙唱歌荷花开遥
天气炎热出汗多袁快到泳池去游泳遥
autumn, autumn 秋天到袁树叶变黄枫叶红遥
庄稼地里金灿灿袁农民丰收乐开怀遥
winter, winter 冬天来袁北风吹来雪花飘遥
户外运动不可少袁加强锻炼增体质遥
一年的四季是不是都很美丽啊浴你最喜欢哪
个季节呢钥
渊江苏 黎 明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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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boys and girls浴 Do you like playing golf? 渊你
们喜欢打高尔夫球吗钥 冤 golf 是高尔夫球的英文表示袁它
是一项古老的贵族运动遥 由于这项体育运动老少皆宜袁所
以它正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娱乐活动 遥 可是你们知道
golf 的秘密吗钥 相信你们了解了它的深层含义后袁你们会
对这项运动更感兴趣的遥
野G冶代表 green袁表示该项活动常在绿色草坪上进行 袁
属于户外运动遥 打高尔夫球可以回归大自然袁享受大自然遥
野O冶代表 oxygen(氧气)袁表示人们边活动边呼吸户外新
鲜的空气袁是一项有氧运动遥
野L冶代表 light(阳光)袁表示人们打高尔夫球时沐浴着阳
光并享受着阳光的温暖遥
野F冶代表 feet(脚)袁表示人们在运动时双脚在不停地运
动袁使腿部得到锻炼遥
运动让我们更健康 袁 那么让我们
行动起来吧袁 让我们把身体锻炼得棒
棒的浴
渊江苏 周晓霞冤

